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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公示】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7 年版）》公示 

为贯彻落实《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和保监会拟

建立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并开展试点工作。为此，原材料工业司

组织编制了《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7 年版）》，现予以公

示。 

电子化工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7 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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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智”造“芯”未来 华虹宏力 2017 年度技术论坛再起航 

6 月 9 日，全球领先的 200mm 纯晶圆代工厂——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华虹宏力”)的 2017 年度技术论

坛首次登陆成都，与超过 200 位客户、合作伙伴、业界专家学者、媒体和分析师

共同探讨了万物互联时代下，半导体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公司管理层现场分享了

华虹宏力的市场战略布局和技术发展规划；技术专家则详细介绍了公司最新的技

术成果及应用热点。 

今年技术论坛的主题为“‘智’造‘芯’未来”。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华虹集团”)董事长、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会长张素心先生首先致欢迎辞。

他简要介绍了集团总体发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并特别感谢了社会各界朋友的

一路支持与陪伴。他表示，自承担建设国家“909”工程以来，华虹集团已建成

200mm 和 300mm 两大制造平台和国家级集成电路研发中心，芯片产品广泛应用

于电子信息产业各领域。今后，华虹将一如既往知难而进，奋发图强；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立足自主可控做大做强集成电路制造业，当好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先

行者和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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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华虹宏力执行副总裁范恒先生聚焦发展和变化中的全球半导体产业，

从新技术、新应用和新趋势入手，向与会者描绘了公司未来的战略布局与发展目

标。他总结到，作为大中华区最受认可的晶圆代工企业，华虹宏力将保持在嵌入

式非易失性存储器(eNVM)、功率器件及电源管理技术等领域优势的基础上，放

眼全球市场，积极布局微控制器(MCU)、新能源汽车和物联网等领域，以高技术

和高成长作为企业发展定位。 

华虹宏力执行副总裁孔蔚然博士展望了公司技术发展路线图。他提到，随着

90 纳米嵌入式 NVM 技术的成功开发，我们会将越来越多的智能卡产品持续导入

至 90 纳米。公司还将继续开发包括射频绝缘体上硅(SOI)器件在内的射频相关技

术，以满足持续增长的智能手机的市场需求以及未来 5G 蜂窝通信的发展及应用。

华虹宏力将进一步优化具有优势的差异化技术，为不同客户提供高效及高性价比

的增值解决方案。 

同时，华虹宏力技术团队在技术论坛上发表了精彩的专题演讲，内容涵盖

SONOS 嵌入式闪存和 EEPROM 工艺、浮栅型嵌入式闪存及 EEPROM 工艺、硅

基射频工艺、功率器件工艺、电源管理 IC 工艺以及设计服务与 IP 支持，向来宾

们全方位展示了华虹宏力特色工艺技术的最新发展与成果。 

最后，华虹宏力执行副总裁徐伟先生致闭幕辞。他总结说，最近几个季度，

华虹宏力的销售收入屡创历史新高。他感谢所有客户和合作伙伴长期以来对华虹

宏力的信任和支持，表示华虹宏力将始终秉持创新理念，坚持匠心品质，践行“革

新、进取、自信、团结”的企业精神，愿与各界朋友携手，推动产业成长，共同

智造“芯”未来。 

 

华星光电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正式开工 

6 月 13 日，武汉华星光电第 6 代柔性 LTPS-AMOLED 显示面板生产线(简称

t4 项目)在武汉光谷正式开工建设。t4 项目总投资 350 亿元，是国内第一条主攻

折叠显示屏的 6 代柔性 LTPS-AMOLED 显示面板生产线，达产后年均销售额将

超百亿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半导体显示产业全球竞争力。 

据了解，t4 项目规划月产 4.5 万大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 3~12 英寸高分辨

率柔性和可折叠式智能手机用显示面板，是继武汉华星 t3 之后又一高端显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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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将进一步冲击韩国等国外企业在高

端 AMOLED 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据了解，华星光电第 6 代柔性 LTPS-AMOLED 生产线项目预计 2019 年二季

度投产，2020 年一季度量产。满产后，年产出近 116 万㎡ AMOLED 智能手机显

示面板，可满足全球 AMOLED 智能手机屏 5%的总需求。 

在 AMOLED 产业领域，韩国企业凭借在人才、技术研发方面的大力投入取

得了领先地位。对此，武汉华星光电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在人才、设备、

研发等方面做了率先布局。 

t4 项目采用的柔性 LTPS-AMOLED 技术，是一种将 LTPS 技术、AMOLED

技术及柔性技术相结合的全新显示技术。目前，武汉华星光电 t3 工厂已经完全

掌握 LTPS 制造工艺，而国内唯一的“AMOLED 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也

在华星光电成立。 

据悉，为了确保 t4 项目量产线提前完成良率爬坡和尽早实现量产，武汉华

星光电还建设了两条柔性显示屏专用研发线，一条小研发线已提前点亮，国内第

一条 4.5 代柔性 OLED 专用研发线也即将点亮。武汉华星光电将在已掌握的

LTPS/AMOLED 制造工艺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专用研发线验证开发的新技术和

新产品，重点发展柔性折叠工艺制造技术。 

此外，武汉华星光电也在人才储备方面提前布局。2015 年，华星光电吸纳

了全球 1500 多名高端光电人才进驻光谷。t4 项目落地后，预计还将有 1500 多名

全球人才进驻。 

柔性屏幕不仅将为智能手机终端市场带来一场革命，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中

国在柔性显示屏领域的发展。t4 项目将带来整个面板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上游设

备制造、材料制造与零件组装和下游显示终端、应用领域等一整条产业链孕育巨

大的机遇。 

自 2009 年，TCL 自主启动 8.5 代液晶面板生产项目，既深圳华星光电以来，

至今 TCL 在半导体显示面板产业领域投资达 1500 亿元。自成立以来，华星光电

始终强调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发展战略，已成为集“研、产、销”一体化的全

球领先企业，在 2015 年美国专利授权量排名中，华星光电名列第 70 位，在入围

100 强的三家中国公司中位列第二位。2016 年，深圳华星 G11 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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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尺寸、高清晰的高端市场领域率先发力。今日，武汉华星光电 t4 开工建设，

又在拓展中小尺寸高端显示领域中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年，中国在半导体显示领域的发展非常快速，当前我国大陆地区液晶面板

产量已位居全球第二，自主核心技术快速增长，全球产业话语权不断增强。TCL

董事长、CEO，华星光电董事长李东生表示，“2019 年，预计中国半导体显示

产业的规模将位居第一。TCL 集团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致力于推动中

国半导体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为我国早日成就全球领先的制造强国，

做出更大的贡献。” 

 

“江化微”与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化微”）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与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 

江阴江化微深耕湿电子化学品领域，专注于高纯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化学品企业，为国内的电子工业提供

高端配套电子化学品材料，最终成为国际电子化学品研发的引领者和高端配套服

务提供商。 

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下属镇江新区新材料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是

国家级专业品牌园区，定位于高端电子化学品等新材料产业，地理位置处于华东

区域核心交通枢纽并且园区拥有完善的供应链产业群配套等优势。 

江化微（镇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首批注册资金为 2 亿元人民币，项目用地

约为 195 亩，产能设计约为年产 26 万吨超净高纯试剂、光刻胶配套试剂等各类

电子化学品材料。公司将不迟于 2017 年 7 月份在产业园成立项目公司，自本协

议签订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协调相关主体向项目公司提

供约 300-50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具备基础办公条件），用于开展项目筹备及业

务实施。 

目前前期规划已明确项目投资金额约 17.02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 15.35 亿

元，整体规划、一次征地、一次报批。后续投资将视市场发展和客户需求，考虑

追加土地面积并适当扩充产能及增加新技术、新产品项目。 

本协议的签订有助于提升公司高纯湿电子化学品的产能，以满足国内市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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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长的需求，充分利用镇江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抓住市场发展机遇，

有效提升公司在平板和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公

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信利拟在四川投建第五代 TFT-LCD 项目 

信利国际(00732-HK)公布，公司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信利电子与仁寿县人民

政府、仁寿产投及四川集安基金订立合资协议，内容有关于中国四川省眉山巿仁

寿县组建合资公司，作为生产第五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之项目公

司。 

合资公司之总投资额将为 125 亿元(人民币.下同)，将建立为第五代薄膜晶体

管液晶显示器(TFT-LCD)而设之生产设施。合资公司之注册资本将为 70 亿元，

其中信利电子将出资5亿元，占7.1429%股权，仁寿产投将出资45亿元，占64.2857%

股权，及四川集安基金将出资 20 亿元，占 28.5714%股权。 

从事第五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高端屏幕生产线项目(包括氢

化非晶硅(α -Si)、氧化物及低温多晶硅(LTPS)TFT-LCD 显示屏)生产设施所在地

是四川省眉山巿仁寿县文林工业园区。预期建设工程将于 2017 年第三季开始动

工，并于 2019 年年底前投产。 

 

【最新专利】 

一种光刻胶显影液 

本发明涉及在制造半导体装置、平板显示器、LED、倒扣封装、刺头及精密

传感器使用的光刻胶显影液领域。 

光刻胶(又称光致抗蚀剂)是指通过紫外光、准分子激光、电子束、离子束、

X 射线等光源的照射或辐射，其溶解度发生变化的耐蚀刻薄膜材料。显影就是去

除已曝光光刻胶的工艺过程。为了避免光刻胶因其他可能的副反应而改变其化学

结构，曝光后应尽快进行显影。常常使用显影液对光刻胶进行显影处理。 

现有常见的显影液组成物，一般是表面活性剂、碱性化合物和水的组合，其

显影处理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获得无残渣、显影精度高的图形。ZL2009100839491

涉及一种平板显示用显影液，该显影液由季胺盐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组成，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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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良好，操作温度宽。ZL2010101390849 涉及一种低张力正胶显影液，由四甲

基氢氧化铵、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聚氧乙烯醚组成，寿命长。ZL2012800148351 涉

及一种形成微细图案时不发生倒塌的显影液以及该显影液图案制作方法，该显影

液由醋酸丁酯和醇类组成。ZL201210461049 .8 涉及一种负性光刻胶显影液及其

应用，该显影液适合于 TFT-LCD 行业中彩膜负性光刻胶的显影。

ZL2011102438981 涉及一种光致抗蚀剂显影液及制备方法，该显影液无残渣，泡

沫少。 

也有的显影液是为了获得更宽泛的操作温度范围，如 CN200710180521 .X

开了一种热敏阳图 CTP 版用显影液。该显影液含有：(A)10-40 重量份的二乙醇

胺、三乙胺、三乙醇胺、碱金属的氢氧化物、碱金属硅酸盐、碱金属磷酸盐中的

至少一种碱性化合物。具有容许操作温度范围广、图文部分密度稳定性好、通用

性好、抗疲劳性高等优点。CN200910083949 .1 公开了一种平板显示用显影液，

该显影液具有显影性能好、无残渣、操作温度范围宽、环境污染少等特点。 

很少有文献或者期刊涉及到显影液工艺余度的改进问题。所谓工艺余度就是

指在一个显影工艺处理过程中，生产工艺通过改变不同的温度、显影时间及显影

液浓度等各种工艺条件，显影液仍然能够保持其性能的稳定性。现有技术在对不

同光刻胶进行先后显影处理后，显影液每对一种光刻胶显影处理后，其显影性能

会变得不稳定，显影效果逐渐变差，必须撤换使用后的显影液，更换新的显影液

才能够进行新光刻胶的显影处理，而无法只通过调整曝光量及膜厚来用于多种光

刻胶的处理，此种显影液的工艺余度较差，适应的光刻胶种类有限。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光刻胶显影液，该光刻胶显影液具有优良的工艺余

度，能够仅仅通过调整曝光量及膜厚来用于多种光刻胶的处理，显影时效长、显

影的适用范围宽，并且该显影液在应对不同种光刻胶时，其显影效果良好，显影

效率和显影精度高，显影稳定性好，并且能够缩短起泡时间。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光刻胶显影液，包括水、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和无机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包括蓖麻油聚氧乙烯醚、式 I结构通式所示的

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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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无机碱为 KOH，无机碱的质量为光刻胶显影液总质量的 3-5％，非离

子表面活性剂的质量为光刻胶显影液总质量的 1-10％，余量为水。优选地，，无

机碱的质量为光刻胶显影液总质量的 3 .5-4 .5％，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质量为刻

胶显影液总质量的 6-10％。所述的 n 为小于等于 10 的整数，优选地，n＝1 或 2。 

蓖麻油聚氧乙烯醚、式 I 结构通式所示的化合物之间的重量比为 1-3:5，优选为

3:5。 

本发明的申请人为绵阳艾萨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公开日为 2017 年 3 月 22

日，目前处于实质审查中。 

一种侧蚀小的铜蚀刻液 

本发明涉及半导体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侧蚀小的铜蚀刻液。 

蚀刻就是用化学方法按一定的深度除去不需要的金属。蚀刻技术被广泛用在

装饰、电路板、精密加工和电子零件加工等领域。 

蚀刻开始时，金属板表面被图形所保护，其余金属面均和蚀刻液接触，此时

蚀刻垂直向深度进行。当金属表面被蚀刻到一定深度后，裸露的两侧出现新的金

属面，这时蚀刻液除向垂直方向还向两侧进行蚀刻。随着蚀刻深度的增加，两侧

金属面的蚀刻的面积也在加大。侧蚀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使凸面的图形(泛指阳图)

线条或网点变细变小，凹图的线条或网点变粗变大，使图形变形或尺寸超差，严

重时使产品报废。所以侧蚀是蚀刻中的大敌。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金属铜蚀刻液存在侧蚀较大、形成大量泡沫或稳定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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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的铜蚀刻液来解决以上问题。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上述目的：一种侧蚀小的铜蚀刻液，其配方包

括：1-15wt％过氧化氢，1-25wt％无机酸，1-20wt％有机酸，1-30wt％盐类，0 .5-2wt％

表面活性剂以及余量的去离子水；表面活性剂为聚二甲基硅氧烷、聚乙二醇甲醚、

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聚氧乙烯聚氧丙烯烷基醚、四甲基癸炔二醇中的一种。 

具体的，所述无机酸为盐酸、硝酸、硫酸、磷酸、高氯酸、次氯酸、高锰酸

中的一种。所述有机酸为冰醋酸、甲酸、草酸、柠檬酸、羟基乙酸、丁酸、丙二

酸、戊酸、丙酸、酒石酸中的一种。所述盐类为盐酸盐、硫酸盐或乙酸盐。 

本发明铜蚀刻液蚀刻均匀，降低了侧蚀现象，而且不会形成泡沫，稳定性好。 

本发明的申请人为昆山艾森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公开日为 2017 年 5 月 31

日，目前处于实质审查中。 

【产业观察】 

未来几年中国 AMOLED 产能预测 

日前，台湾市场研究机构 Digitimes Research 出版了一份《2016-2020 中国

AMOLED 面板产能扩张预测》的报告，对中国大陆 AMOLED 行业进行了深度

研究，重点关注制造商的扩张能力，当前市场主要智能手机厂商计划和中国制造

商面临的技术难题。 

 

 报告指出，2017 年显示面板行业最热门的投资之一是 AMOLED 行业，中

国成为产能扩张的零点。7 家中国面板厂不断扩大现有的或建设新的 AMOLED

生产能力，预计总年产能将由 2016 年的 27.2 万平方米增长至 2018 年的 158.4

http://upload.semidata.info/new.eefocus.com/article/image/2017/06/14/5940a663054e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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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以及 2019 年的 446.4 万平方米，2020 年的 786.4 万平方米，2016-2020

年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131.9%。 

2020 年，京东方科技将成为最大的中国 AMOLED 面板商，占据全国年产能

的 35%，天马微电子份额为 17.6%，维信诺将占据 14%。 

不过，中国制造商的急剧增长身后，是韩国同行的穷追不舍。比如，三星显

示（SDC）和 LG 显示（LGD）两者 2016 年的 AMOLED 面板总产能为 494.5 万

平方米，2020 年的总产能将达 1513.0 万平方米，2016-2020 年间复合年均增长率

为 32.3%。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家制造商相对将产能扩张集中于柔性AMOLED面板，

柔性面板比例将由 2016 年的 46.1%增长至 2020 年的 72.6%。中国 AMOLED 面

板商在至少未来 5 年内恐难以获得苹果及其他国际智能手机厂商的订单，因其技

术逊于三星显示，但却很可能被全球市场份额不断上涨的本土智能手机厂商采用。    

中国 AMOLED 制造商在其产品开发中面临两大障碍：提升分辨率和驾驭塑

料基板技术。三星在这两个领域具有显著优势。 

对于这两项关键技术，2017 年和辉光电（上海）预计将达到三星显示 2014

年的水平。Digitimes Research 指出，和辉光电落后三年，而其他中国制造商较

之还要落后 1-2 年。 

蒸发发光材料的成品率是制造 AMOLED 面板的瓶颈，且成品率随着分辨率

增加而降低。在中国制造商中，目前只有和辉光电和信利光电能生产全高清

AMOLED 面板，而昆山维信诺、京东方科技及天马可能要到 2017 年底前和/或

2018 年中。 

此外，三星显示在 2014 年下半年开始采用 PI（聚酰亚胺）材料制造柔性

AMOLED 面板。中国制造商已经公布了此类面板，但要到 2018 年才能开始批量

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