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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候选项目情况公示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候选项目情况公示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候选项目情况公示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候选项目情况公示    

    

2017201720172017 年度国家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正在进行年度国家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正在进行年度国家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正在进行年度国家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正在进行。。。。根据推荐通知要求根据推荐通知要求根据推荐通知要求根据推荐通知要求，，，，现将中国科学现将中国科学现将中国科学现将中国科学

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新安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安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安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安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奥瑞德光电股份奥瑞德光电股份奥瑞德光电股份奥瑞德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和杭州安飞诺有限公司和杭州安飞诺有限公司和杭州安飞诺有限公司和杭州安飞诺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联合申报的联合申报的联合申报的 2017201720172017 年度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年度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年度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年度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技术技术技术技术

发明奖发明奖发明奖发明奖））））候选项目情况公示如下候选项目情况公示如下候选项目情况公示如下候选项目情况公示如下，，，，为期为期为期为期 10101010 天天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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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发明奖推荐书 
(2017 年度) 

一一一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    专业评审组：新材料                      序号：                  编号：  推荐单位(盖章) 或推荐专家 中国科学院 项目 名称 项目名称 电子级二氧化硅纳米新材料及原子级表面抛光应用关键技术 公布名 电子级二氧化硅纳米抛光新材料及工业化应用中的关键技术 主要完成人 宋志棠、刘卫丽、秦飞、左洪波、李宁、孔慧 项目密级 公开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名称 1 其他非金属矿物材料制品制造技 代码 43078 2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技 代码 530621 3 电子专用材料技术 代码 51045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先进制造 所属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新材料 任务来源 国家重大专项、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自治区计划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1、 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纳米磨料产业化研究及其在 IC 抛光液中的应用”2009ZX02030-001 2、 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40-25nm 集成电路用纳米磨料和相变材料抛光液的研究和产业化”2011ZX02704-0012 3、 973（A 类），“半导体相变存储器”，2013CBA01900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型 LED 蓝宝石衬底抛光液设计与其抛光机理研究”，51205387 5、 上海市科技攻关计划，“65 纳米及以下 ULSI 用铜化学机械抛光液研究，08111100300 6、 上海市纳米技术专项，“面向 LED 蓝宝石衬底的抛光液与抛光工艺示范线”，11nm0500300 7、 上海市纳米技术专项，“新型 SiO2 基纳米磨料及其在 IC抛光液上的应用研究”，0952nm00200 8、 上海市基础性研究计划，“纳米抛光液产业化关键技术及其 CMP 工艺研究”05nm0543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676273009-2009zx0203001/01，676273009-2011zx02704002/02 授权发明专利（项） 40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10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3 年 1 月 1 日 完成：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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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推荐单位意见推荐单位意见推荐单位意见推荐单位意见    

（专家推荐不填此栏） 推荐单位 中国科学院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推荐意见：  电子级 SiO2纳米磨料，IC、LED芯片等加工所需的抛光液被国外大公司垄断，严重制约了我国信息与照明领域快速发展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从 2003年开始电子级 SiO2纳米磨料和抛光液的研究。在国家重大专项、国家 973（A 类）等计划支持下，建立了自主的基础研究、工程化与产业化技术平台，发明了 SiO2离子交换与表面改性制备新方法，制备出超高纯度高性价比的电子级二氧化硅磨料，实现国内外销售，解决了我国 IC磨料的有无问题；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二氧化硅磨料，发明了可用于典型硬脆性材料如蓝宝石高效抛光的系列抛光液，在奥瑞德量产先进的加工平台上，开发出速度快、寿命长与成品率高的蓝宝石抛光工艺，制备出高性价比的蓝宝石晶片；发明了柔塑性材料加工所需的新型系列抛光液，在杭州安费诺量产工艺平台上，开发出大面积金属原子级抛光工艺，同时攻克了曲面工件的加工难题，在智能手机、电脑全面推广，进一步研发出了相变存储器所需的相变材料抛光液。组建了上海新安纳电子公司，建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上万吨的超纯 SiO2和抛光液生产线。本项目成果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40项，实用新型专利 10项，获得 2项国家新产品证书，在 92家企业获得大规模应用，成为国内第一家可大规模提供 IC抛光液磨料的单位，并被国际同行认为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离子交换法制备 SiO2纳米材料的单位之一。本项目成果中的蓝宝石抛光液在 LED 行业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50%以上，金属抛光液广泛应用在手机、pad和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加工中，其中占某国际著名品牌电脑加工的 90%上市场份额。本项目取得 4.6 亿以上的直接经济效益，成果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功替代进口，填补了国内空白，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纳米新材料制备水平，对 IC、半导体照明和智能手机等行业起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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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提供的推荐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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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专家推荐意见专家推荐意见专家推荐意见专家推荐意见    

（单位推荐不填此栏） 姓    名  身份证号  院    士  学    部  最 高 奖 □是           □否 年    度  工作单位  职    称  学科专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责任推荐专家 □是           □否 推荐意见：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技术发明奖   等奖。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专家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提供的推荐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已征求被推荐者同意；作为推荐者，本人同意在项目公示时向社会公布；本人承诺根据需要参加答辩，接受评审专家质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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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项目简介项目简介项目简介项目简介    

（限 1200 字） 

本发明属纳米材料技术前沿与应用焦点领域。集成电路、LED芯片、智能手机对

平面加工粗糙度需控制在1-3埃，电子级SiO2磨料和抛光液是实现其原子级平面加工

的关键材料，生产用的化学机械纳米加工工艺是应用推广的关键，且其重要性越来

越大，核心技术和制备工艺被国外大公司垄断，制约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在国

家重大专项、973等项目支持下，本发明研发出了国内急需的电子级SiO2磨料、蓝宝

石、金属抛光液，攻克了硬脆性材料与柔塑性材料的批量加工工艺，在国内外实现

大批量抛光液销售与抛光工艺推广，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 

国内外抛光用3万吨/年以上的高纯、均匀、大粒径、可靠SiO2纳米材料制造技术，

以及各种高效、原子级表面质量抛光技术掌握在日本、美国公司手上，也是本发明

的切入点。面临的技术挑战为：电子级SiO2所需的超纯离子交换技术、均匀成核生长

技术；蓝宝石抛光液所需的SiO2定量复配技术、强烈水化反应技术；金属用抛光液所

需的均匀表面氧化技术、多相均衡抛光技术。在掌握高纯、大粒径、粒径大小均匀

可控的纳米SiO2磨料制备技术基础上，通过不同粒径定量复配、SiO2表面改性、优选

出与被抛物质作用显著表达的化学添加剂，在抛光生产线上使机械、化学协同作用，

获得高纯、高效和原子级表面质量的系列抛光液与抛光工艺、大批量生产出硬脆性

（蓝宝石衬底等）与柔塑性（智能手机盖板等）原子级表面质量产品，是本发明总

体研究思路。 

发明点1：高纯离子交换、均匀生长、万吨生产的SiO2新方法。通过控制水玻璃

中的阴离子浓度，并使金属元素充分溶解，高效离子交换，使SiO2磨料中的Na、K含

量小于3ppm，Al、Fe含量小于5ppm，在纯度上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具有明显优势；

发明了5-30nm均匀成核生长的新方法，并可避免二次成核优化出一步合成60-150nm

大粒径SiO2生产工艺；对其表面改性获得在pH2-11稳定的系列胶体SiO2；解决了大直

径离子交换流体分布均匀、精准监测树脂交换失效点等生产问题，开发了节酸、节

水，高效、稳定的硅酸生产工艺；完成了从0.5吨到10吨的生长系统放大，并发明了

可动态高温超滤装置，使大粒径硅溶胶生长效率提高5倍；掌握pH值、浓度、加热温

度、滴加速率及搅拌速率等生产关键参数，并可在线自动调控，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建成了具有自主的万吨级超纯SiO2生产线。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粒径均匀性与国外

领先供应商相当，在Na、K、Al、Fe、Ni、Ti等金属纯度方面提高1个数量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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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国内外大批量供应，成为我国唯一的集成电路抛光液磨料供应商，解决了国

内“有无”的问题。 

发明点2：蓝宝石高效加工及原子级表面质量的系列抛光液。蓝宝石硬度高，化

学活性低，在原子级表面质量下提高抛光效率是其广泛应用的关键。采用自主的SiO2
磨料，通过定量优化粒径级配比使其与纳米结构抛光垫有绝佳镶嵌，可产生多层面

的流体特能，增强了机械研磨效果，极大地提高抛光速率；通过精确控制表面羟基

等基团的化学特性，促进蓝宝石和SiO2磨料间水化反应；机械化学强力协同，使蓝宝

石有原子级、低缺陷表面质量、抛光速率高达5-6微米/小时，抛光效率国际领先，

迅速占领了国内LED衬底70%以上市场，销售量世界领先，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实现由技术主导到市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 

发明点3：智能手机壳体加工高表面质量的系列抛光液。金属抛光的难点是材质

多、组分多、结构复杂，尤其各组元腐蚀电位不同和杂质缺陷易导致橘皮、麻点、

腐蚀坑与条纹等多种表面质量问题。采用自主的SiO2纳米磨料，针对不同组分与结构

的铝合金和不锈钢表面，设计和选用组分不同的对Al、Fe等元素有显著表达的螯合

剂、可在金属表面形成氧化层的抑制剂、可吸附在金属表面的聚丙烯酸类表面活性

剂，可有效控制化学反应和增强机械性能，提高了抛光速率，减少了划伤、橘皮等

微缺陷产生。 针对新型手机的弧形、曲面机壳等特殊需求，开发的磁力抛光液，技

术国际领先、率先销售，铝合金抛光液与国外进口产品性能相当，大规模应用在苹

果手机工厂、占富士康80%市场，现不锈钢与磁力抛光液是苹果手机主要供应商。 

申请中国发明专利60项和美国发明专利3项，已获授权发明专利35项、实用新型

1项。共发表论文63篇，共被引用次数791次，其中他引735次。上述发明的3个系列

产品形成3项企业标准，电子级SiO2胶体、手机用金属抛光液获2项国家新产品证书。

经专家鉴定和查新，本发明“SiO2胶体材料达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纳米SiO2磨
料及相变材料抛光液的批量生产和产业化”，“本发明的蓝宝石抛光液和金属抛光

液具有新颖性”。 

电子级SiO2纳米磨料是国内唯一的IC抛光液磨料供应商，客户如中芯国际、日本

Fuso Chemical、安集微电子等，Fuso的评价是“新安纳是世界最好的SiO2磨料供应

商之一”。开发的系列蓝宝石抛光液60家客户包括奥瑞德、晶安等十家上市企业，

在晶安全面替代国外产品理由是速度快、成品率高、成本低；水晶光电评价是速度

国际领先；总之销售量国际领先。金属抛光液成功应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等金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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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和logo的抛光，用户主要为苹果手机代工厂，每年上千吨的客户就有3家。尤其磁

力抛光液技术国际领先、月销售量达150吨。 

在自主万吨磨料与抛光液制造平台上保证了成果的大规模应用。三年获得了4.6

亿的直接经济效益，在73家客户中仅统计了6家、新增产值就有13.7亿。上述发明是

集成电路、半导体照明、智能手机的必需品与原子级表面加工最大耗材，为提升行

业竞争力、占领国际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进我国纳米新材料研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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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    

1. 1. 1. 1. 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限限限限 5555 页页页页））））    

（（（（一一一一））））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我国是集成电路（IC）、半导体照明（LED）、智能手机全球重要生产基地。

在 IC制造方面，大硅片、芯片的浅沟道隔离、多晶硅栅、钨塞、铜及其阻挡层和互

连介质隔离都需要平坦化。化学机械抛光（CMP）是 IC工业应用唯一的全局平坦化

技术且工艺比重越来越大， 在 IC 工艺中，抛光液作为核心耗材之一，年采购金额

达 20亿美金以上。Cabot、Dow和 Fujimi等少数公司垄断抛光液与磨料市场。在 LED

制造方面，2016 年 LED照明市场规模达到 296亿美金，蓝宝石晶片是 LED 芯片制

造的关键衬底材料，抛光液是蓝宝石加工所需的最大耗材，先前国内市场被日本

Fujimi 和台湾永光垄断。我国作为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世界加工厂，每年

金属抛光液需求有 6000吨，原主要供应商是日本 Fujimi。除了以上所说的电子行业，

化学机械抛光技术还广泛应用于光学元件、微光机电系统等领域的原子级表面加工。 

电子级 SiO2 纳米抛光材料被国外公司垄断的主要原因是 CMP 技术对抛光液和

抛光工艺要求极高。对于集成电路芯片而言，器件密度达到 10
8
—10

9
/mm

2
，在原子

级平整基础上必须杜绝腐蚀、划伤与金属污染，对磨料的硬度、粒径大小和均匀性

和金属含量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对于衬底材料的表面平坦化，挑战最大的是硬

脆性和柔塑性两类材料。硬脆材料硬度大，难以获得高的平坦化效率。柔塑性材料

抛光后的表面缺陷控制是难点。本发明实现了磨料的大粒径、均匀、高纯度及高性

价比的万吨级制备，在先进的量产装备上优化抛光液配方，开发高效率、高成品率、

高循环寿命抛光工艺，实现蓝宝石晶片（典型硬脆材料）、智能手机等（典型柔塑

性材料如铝合金和不锈钢）抛光液与抛光工艺大范围、大批量推广，打破国际垄断，

大幅度替代进口材料，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二二二二））））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主要技术发明 

发明点一发明点一发明点一发明点一：：：：全程全程全程全程定量定量定量定量控制的离子交换制备控制的离子交换制备控制的离子交换制备控制的离子交换制备 SiO2新方法新方法新方法新方法，，，，包括水玻璃与硅酸生产包括水玻璃与硅酸生产包括水玻璃与硅酸生产包括水玻璃与硅酸生产

过程中降低阴离子杂质浓度的纯化法过程中降低阴离子杂质浓度的纯化法过程中降低阴离子杂质浓度的纯化法过程中降低阴离子杂质浓度的纯化法、、、、大粒径大粒径大粒径大粒径 SiO2均匀成核与生长新方法均匀成核与生长新方法均匀成核与生长新方法均匀成核与生长新方法、、、、高稳定高稳定高稳定高稳定

SiO2 表面改性法以及万吨级表面改性法以及万吨级表面改性法以及万吨级表面改性法以及万吨级 SiO2 工业化制造关键技术工业化制造关键技术工业化制造关键技术工业化制造关键技术。。。。（授权发明专利：

ZL200810204996.2、ZL200910054211.2、ZL201310447272.1、ZL201310419636.5、 

ZL20 12105874864） 

用于 CMP 磨料的胶体 SiO2 制备方法有两种，一是有机硅水解法，纯度高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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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突出缺点是成本高，但其制备的超纯 SiO2磨料占 IC抛光液市场的 90%以上。

另一种方法是离子交换法，其优点是成本低，缺点是纯度低，基本不能用做抛光液，

国内采用此法制备 SiO2粒径在 30nm 以内，且均匀性不好。本发明提出一种改进的一种改进的一种改进的一种改进的

离子交换法离子交换法离子交换法离子交换法，，，，获得获得获得获得了了了了纯度高纯度高纯度高纯度高且且且且成本低的胶体成本低的胶体成本低的胶体成本低的胶体 SiO2，主要发明要点如下： 

（1）硅酸纯化方法 

离子交换法中原材料水玻璃经离子交换树脂变成硅酸，硅酸在合成过程中脱水

形成二氧化硅。要获得高纯 SiO2，获得高纯硅酸是关键。 

传统离子交换法在水玻璃中含有大量杂质阴离子，经阳离子树脂交换后仍有大

量离子残留。本发明以石英砂及碱为原料，经高温锻烧生成水玻璃，通过控制原料

中阴离子含量，使 SiO2 与其摩尔数比大于 100，以此方法制备的水玻璃钠、钾等离

子可控制在 3ppm以内。 

同时发现原材料石英砂中 Al、Fe等元素进入水玻璃后并未完成离子化，本发明

将水玻璃经强酸处理，将硅酸的 pH值控制在 1-2，使得 Al、Fe元素充分离子化，再

通过阳离子和阴离子充分交换实现纯化。 

通过上述两个关键技术可以获得高纯胶体 SiO2，满足大部分电子材料和工艺的

抛光需求。纯度对比如表 1。 

表 1 改进离子交换法和常规离子交换法制备 SiO2纯度的对比 

元素 本发明（ppm） 常规离子交换法（ppm） 

Na <2 50-2000 

K 未检出 <1 

Al <5 >200 

Fe <5 >50 

Cu、Ag、Zn 未检出 <1 

（2）大粒径二氧化硅均匀成核与生长过程抑制二次成核的新方法 

CMP 所需的 SiO2粒径通常在 30-150nm，其粒径大小和分布直接影响抛光液的

性能，均匀成核、生长时抑制二次成核是核心技术。离子交换法是硅酸在稳定剂下

形成 4-6nm晶核、加硅酸长大，生长时需要不断分料、加温、多次循环，工艺复杂、

耗时，质量与经济不合算。本发明创新点为：发现了晶核大小与硅酸浓度、pH值的

内在关系，精确控制硅酸加入碱溶液速率，可避免二次成核，快速生长成 20-3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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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晶核。精确控制硅酸 pH、粘度、浓度、加入速度、温度等关键参数，可一步生

长出均匀的 30-140nm SiO2。特点是制备简单、生产周期和工艺流程短、人为因素少、

降低生产能耗和成本。图 1是不同粒径二氧化硅纳米材料的制备结果。 

 

 

 

图 1 采用改进离子交换法制备的不同粒径的胶体 SiO2 

（3）高浓度、高稳定二氧化硅表面改性法 

一般的胶体二氧化硅在 pH 9-12很稳定性，在 pH 2-4为亚稳态，在 PH4-8不稳

定、易凝胶。本发明通过在胶体中引入三价金属离子，其吸附在胶粒表面替换部分

Si 原子形成 Si-O-M 结构，降低了与水分子形成氢键的硅醇基量，提高了 SiO2双电

层中的负电荷数目，降低 SiO2聚合几率，通过精确控制加入盐比例、pH值、加热温

度、滴加速率及搅拌速率，制备出 pH2-11范围内高稳定的胶体 SiO2。通过上述发明

同时可以进一步提高胶体 SiO2固体含量至 50%，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抛光液产品的稀

释比，另一方面可降低运输成本。 

（4）万吨级超纯 SiO2工业化制备关键工艺和装备 

国外大公司对胶体SiO2生产线、工艺流程、质量控制技术严密封锁，量产技术从

不在专利上体现，本发明解决了大直径离子交换流体分布均匀性的问题，自动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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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树脂交换失效点，实现节酸、节水，高效、稳定的硅酸生产。完成了从0.5吨到

10吨的生长系统放大，发明了高温超滤装置，实现动态高温超滤工艺，使大粒径硅

溶胶生长效率提高5倍。优化了工艺流程，对关键生产工艺实现在线监控与自动调控，

打破国外严密技术封锁，建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吨级超纯SiO2工业化生产线。

实现了系统创新与满足市场需求的大批量供给。 

发明点二发明点二发明点二发明点二：：：：通过调控通过调控通过调控通过调控 SiO2纳米磨料的粒径与比例纳米磨料的粒径与比例纳米磨料的粒径与比例纳米磨料的粒径与比例，，，，精确控制精确控制精确控制精确控制磨料磨料磨料磨料表面羟基数量表面羟基数量表面羟基数量表面羟基数量，，，，

同时提高同时提高同时提高同时提高抛光液的机械和化学作用抛光液的机械和化学作用抛光液的机械和化学作用抛光液的机械和化学作用，，，，开发出小余量高去除速率工艺开发出小余量高去除速率工艺开发出小余量高去除速率工艺开发出小余量高去除速率工艺，，，，从而获得具有从而获得具有从而获得具有从而获得具有

高表面质量低成本的蓝宝石晶片高表面质量低成本的蓝宝石晶片高表面质量低成本的蓝宝石晶片高表面质量低成本的蓝宝石晶片。。。。（授权发明专利 ZL2011104336963、

ZL200710037163.7、ZL200910053513.8） 

蓝宝石晶体莫氏硬度为 9，化学活性低，是典型的硬脆材料。提高蓝宝石晶片加

工效率对于降低蓝宝石晶片成本，促进其更大规模的应用至关重要。本发明在不影

响蓝宝石表面加工质量的基础上，可大大提高蓝宝石抛光效率，主要发明要点如下： 

1、 调控 SiO2纳米磨料的粒径与比例，有效提高抛光液的机械作用 

 

 

 

 

 

  

 

本发明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级 SiO2纳米材料作为磨料，发现其不同粒

径定量配比一方面可提高磨料与被抛物质之间的摩擦力，从而提高磨料的机械剪切

力（见图 2），另一方面这种粒径级配磨料可与抛光垫纳米结构有更好匹配，形成多

层面的流体力学特性，可实现最佳的研磨效果（见图 3）。 

2、提高磨料与蓝宝石之间的固相反应，有效提高抛光液的化学作用 

蓝宝石晶体莫氏硬度为 9，而 SiO2莫氏硬度为 7，本发明发现 SiO2与 Al2O3能

发生固相化学反应，反应式如下： 

Al2O3 + 2SiO2 + 2H2O ＝ Al2O3·2SiO2·2H2O 

 

图 2 磨料粒径级配对蓝宝石摩擦系统的影响 图3粒径级配磨料与抛光垫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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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铝酸盐莫氏硬度小于 4，软化物被 SiO2 磨料带走，典型的以柔克刚。在反复

抛光后的抛光液上清液中并未发现蓝宝石的抛光产物，抛光液和蓝宝石之间的化学

反应主要发生在二氧化硅磨料和蓝宝石之间，其作用机理见图 4。本发明的核心点就

是增强二氧化硅和氧化铝之间的固相反应。在抛光液中加入多羟基基团的螯合剂，

如 HEDTA 作为抛光促进剂，这种抛光促进剂能有效吸附在二氧化硅表面，通过增

加有效羟基数增强脱水反应，使得二氧化硅磨料能够带走更多的氧化铝，从而提高

抛光速率。 

通过磨料粒径级配技术和增强固相反应的方法，配制出的蓝宝石抛光液与常规

抛光液相比效率提升了 40%以上。 

 

 

 

 

 

 

图 4 蓝宝石 CMP作用机制 

本发明通过上述优化大幅度提高抛光液的机械和化学作用，获得的蓝宝石抛光

液其抛光效率最高为 12微米/小时，并与上市公司的高温、低温工艺无缝对接，开发

了系列产品，大规模应用的抛光速率达 5-6微米/小时，大于常规抛光液 3-4微米/小

时的效率。由于该蓝宝石抛光液具有高效率、高抛光后表面质量、性能稳定等特点，

推出后获得很好的市场响应，2年时间内该产品在 LED市场上占有率达 70%以上。 

3、发明了小余量高去除效率的双面抛光工艺。（奥瑞德提供） 

 

 

 

 

 

 

 

 

发明点三发明点三发明点三发明点三，，，，发明了系列抛光液用于发明了系列抛光液用于发明了系列抛光液用于发明了系列抛光液用于多组分软塑性材多组分软塑性材多组分软塑性材多组分软塑性材料料料料（（（（包括铝合金包括铝合金包括铝合金包括铝合金、、、、不锈钢和不锈钢和不锈钢和不锈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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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相变材料新型相变材料新型相变材料新型相变材料等等等等））））的化学机械抛光液的化学机械抛光液的化学机械抛光液的化学机械抛光液，，，，与新型不锈钢抛光工艺相结合与新型不锈钢抛光工艺相结合与新型不锈钢抛光工艺相结合与新型不锈钢抛光工艺相结合，，，，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 A客客客客

户户户户金属抛光金属抛光金属抛光金属抛光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授权发明专利 ZL200910194558.7、ZL201210219203.0）  

多组分软塑性材料具有组分多、材料在抛光过程中容易产生塑性。当材料组分

多时，各组分在抛光液中腐蚀电位不同，容易产生电化学反应，从而出现腐蚀坑点。

材料在抛光过程中产生塑性变形会影响抛光平坦度，形成大量暗纹，无法形成镜面。

另外，传统的平面抛光方法虽可达到原子级的粗糙度，但无法处理复杂形状；而磁

力抛光虽可处理复杂形状，但是达不到镜面的粗糙度。本发明要点如下： 

1、针对铝合金，本发明通过调节 pH 值，根据相图在该区域铝合金表面会形成相对

致密的氧化层，防止抛光过程中的塑性变形产生，形成光洁的镜面，另外通过加入

抛光液分散剂，阻止抛光过程中纳米磨料的微团聚产生微划伤。 

2、不锈钢中各金属元素具有不同的腐蚀电位，不锈钢型号不同，元素种类和含量不

同，本发明通过添加化学试剂减小不同金属元素的腐蚀电位差（见图 5），从而减小

点蚀的发生。另外，我们的研究发现不锈钢中含有大量的硬质杂质，在抛光过程中，

这些硬质杂质容易被拔出或残留在基体中（见图 6），本发明通过添加能与不锈钢基

质有效表达的化学添加剂，有效保护软性的不锈钢基材，减小软性材料和硬质材料

的抛光速率区别，从而大大减小抛光缺陷。 

 

 

 

 

 

 

 

图 5 不同添加剂下各元素的腐蚀电位            图 6 不锈钢表面杂质缺陷 

 

3、本发明将磁力抛光与纳米抛光液相结合，解决了抛光液与磁粉的兼容性问题，包

括磁粉的有效保护和磁粉板结问题，研发出高循环寿命（大于 40次）的胶体二氧化

硅基磁力抛光液，在国际上首次大规模应用于曲面手机的加工，加工出的表面无划

伤、橘皮、麻点和异色等缺陷，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应。 

4、发明了新型不锈钢加工工艺，解决了电脑 logo加工难题（安费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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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变材料是新型相变存储器最关键的功能材料，其组分为 GeSbTe、TiSbTe 等，

硬度约为，也是典型的软塑性材料。本发明通过检测发现氧化剂 H2O2可使 GeSbTe

中各组分完全氧化，但 TiSbTe 中 Te 不能完全氧化，KMnO4 可使 TiSbTe 中各组分

完全氧化。GeSbTe、TiSbTe等相变材料表面带负电，为了提高相变材料和绝缘材料

氧化硅的抛光选择比，提高相变材料的抛光速率，减小氧化硅的损失，本发明通过

二氧化硅表面铝改性技术将原本带负电的二氧化硅磨料转成正电，该发明大大提高

了抛光选择比，减小氧化硅绝缘层的损失，研发的新型相变抛光液成功应用于中芯

国际。 

 

2. 2. 2. 2. 技术技术技术技术局限性局限性局限性局限性（（（（限限限限 1111 页页页页））））    

 

本发明虽然解决了胶体二氧化硅的粒径大小和均匀性、纯度、稳定性问题，大大

提高了蓝宝石抛光液抛光效率，解决了金属抛光表面质量问题，以及大规模量产的

质量一致性的问题，但仍有大量的改进工作需要做： 

1、大规模量产的全自动化。国际上领先的同行其生产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上

万吨的生产规模只需要 6-7 个工作人员在中控室进行操作。要实现如此高程度的自

动化，资金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对工艺窗口的准确把握以及关键参数的准确测量

和操作，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技术积累。 

2、还可进一步降低胶体二氧化硅制备的蒸汽能耗。通过本发明提供的大粒径晶

核、一步生长工艺以及高温超滤工艺已将蒸汽成本降低 20%以上。通过进一步增加高

温超滤的设备能力，研究蒸汽循环使用有望进一步降低能耗。 

3、蓝宝石抛光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通过本发明对抛光效率已经有大幅度提高，

但是一片 4英寸的蓝宝石抛光总体时间还至少需要 1.5-2 小时。LED行业的扩展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成本的降低，让千家万户真正用到物美价廉的东西。蓝宝石窗口材料

相对 LED 衬底材料更难加工，效率仅为 LED 衬底的 50%甚至 1/3。二氧化硅基的抛光

液在实验室可到 10 微米/小时以上的去除速率，但是表面和面型还不能满足要求，

因此二氧化硅基抛光液在效率依然还有空间，但是需要解决效率、面型和表面之间

的关系，可通过抛光液、抛光工艺和抛光机台协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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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技术发明技术发明技术发明技术发明（（（（保密要点保密要点保密要点保密要点））））    

（仅限涉密项目填写，限 1页） 

1．保密要点 

2．相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部门（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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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客观评价客观评价客观评价客观评价    （限 2页。围绕技术发明点的创造性、先进性、应用效果做出客观、真实、准确评价。填写的评价意见要有客观依据，主要包括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国家相关部门正式作出的技术检测报告、验收意见、鉴定结论，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术刊物、学术专著和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评价意见等，可在附件中提供证明材料。非公开资料（如私人信函等）不能作为评价依据。） 
（（（（一一一一））））用户评价用户评价用户评价用户评价（（（（详见附件详见附件详见附件详见附件））））    

    本发明开发的系列电子级胶体SiO2纳米磨料，已成功地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LED

芯片和其它电子材料的抛光，受到国内外用户的高度评价。安集微电子公司采用我

们胶体SiO2磨料作铜阻挡层、和TSV抛光液，认为新安纳的SiO2粒径控制好、纯度高、

性能稳定，总体指标达到同类进口水平。Fuso是国际上知名的超高纯硅溶胶生产商，

严格考证我们产品并定期采购、销售，高度认可产品的纯度、粒径均匀、质量稳定，

满足半导体抛光的需求，并且认为我们是国际是最好的离子交换法制备胶体SiO2材料

的供应商。采用自主SiO2磨料配制GST抛光液，得到中芯国际认证、批量使用后认为

该抛光液满足12英寸40纳米相变存储器GST抛光需求。 

本发明开发的蓝宝石抛光液广泛应用于LED、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等行业。在LED

行业，国内绝大部分大型蓝宝石加工企业，包括国际上最大的蓝宝石晶体制造商奥

瑞德、国内最大的蓝宝石晶片加工厂及多家上市公司，采用新安纳的蓝宝石抛光液

代替原来的进口产品，认为新安纳的蓝宝石抛光液具有抛光效率高、性价比高、良

品率高等特点，尤其抛光速率超越了国际水平。晶安光电原来使用台湾永光和日本

Fujimi抛光液，使用了我们的高效率蓝宝石抛光液后，制程总时间缩短了28%，大大

提高了加工效率，蓝宝石单片成本大幅度降低。 

    本发明开发的金属抛光液成功应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金属外壳和logo的抛

光，最具代表性用户为富士康，用户认为新安纳金属抛光液具有抛光表面质量好、

产品质量稳定等特点，成功地替代了日本进口产品，并达到80%的占有率。 

（（（（二二二二））））项目验收意见项目验收意见项目验收意见项目验收意见（（（（详见附件详见附件详见附件详见附件））））    

本项目中电子级SiO2磨料的研制得到了 “电子级纳米磨料产业化研究及其在IC

抛光液中的应用”和“45-28nm集成电路用纳米磨料和相变材料抛光液的研究与产

业化” 两个国家重大专项课题的资助，专家组对本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验收结

论是：“课题承担单位完成了任务合同书规定的研发内容……研发了满足45-28nm节

点技术抛光液需求的纳米磨料，完成了45nm相变材料抛光液和抛光工艺的研发……

实现了SiO2及相变存储器GST抛光液批量生产和产业化销售，销售额4008.76万元……

完善和扩大了超高纯纳米磨料的规模化生产线，产能力达6300吨”。 

本项目中的蓝宝石抛光液的研制得到了上海市纳米专项“面向LED蓝宝石衬底

的抛光液与抛光工艺示范线”的资助，验收结论是：“项目全面完成，掌握LED用蓝

宝石衬底氧化硅抛光液的制备技术，最高抛光速率达到5-6μm/h，表面粗糙度小于

0.2 nm；完成了蓝宝石抛光液的生产线改建，蓝宝石抛光液的生产能力为1000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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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LED用蓝宝石表面加工示范线的建设，主要工艺包括单面精磨、单面粗抛、单面

精抛和清洗等，表面加工能力为2000片/年。” 

（（（（三三三三））））本项目研制材料水平和国内外同行比较本项目研制材料水平和国内外同行比较本项目研制材料水平和国内外同行比较本项目研制材料水平和国内外同行比较    

    1111、、、、电子级二氧化硅纳米磨料电子级二氧化硅纳米磨料电子级二氧化硅纳米磨料电子级二氧化硅纳米磨料    

    表2是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所提供的本项目成果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比较，对于

本研究成果中的大粒径硅溶胶的评价如下：“在所检的国内外文献中，未见有与该

项目采用边加料边超滤的方式，以及在原材料水玻璃中直接加入硫酸盐，经一次离

子交换法树脂处理获得超高纯的硅酸，由硅酸制得大粒径硅溶胶生产工艺的完全相

同研究报告。因而，该项目具有一定创新性。”“经文献分析对比，该成果产品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本项目硅溶胶成果中钠离子含量远远低于国内

外同类产品。表3 中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的第三方测试结果同样表明本项目

成果确实具有较高的纯度。 

表2国内外离子交换法制备二氧化硅胶体的性能对比（详见附件） 

 

 

 

 

 

 

 

 

 

   表3 上海市计量测试研究院对于本项目二氧化硅胶体痕量金属元素检测结果（详

见附件） 

检测项目 Na K Al Fe Cu Ni Ti 

检测结果

（ppm） 

0.39 0.27 1.6 0.16 <0.01 <0.05 0.048 

    

2222、、、、蓝宝石抛光液蓝宝石抛光液蓝宝石抛光液蓝宝石抛光液    

表3 国内外主要蓝宝石抛光液性能对比 

抛光液型号 去除率μm/h Ra TTV 

本发明 5-6 <0.3nm <3µm 

Compol80 (日

本) 

3-4 <0.3nm 

<3µm 

505（日本） 4-5 <0.3nm <3µm 

SR330 (台湾) 4-5 <0.3nm <3µm 

从表中可看出，本发明材料性能居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抛光效率方面处于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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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金属抛光液金属抛光液金属抛光液金属抛光液    

    表4 国内外主要金属抛光液性能对比 

抛光液型

号 

去除率μm/h 表面缺陷 

产品一致性 

本发明 5-6 Ok 稳定 

S10 (日本) 5-6 Ok 稳定 

国内其它 5-6 Ok 不稳定 

    从表中可看出，本发明与国外产品性能相当，与国内其它产品在产品稳定性上

有明显的优势，本发明的产品在富士康加工厂内成功地替代了日本产品，达80%国产

化供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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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请依据客观数据和情况准确填写，不做评价性描述。）    

（（（（三三三三））））实施效果实施效果实施效果实施效果 

本项目发明的 IC磨料及工业化制备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与国内外同类技术

相比具有明显的纯度和成本优势，在中芯国际、Fuso chemical 与安集微电子公司应

用推广，为我国集成电路芯片产业所需抛光液并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明的用于 LED芯片制造的蓝宝石抛光液抛光效率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在奥瑞德、

晶安、蓝晶等上市公司应用推广，占据国内７０％以上的市场，实现了技术与市场

的赶超；发明的金属抛光液在富士康大批量推广，占 iphone5 金属外壳抛光液 80%

以上的市场；上述三个方面取得 1亿直接经济效益和 13.7亿间接经济效益，彻底改

变了我国 SiO2生产厂家只提供小粒径、低纯度和用于低端市场的现状，实现磨料和

抛光液一体化发展；在平台、工艺、大批量生产、质量控制等申请 60项国家发明专

利，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为上述领域产品升级换代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增

强了在国际上竞争力。 

 

 

1111．．．．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    

本发明开发的系列电子级胶体 SiO2 纳米磨料一方面用于自主开发抛光液，另一

方面作为磨料供应给下游用户，如安集微电子公司用本发明的电子级胶体 SiO2纳米

磨料配制 IC 抛光液，用于中芯国际等芯片厂的 CMP 工艺；日本的 Fuso Chemical

公司采购本发明的电子级胶体 SiO2纳米磨料用于其 IC抛光液客户；中芯国际使用本

发明的磨料配制的 GST抛光液用于其相变存储器的加工。 

本发明开发的系列蓝宝石抛光液广泛应用于 LED、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等行业。

福建晶安光电、云南蓝晶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南京京晶光电、天通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水晶光电、重庆四联光电、浙江东晶光电、青岛嘉星光电、元

亮科技等 LED 行业的领头羊和中坚力量都在使用本发明开发的高效率蓝宝石抛光

液，整体市场占有率大约为 70-80%。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的应用我们主要提供给苹

果指定供应商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常州好利莱，当然前面所述的部分 LED企

业也会加工智能手机面板和智能手表面板。 

本发明开发的金属抛光液成功应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金属外壳和 logo的抛光，

主要的用户为苹果手机的代工厂，包括富士康、绿点集团等。 

    本发明开发的产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LED、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等多个行

业。应用单位应用本项目成果都大大降低了其成本，提高了应用单位在行业中的竞

争力，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这些行业的整体发展。下表是部分应用单位应用本项目成

果新增产值情况。事实上，我们的应用单位有数十家，很多用户是上市公司或上市

公司子公司，不愿意披露其用本项目成果获得的新增产值。 

 

部分应用单位应用本项目成果情况及新增产值（单位：万元）（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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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单位 应用技术（发明点） 近三年新增产值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 高效率蓝宝石抛光液 35000 

南京京晶光电 高效率蓝宝石抛光液 15000 

云南蓝晶股份 高效率蓝宝石抛光液 20000 

福建晶安光电 高效率蓝宝石抛光液 15000 

青岛嘉星光电 高效率蓝宝石抛光液 20000 

深圳宇泰龙（富士康代理） 高表面质量金属抛光液 30000 

无锡福吉电子（绿点代理） 高表面质量金属抛光液 2000 

合计 1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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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近三年近三年近三年近三年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经济效益                                                                                                                                                                                                单位：万元人民币 自 然 年 完成单位 其他应用单位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2014 年 4687.3078 806.62   2015 年 15092.8088 2451.37   2016 年 26705.3414 3801.41   累    计 46485.458 7059.4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上海新安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增 15934.4577万销售额和 3306.4万新增利润。 奥瑞德公司新增 12551万销售额和 723万新增利润 杭州安费诺 2015 和 2016 年新增 18000万销售额和 3030万新增利润。 

其他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由于大部分应用单位为上市公司，不方面提供利润方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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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社会效益    

    

 限 600 字，并且不超过 1 页，应说明本项目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提高国防能力、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升

健康水平、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培养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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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证明证明证明证明目录目录目录目录（（（（不超过不超过不超过不超过 10101010 件件件件））））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有效状态 
         

         

         

         

         

         

         

         

         

         

    

承诺承诺承诺承诺：：：：上述知识产权用于推荐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

完成人的权利人（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签名签名签名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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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人情况表情况表情况表情况表    姓    名  性别  排    名  国    籍  出生年月  出 生 地  民    族  身份证号  归国人员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党    派  完成单位  所 在 地  单位性质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至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声明声明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完成单位声明完成单位声明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工作单位声明工作单位声明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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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核心知识产权证明 

2．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 

3．应用证明（模板见附表 1） 

4.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及情况汇总表（模板见附表 2） 

5．其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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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应用证明应用证明应用证明应用证明 

项目名称  

应用单位  

单位注册地址  

应用起止时间  

经济效益（万元） 

自 然 年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累    计   

所列经济效益的有关说明及计算依据： 

 

 

具体应用情况： 

应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应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专用项目如无经济效益，可不填经济效益相关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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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签名签名签名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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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承诺承诺承诺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

性负责，特此声明。 

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人签名签名签名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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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上述内容有异议，或有文字错漏需要更正

的，请实名向科研管理部门提出，匿名不予受理。 

联系人：唐晓 

电  话：021-62511070-5080 

邮  箱：tangxiao@mail.sim.ac.cn 

特此公告。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2017 年 1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