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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湿电子化学品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完成日期：2020 年 12 月）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是微电子、光电子湿法工艺制程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在半导体、

平板显示、太阳能电池等制造中都有广泛应用，具有品种多、用量大、技术要求高、

贮存有效期短和强腐蚀性等特点。产品规格、工艺制成、所属领域不同，对是湿电

子化学品的技术要求不同，材料的技术成熟度存在很大差别。2019 年 6 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发文委托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简称协会）拟制湿电子化学

品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团体标准“关于委托拟制湿电子化学品技术成熟度等

级划分及定义团体标准的函”（工原函【2019】224 号）。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分类总结在半导体、平板显示、太阳能电池等不同应用领域

湿电子化学品的品种、分类、功能及用途以及产品质量技术要求；研究在不同应用

领域湿电子化学品技术成熟度的定义、等级划分和判定规则；编制《湿电子化学品

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团体标准。聚焦 1-2 种大宗重点湿电子化学品，依据

团体标准，开展评价试点；形成等级划分报告，明确试点产品技术成熟度、产业竞

争力状态，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为原材料工业司支持产业发展对策的制定提供参

考。 

1.2  标准编制工作相关方及工作组成员单位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 

承担单位：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称联盟） 

主要起草及参与单位：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北方集成电路技术创新

中心（北京）有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德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信联化工有限公司、安集微电子科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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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股份有限公司、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巨芯

科技有限公司、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简要工作经过 

（1） 2019 年 7 月接到工信部拟制“湿电子化学品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团体标准的工作函后，协会和联盟组织相关人员制定工作方案和团体标

准的编制计划，确定项目负责人和工作职责，初步明确项目的参与单位

和成员。 

（2） 2019 年 9 月协会、联盟秘书长带队，协会有关人员参加对苏州晶瑞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部分湿电子化学品

生产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重点了解了①双氧水（H2O2）、氢氟酸（HF）、

硫酸（H2SO4）、硝酸（HNO3）、氨水（NH3•H2O）等湿电子化学品的研

发历程、成长经历，以及所处不同阶段的特征（起步阶段、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②产品、设备装置特点、关键技术（提纯、检测、包装）；

③产品市场和客户应用，以及产品成长、成熟过程中用户验证的重要性；

④对于危化品的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等。 

（3） 2019 年 10 月对部分微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做了企业基本情况的问卷调

研和团体标准等级定义和等级条件表述建议的征集。回收企业基本情况

调查问卷 8 份，产品涉及 H2O2、HF、H2SO4、HNO3、NH3•H2O 等。回

收团体标准表述建议 6 份，信息汇总见附件 1。 

（4） 在实地调研和等级定义及条件表述征集的基础上，参考已经发布实施《新

材料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GB/T 37264-2018）(简称新材料标准)、

《装备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GJB 7688-2012）（简称国军标）、《科

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GB/T 22900-2009）以及正在编制过程中的

相关标准，于 11 月初形成团体标准工作组内部讨论稿。 

（5） 2019 年 11 月 29 日在亦庄国际会展，世界 IC 大会期间组织部分湿电子化

学品生产企业和用户针对团体标准内部讨论稿进行了研讨。会议纪要见

附件 2。 

（6） 2020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15 日，针对标准讨论稿在进行了定向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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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的单位有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和沧州信联化工有限公司 

累计反馈意见 23 条。其中全部采纳的意见 5 条，并依据意见对标准文本

做出了修定；明确不予采纳的意见 4 条，对于尚存疑的意见有待进一步

沟通确定，祥见《意见汇总处理表》。 

（7） 2020 年 6 月，在拟定的试评价项目--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集成电

路用过氧化氢（H2O2）的生产现场，与生产、质量、技术等相关人员，

就标准中拟定的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应满足的条件和被评价产品应提

供的证据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沟通梳理；在此基础上试点单位形成了自评

价报告和《技术成熟度等级评价对照检查表》。 

（8）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2020 年 10 月草拟了《湿电子化学品技术成熟度评

价实施指南》。 

（9） 2020 年 11 月，组建拟评价项目的专家组。 

（10）2020 年 12 月 23 日，项目组织单位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与专家组全体

成员在项目产品的生产现场，依据标准等级需要满足的条件，逐级进行

了评价。评价结论为：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集成电路用过

氧化氢（H2O2）产品技术成熟度达到产业化阶段的第 9 级。在评价过程

中，专家针对标准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见意见汇总处理表）。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依据 

2.1  标准结构及编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和中电材协的相关规定进行。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在实地调研和表述征集的基础上遵循如下原则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1） 符合湿电子化学品的行业和产品特点，客观反映技术成熟的普遍发

展轨迹； 

（2）具有可操作性； 

（3）与国家标准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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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主要内容 

3.1 等级划分及定义 

湿电子化学品技术应属于有明确使用对象的应用技术开发，从概念的提出

到成为市场化的货架产品，符合大多数技术的成熟过程，即实验室阶段、工程

化阶段和产业化阶段。从研发工作的实际出发，每个阶段都存在着方案设计、

实施、结果验证三个层次。为此参考新材料标准、国军标及《靶材技术成熟度

等级划分及定义》(简称靶材标准，制定中)等标准，同样将湿电子化学品技术成

熟度划分成三个阶段 9 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具体内容界定为： 

 等级 技术成熟度定义 所处阶段 

1 明确了湿电子化学品的化学组分及结构，阐述了制备或提纯的基本原理。 
实验室 

阶段 
2 将基本概念、原理应用于实验室制备或纯化过程中，并初步得到验证。 

3 实验室制备或纯化工艺贯通，获得样品，主要性能通过实验室测试。 

4 工程化工艺流程贯通，获得工程化试制品。 
工程化 

阶段 
5 试制品的全部性能参数通过实验室检测验证。 

6 实现工程化批量生产，产品通过模拟环境或用户的试用评价。 

7 批量生产的产品通过模拟使用环境或用户试用评价。 
产业化 

阶段 
8 产品具备稳定的产业化生产能力，满足质量一致性要求，并实现销售。 

9 产品的生产要素得到优化，具备稳定的市场供应能力。 

3.2 等级条件的设置 

（1）等级条件的设置 

以等级定义为基础，结合湿电子化学品的特点，考虑如下因素：①所涉及

到的关键技术：制备/提纯技术、检测技术、包装技术等关键技术；②硬件设施：

生产设备、检测仪器、包装容器、配套公用设施等；③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安

全、环保要求、职业健康卫生、安全生产许可等；④主要原辅材料；⑤工艺操

作、生产组织与管理文件、人员技能培训等设置了等级条件，并给出了条件类

型，以便于在评价实施过程中证据材料的收集和分类 

（2）等级条件在标准结构中的处理： 

从标准名称所涵盖的范围看：等级条件不属于正文内容，为了便于标准的

贯彻实施可以作为资料性附录给出。国军标、靶材标准均作为资料性附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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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标中，最少等级条件 12 条，最多 51 条，条件涵盖了实际工作内容的诸多

方面。在概述中表述：“根据项目需要，合理使用表 A.1—A.9 所示的等级条件，

特别是制造类、管理类等级条件。表 A.1—A.9 所示的等级条件是按必须全部满

足的原则而设定的。对于具体项目等级判定时的等级条件满足率的问题，由项

目需求确定。” 靶材标准的表述与国军标保持一致，但大大缩减了等级条件的数

量，最少为 3 条，最多为 8 条。 

新材料标准将等级条件纳入标准正文。标准结构如下 

“3  等级划分及要求  

3.1 等级划分 

3.2 等级条件 

4 判定规则 

4.1 按照 3.2.1--3.2.9 给出的技术成熟度等级条件，划分等级，该等级包含

的条件应全部满足。 

4.2 判定结论标示为：xx 阶段 xx 等级。” 

本标准参考新材料标准，将等级条件纳入标准正文。这意味着技术达到某

一等级时，必须满足该等级所设置的全部条件。但在评价实施过程中，应针对

具体项目明确、量化等级条件，便于评价人员核实、确认是否满足某一条件。

鉴于等级条件作为一章在标准正文中所占篇幅较大；为便于标准使用者理解，

对条件的设置需要作简单说明；因此将等级条件作为规范性附录附于标准正文

之后。 

四、标准的宣贯实施 

4.1 标准的适用范围 

技术成熟度的平价是科研项目的重要管理工具，能有效减低技术经费和管

理风险，对相关部门和人员提供政策制定和决策的支撑。本标准的使用对象包

括管理机构（政府）、技术产品的用户、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投资方以及相关的

评价机构和专家。 

4.2 评价目的 

（1）帮助管理机构科学、量化的掌握技术发展现状，合理制定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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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基础原材料国产化进程。 

（2）帮助技术产品的用户了解产品的技术性能，成熟状态，正确选择产品

供应渠道，降低采购风险。 

（3）帮助项目承担单位发现技术成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合理安排

经费，科学规划发展。 

 4.3 标准使用建议 

建议在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湿电子化学品技术成熟度等级评价管理办法”或

评价实施指南。明确： 

评价各方：如评价提出方、被评价方、评价实施方等，以及工作职责；如： 

评价提出方：明确被评价对象、评价的目的意义和要求；选择评价机构等。 

评价机构：  

（1）与评价提出方沟通确定制订评价方案(包括工作目标、工作内容、组织

实施程序、进度安排、专家组组成方案等),通知被评方做好相关工作；  

（2）组织建立专家组，专家组总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 5 人； 

（3）组织实施自评价和现场评价评； 

（4）确定项目的技术成熟度等级并与提出放协调沟通，确认后通知被评方； 

（5）完成技术成熟度评价报告。 

被评方：  

（1）根据评价方下达的任务要求制订工作计划和成立自评价工作组，并上

报评价方； 

（2）完成项目的技术分解和关键技术识别,形成关键技术清单及关键技术信

息表（包括技术名称、目标要求、技术状态、试验内容及环境、验证的载体、

取得的成果及达到的技术指标）；  

（3）依据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及条件制定技术成熟度等级标准编制证据明

细表； 

（4）进行技术成熟度自评价、编写自评价报告。 

专家组： 

（1）审查项目现场、关键技术清单、技术成熟度证据明细表、材料和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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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果；  

（2）评议自评价报告，提出个人意见； 

（3）给出关键技术的技术成熟度。 

评价要求：如被评价项目的技术产品的预期使用目标明确，且具有唯一性； 

评价方法：自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评价程序：如评价前的准备、现场评价、评价后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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