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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级氢氟酸是一种无机酸，通常情况呈无色且透明液体，

易挥发，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氢氟酸的腐蚀性很强，大多数

金属均会与其发生反应，并会对于金属造成腐蚀。高纯度的氢

氟酸主要在电路中有广泛的应用，故成了集成电路板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同时 LED中也需要大量高纯度氢氟酸作为面板的
制造原料。高纯度的氢氟酸对于集成电路的安全性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纯度越高，集成电路的安全性越好。与此同时氢氟

酸的纯度与集成电路板的传导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故高纯氢氟

酸的提取技术与工艺对于集成电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

高纯度氢氟酸对于其他化学产品也有着重要意义。

1 电子级氢氟酸的纯化技术的现状
当前，对于高纯度的氢氟酸制造与提取主要依赖一些蒸

馏提取的方式，蒸馏提纯又在工艺上有所差别。故分为精馏、

蒸馏、亚沸蒸馏、减压蒸馏、气体吸收等。以上提纯工艺主

要是提取过程中运用温度等条件的把控，将杂质一步步分离，

得到纯度相当的氢氟酸。电子级的氢氟酸本身要求很高水准

的提纯工艺，属于精细化学应用领域。根据用途的不同，电

子级氢氟酸被分为 EL、UP、UPS、UPSS。我国开始氢氟酸
的无水试验到应用成功后，对本土氢氟酸产业化产生了积极

作用，正式开启了本土高纯氢氟酸制作工业化时代。

现今对于高纯度氢氟酸的制造主要包括三大步骤，第一

项是对原始材料进行初步处理，分为物理处理和化学处理，

进行完初步处理之后进入第二项开始对纯度不太高的酸进行

蒸馏提纯。通过膜的物理过滤原理去掉分子结构较小的杂质。

操作中相应设备的运行和操作需要紧密结合才能减少由于操

作失误或者不够精确对于氢氟酸的提取产生影响。通常采取

直线式的设置方式，以垂直流向为主。无水氟化氢或氢氟酸

在上层，氢氟酸提纯在中层，过滤、包装及贮存在底层。通

过这样的提纯方式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提高纯度。

2 电子级氢氟酸纯化产品及其发展
2.1 产品用途
氢氟酸虽有很强的应用性，但是在集成电路中其纯度不

高依然不能作为原料采用，这就对氢氟酸的纯化产生了一定

的要求。当前电子级氢氟酸就是高纯度的纯化产物，可以直

接应用于普通集成电路和大型集成电路的生产中，可以通过

其与金属的反应和腐蚀作用清洗芯片。光伏产业中，高纯度

的氢氟酸同样可以对光伏电器元件产生良好的清洗效果。电

池、液晶电视、LED等都需要高纯度氢氟酸的纯化产品对其
进行工艺优化。但是，电子级氢氟酸产品主要集中在清洗这

一块的发展，其他功能有待开发。
2.2 电子级纯化氢氟酸技术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建议
光伏行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于高纯度氢氟

酸的产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内在电子级氢氟酸的纯

化技术上还有所不足，大部分属于低端的产物，无法达到市

场需求，也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氟化工本身含有较高的技术水准，其产生的附加值和工

业应用性也是极高的，一直享有很高的关注度。国内对于氟

化工产品的研究却并不乐观，技术没得到及时更新和创造，

很多时候只是实现了基本的量化，而无法生产具有实际竞争

水准的新产品，多数雷同。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今天氢氟酸

产品低端，困难重重，跨不过技术瓶颈。大多数高纯度氢氟

酸依靠进口会使得整个氢氟酸产业有所滞待。

创新是突破困难，挑战自我的利剑，更是解决电子级氢

氟酸发展瓶颈的有力武器。高密度及高精度的产学研结合是

更新化工产品的有利方式。了解市场结构和供需关系，调整

产线结构，做到真正的为市场服务，为研究服务，提高企业

加工有效性和实效性。同时行业协会需要发挥自身的调节和

管理作用，将科研机构与企业竞争进行有效平衡，保证电子

级氢氟酸纯化技术得到真正研发，保证研发产品真正帮助产

品改良。在相互联合基础上，通过合作达到共赢，通过应用

达到突破，构建绿色循环经济发展体系。

拥有高效的产能是我国的优势，产能过剩是劣势，用优

势引导劣势，将产品纯度提高，同时拓展产品功能，扩展其

优势特性应用。做到配方研究、加工设备和加工方法研究以

及技术服务等统筹发展。

3 结束语
随着我国芯片行业的快速发展，对于高纯度氢氟酸的需

求越来越多，对于电子级高端氢氟酸产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虽然目前我国已有一部分企业可以研发、生产、制造高端电

子级氢氟酸产品，但是和国际水平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为了

尽快缩短与国际电子级氢氟酸纯化技术的差距，可以选择性

引进先进技术对生产线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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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磷矿石作为氟生产的主要原料，受到国家限制后，对于氟产品有了一定的影响。随着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半导
体产业也迅速发展。电子级氢氟酸是半单体的主要化学原料。从电子级氢氟酸纯化技术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两个方面展开了研究，
意在探索纯化技术的发展，以及对于萤石产生战略性保护，为经济和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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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印染印花，即通过粘合剂的应用将涂料颗粒粘合在纺

织物的表面，就目前来说，我国涂料印染已经逐渐成为了混纺、

棉以及合成纤维的主要印花方式，在全球印花市场中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而在人们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印染技术也

在不断的得到研究与应用，需要能够做好相关技术的掌握。

1 纺织品涂料印染技术进展
1.1 精细加工
在实际印染工作开展之前，需要对涂料进行一定的处理

如涂料超细化改性、涂料分散以及阳离子化等，以此对染色

牢度以及印染效果等进行增强。在工作开展中，涂料精细加

工对于染色牢度以及上染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想获

得稳定的分散系，则需要应用表面活性剂以及涂料衍生物的

应用，即通过对涂料表面的处理以实现对其稳定性进行提升

的目的。在对涂料进行阳离子改性处理之后，则能够对其静

电斥力进行有效的降低，在使涂料颗粒具有分散特征的同时

使分散体系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同时，涂料粒径的分布以及

大小也将对涂料的着色力产生影响，如果颗粒过大，则会在

对其摩擦牢度进行降低的同时影响其着色力，并对颜色的饱

和度产生影响。由此可以了解涂料超细化技术的重要性。
1.2 涂料染色
对该项工作来说，即将粘合剂以及颜色等材料制成的分

散体系通过轧染以及浸染方式的应用将其粘附在纤维表面，

以此获得均匀的颜色。对于一般染料来说，可以通过其在纤

维材料上的亲和力进行印染，而由于受到颗粒直径方面的影

响，颜料不会直接进入纤维中，且对纤维材料也不具有结合

力。对此，在该项工作当中，则需要对合成树脂乳剂进行应用，

其能够通过良好粘合作用的发挥提升印花产品的耐洗性、手

感以及耐摩擦特征，可以说是对涂料染色效果具有较大影响

的因素。

在染色工作当中，其对染料粘合剂具有着较高的要求，

如需要其具有良好的韧性、弹性以及稳定性，且不会在应用

中轻易泛黄、老化，需要具有无色透明的皮膜、适宜的粘着

力以及较好的化学稳定性等，且对手感以及牢度都具有较高

的要求。就目前来说，聚氨酯类以及聚丙烯酸酯类粘合剂非

常适合应用在涂料染色中，且多数以乳液聚合方式实现工艺

的制备。对于聚丙烯酸类粘合剂来说，其具有皮膜透明度高、

弹性好、手感好、耐磨性强以及价格低的特征，同其相比，

聚氨酯类粘合剂虽然也具有上述优点，在应用时间长了之后

容易泛黄，并因此对其实际应用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3 涂料印花
在该方式中，即通过印花设备的应用将涂料印在目标纺

织物上，以此获得不同类别的花纹图案。其工艺为印花、烘干、

烘焙。在涂料印花剂当中，粘合剂、还原剂、色基以及助剂

是其中的重要类型，其质量以及相互间配合情况将对最终印

花质量产生影响，一般来说，需要保证其制备条件以及用量

能够具有一致的特征。

2 印染技术发展及动向
在现今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各种新工艺以及新材料

不断出现，并因此对印花技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目前，特

种印花可以说是较为流行的新印染方式。该印花方式是在纺

织品上对部分特殊效果进行印制，不仅能够彰显个性、突出

新奇性，且能够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可以说是今后印花技术

发展的趋势。根据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仿真、立体以及隐

影特种印花等。其主要类型有：第一，烂花印花。该方式即

通过不同钢纤维在酸碱抵抗能力方面差异进行利用，即其中

一种钢纤维受到腐蚀影响的情况下而另一种纤维不会受到影

响，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凹凸感且透明效果的印染工艺；第二，

金属箔转移印花。这是一种目前较为流行的方式，通过一定

压力以及温度的应用将金属箔转移到织物之上，经常应用在

女性裙子以及衣服的制作当中，能够获得七彩、镭射以及金

银等多种颜色效果，使织物具有闪亮以及大方的特征；第三，

发泡印花。在该方式中，即通过发泡剂在印花胶浆当中的应

用使胶浆膨胀而形成立体花纹，并以此获得好的立体效果。

在该方式具体应用中，温度是需要严格控制的操作因素，包

括发泡温度以及烘干温度。

3 结束语
在现今我国人民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的情况下，人们对纺

织物也具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上文中，我们对纺织品涂料印

染技术进展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能够密切

联系市场需求，以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一步提升产品效果。

参考文献
[1]  陈荣圻 .树枝状聚合物及其在染、颜料工业中的应用初探 [J].染料
与染色 .2012，（4）：66-67.

[2]  赵锦，陈宏书，胡志毅 .自交联型涂料印花黏合剂的制备与性能研
究 [J].中国胶粘剂 .2012，（4）：155-156.

[3]  关晋平，陈国强，于洋，等 .真丝织物阳离子改性及其涂料浸染工
艺 [J].印染 .2012，（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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