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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章 总则
本手册主要提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关于设备搬入、二次配施工、设备维修保
养等进入洁净室厂商的操作规范和安全防护等有关规定。本手册适用于所有在本中心洁净室内进行的
新建、改扩建、检修、维修、工艺设备搬入、工艺设备二次配等施工作业的全过程，包括但不限于进
行用火作业、进入设备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破土作业、建筑施工、装置维修、设备防腐、
管线保温、场地清理等各种作业。为保障洁净室内用户及厂商人员自身的人身安全，以及洁净室微纳
加工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所有申请进入洁净室的厂商人员（包括厂商管理人员、临时访问人员、检
修人员、各类作业人员等）均有义务仔细阅读、准确理解和遵守本手册的相关规定。

1.1 申请和培训
任何需要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所属洁净室、辅助动力区域检修、搬入、施
工的厂商均需事先完成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流程，中心将根据情况安排厂商人员参加培训，将重点培训
以下（不限于）内容：洁净室基本概况、基本服装要求、行为准则、安全规定和操作流程，以及施工
规范、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罚等。该培训为厂商进入作业的强制性规定之一，即上述人员必须接受培训、
通过考核和签署违规惩罚条款后方可进入相关区域作业。
中心厂务部门负责对所有进入洁净室作业的厂商进行管理，审核施工方案，并对施工现场实施安
全检查和监督管理。

1.2 管理规章制度和处罚
洁净室内任何不遵守标准施工操作流程和安全防护的行为，都可能会给作业人员和洁净室内用户
的人身安全，以及设备的正常运行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造成重大人员安全和事故。禁止任何违反安
全性标准和操作程序的行为，中心将会根据规定和违规惩罚约定对违规厂商和人员予以处罚。进场厂
商须严格按照中心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要求作业，并承担其进场作业员工违规所带来的一
切后果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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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介绍
2.1 概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是一个先进的和开放的微纳米研究技术
支撑平台，用于推动微纳米领域的基础研究及学科间的相互合作，促进研究人员和学
科间的互动与交流的作用。现有的纳米加工和纳米表征洁净室面积超过 1200 平方米，
按照港湾式(Bay/Chase)洁净室布局设计，及实验洁净区和设备维护灰区分开，分别作
为设备的操作和维护区域，使得实验环境更加的简洁。
洁净室千级区的温度波动范围可以维持在+/‐1℃/h，百级区温度可维持在+/‐0.5℃
/h，电子束光刻区域为+/‐0.1℃/h。实验室的微震标准按照美国 NIST‐A 设计，为纳米
级加工和表征提供技术保障。
纳米加工洁净室设备包含光刻、湿法和干法蚀刻、沉积、扩散、表征和其他常见
纳米加工设备。纳米加工洁净室还包含一个用于用户的存储物品的房间。
纳米表征实验室包含先进的表面分析仪器，光学和激光系统,扫描电子显微镜、电
学表征测试仪器等。

2.2 功能区域划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位于学校西校区特种实验楼，分为纳米加
工洁净室（裙楼一楼）和纳米表征洁净室（主楼地下一层）。纳米加工洁净室区域平
面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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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纳米加工洁净室平面示意图

纳米加工洁净室建筑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洁净等级为千级及百级（外部环形参
观走廊十万级），进入纳米加工洁净室必须依次通过第一更衣室，外风淋室，第二更
衣室（按照规定着装），内风淋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纳米表征洁净室区域平面示意图如下：

图 2：纳米表征实验室平面示意图

纳米表征实验室建筑面积约 280 平方米，洁净等级为十万级，进入纳米表征实验
室必须按照规定穿鞋套。

2.3 厂商申请
无论厂商进入本中心洁净室及受控辅助动力区间进行任何设备搬入、检测、检修、
安装、施工等作业，均须事先提交申请。我中心将在申请审核通过后提供适当的培训。
厂商现场负责人须保证进场作业人员认真接受相关培训，并遵守中心的管理制度。在
厂商签署进场作业违规惩罚承诺书后，方可进场作业。
进入洁净室作业的厂商单位需提前编制作业方案、安全技术措施和进度计划，第
二天的施工计划包括人员安排、特种作业人员安排、动火情况、进入区域、作业起止
时间等。
所有需要进入洁净室的厂商，都必须提交《进入洁净室申请表》（本章附表 1），
厂商人员进入洁净室，必须由中心工作人员陪同进入，并服从中心陪同工作人员的监
督和管理，洁净室及受控区域，未经许可不得拍照、摄影。
如果厂商进场需要进行相应施工作业，还须提交《施工作业申请表》
（本章附表 2），
此处所指的施工作业包含设备搬入、安装、调试、测试、检查、维修、保养、二次配
施工等所有作业，其中涉及特种作业的还须提交《特种作业申请表》
（本章附表 3）。
上述表格必须经由我中心负责施工作业管理的工作人员提交，没有我中心工作人员陪
同，在洁净间及受控区域内的未经许可作业是严格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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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附表
附表 1

进入洁净室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单位名称
人

数

共

人，男

人，女

人

姓名

进入及预计离开
时间
进入事由

携带物品

申请人

电话

责任人

电话

部门主管

电话

备注：

进入洁净室前请认真阅读相关管理规定
如有违反，申请部门和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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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施工作业申请表
年

月

施工单位

施工项目

申请人

厂商安全员

申请人电话

安全员电话

作业地点

作业人员

部 位

姓 名

日

施 工

自

年

月

日

时

分

时 间

至

年

月

日

时

分

施 工
简 要
内 容
申请人签字：

厂商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审核意见：

月

日

月

日

审核意见：

申请人主管签字：

厂务主管：

年

月

日

年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现场，一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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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特种作业申请表
年

月

施工单位

施工项目

申请人

厂商安全员

申请人电话

安全员电话

作业地点

作业人员

部 位

姓 名

日

施 工

自

年

月

日

时

分

时 间

至

年

月

日

时

分

特 种
作 业
简 要
内 容
防 护
措 施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申请人主管签字：

厂务主管：

年

月

日

年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现场，一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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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洁净室操作规范流程
3.1 作业人员出入洁净室的基本要求
1.

进入洁净间的人员必须首先填报进入洁净室申请表并经过我中心的培训。

2.

进入洁净间的人员必须穿戴符合要求的无尘服、手套、口罩、洁净鞋

3.

出入更衣室的人员需对个人物品进行清洁，以保持洁净室的洁净度。

4.

更衣室内禁止吸烟。打火机、火柴等不得放入洁净服。

5.

私人贵重物品（手提袋、书籍、手机、电脑、相机等）需留置室外，不得置放于更衣
室内，丢失自负。

6.

未穿着专用的无尘服或无尘服未按规定穿着者及未经风淋室（AIR SHOWER）吹拂者
严禁进入洁净室。

7.

化妆及涂口红者，饮酒者严禁进入洁净室。

8.

带出洁净间的垃圾按分类标识投入垃圾箱内。

9.

非本中心职员进入洁净室前必须有相关部门员工陪同并出示洁净间出入申请单，申请
单必须经过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方可进入。

10. 紧急疏散门非紧急状况严禁随意打开，不得从紧急疏散门进出洁净室。

3.2 洁净室更衣操作流程
3.2.1 进入洁净室服装的基本要求
洁净室对空气中的灰尘颗粒控制有特殊要求。普通服装由于面料以及穿着环境等因
素，会携带大量的灰尘颗粒。为了有效减少人员进入洁净室带来的灰尘颗粒污染，需要
按照规定穿着洁净服。中心的洁净服主要包括：披肩帽，连体服和软底靴。另外根据净
化等级要求，还需要穿戴头套、鞋套、口罩、手套等附件。此外，为了遵循化学防护要
求，用户在进入洁净室之前应遵循以下的着装要求：
1）用户必须穿着轻便且包覆完整的鞋子。凉鞋、拖鞋、高跟鞋等严禁穿着。户外鞋、
靴子等厚重鞋子不建议穿着。鞋子要保持干燥和干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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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裤子必须为长裤，直至脚踝。短裤、短裙和连衣裙严禁穿着。
3）上衣必须完全覆盖肩膀、胳膊，并连接到裤子

图 3 禁止进入洁净室的着装

另外，以下人员禁止进入洁净室内：
1) 各种严重皮肤病患者，如湿疹、皮肤受重伤者；
2) 化妆（特别是擦粉、涂口红、指甲油）、饮酒者；
3) 对化学物品过敏体质者；
4) 对洁净室内使用的材料过敏者；

3.2.2 第一道更衣程序
以下更衣程序适用于微纳加工净化实验室（特种实验楼裙楼）
。
用户刷卡进入第一更衣室，脚踩粘尘贴清理鞋底灰尘。个人随身物品请寄存在储物柜
中，不得带入洁净室。储物柜内不允许存放鞋子。请勿携带贵重个人物品进入更衣室。
依次带上头套和鞋套。穿鞋套时，人坐在长条板凳上，将一只脚抬离地面，套上鞋
套，并在长条板凳另外一侧着地；然后抬起另外一只脚，并穿上鞋套，同样在长条板凳
另外一侧着地。头套和鞋套穿戴完毕并跨过长条板凳后，将外套放置于衣架上。外套口
袋中请勿存放个人贵重或重要物品。如有遗失中心概不负责。

3.2.3 第二道更衣程序
第一更衣程序结束后，离开第一更衣室，穿过洁净室参观走廊，刷卡进入第一风淋
室，风淋将自动开始，风淋完毕后，进入到第二更衣室。风淋室内最多容纳 2 人同时进
入。
进入更衣室后，根据人员的类型，选择尺寸匹配的手套、口罩、披肩帽、连体洁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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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和软底靴。选择软底靴时，尽量选择比自己鞋子尺寸略大的靴子。用户进入洁净室，
必须登记所使用的洁净服编号。
依次带上手套、口罩，并按下金属条将口罩紧密贴在鼻梁上，然后依次穿戴披肩帽、
连体服和软底靴，并佩戴胸卡。披肩帽下缘应塞进连体服领口内。最后在理容镜前整理
着装，确保头发、手腕等处无外露。穿着洁净服的过程中，保持洁净服不与地面接触。
脚踩粘尘贴，进入第二风淋室，风淋完毕后，进入洁净走廊。
一旦进入洁净室后，严禁敞开或拉开洁净服拉链。

3.2.4 脱洁净服操作程序
用户通过出门内缓冲间进入第二更衣室，按照第二更衣的相反程序脱掉洁净服。手
套和口罩分类放入专门的垃圾箱中。需要清洗的洁净服可以放入指定的回收箱中，由工
作人员负责转移脏污洁净服并进行清洗。
刷卡通过出门外缓冲间离开第二更衣室，穿过洁净参观走廊，刷卡回到第一更衣室，
取回个人的外套和个人物品，将鞋套和头罩放入垃圾箱，并离开第一更衣室。

进
入
一
更

9

第四章 设备安装调试常常技术要求规范

进
入
二
更

离
开
二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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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开
一
更

图 4 进出洁净室规范图例

3.3 设备、材料临时存放要求
厂商需要临时存放在我中心的设备、材料等，需事先向中心厂务部门提出申请，经
过批准后方可放置在指定区域。设备材料必须分类堆放整齐。厂商须对临时存放在我中
心的设备及材料的自身安全以及对我中心人员、用户、设施的安全影响负责。

3.4 设备、材料、工具搬入流程
厂商携带的材料及工具在进入洁净室前必须进行申报登记，经过批准后方可带入，
严禁私自携带任何工具材料进入洁净室。设备、材料、工具的搬入须在中心厂务部门工
作人员的监管下进行。所有进入洁净室的材料和工具必须擦洗干净。材料在搬运过程中
要注意成品保护，损坏要负责赔偿。
大型设备和材料的搬入通道需先运至卸货码头，在卸货码头拆除外包装，通过货运
通道运入设备缓冲区，在设备缓冲区拆除内包装并经过清洁吹扫静置后，方可搬入洁净
室。
严禁将违禁物品搬入洁净室：
1) 木及其制品：木板、木箱、铅笔、木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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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尘纤维及其制品：普通服装、麻绳、抹布、纸张、纸壳箱等。
3) 不易清理的粘性物品：胶带、油漆、胶水、口香糖、涂改液等。
4) 有灰尘的工具、物品：未经清洗的梯子、推车、拖线板等。
5) 其它易产尘物品：普通吸尘器、橡皮、食品等。
6) 严禁易燃、发臭物质进入管制区域。

3.5 现场管理规范
1.

申请作业的工程师作为责任人要在作业时间段全程陪同和监督。

2.

特殊工程必须持证上岗，严禁无证上岗作业。

3.

现场安装必须铺设厚 PV 薄膜，以保护高架地板或环氧涂层，施工人员严禁在薄膜上
走动，避免产生灰尘。

4.

作业过程中，厂商需要有专职安全监督人员在工作面进行检查，杜绝违章危险行为

5.

施工作业申请表须放置在现场，施工作业区须做围离

6.

作业人员不得进入不属于作业单位使用的区域，如确需进入或使用，必须首先进行申
请，获得许可后才可进入

7.

作业单位应在作业区域内施工，并对作业区域进行维护和清洁，垃圾应自行处理

8.

所有进入施工区必须戴安全帽并扣上额带，2M 以上的登高作业要配戴安全带

9.

动火作业现场必须要放置 CO2 灭火器

10. 严格按照施工申请单上的时间施工，不得随意延长施工时间
11. 施工作业过程中须注意成品保护，产生损坏要负责赔偿。
12. 设备搬入从货淋室进入，必须确保货淋室外门关闭后才能打开通往洁净走廊的内门。
13. 货淋室仅作为设备缓冲使用，不得由货淋室进出洁净间。
14. 洁净室外搬运人员（可不着无尘服）送货至参观走廊止，交由洁净室内人员（须着无
尘服）负责洁净室内的搬运
15. 设备货物须在卸货码头拆除外包装
16. 设备货物须在货淋室拆除内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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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离场要求
厂商离场前须将作业面清理干净，将作业所产生的垃圾收集运走。离场前须保证作
业区域工具、材料摆放整齐，各类标记标识清楚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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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备安装调试厂商技术要求规范
4.1 新设备搬入前准备工作
4.1.1 设备包装要求
设备包装应符合通行规范，方便叉车、推车运输。大型设备木质装箱铆钉采
用标准规格，方便电动工具开箱。小型设备木质装箱可采用气钉包装，应方便撬
棍开箱。

4.1.2 设备安装场地需求条件
采购合同签订后，厂商应及时提供设备安装场地需求条件，配合设备工程师
和厂务人员规划设备二次配方案。

4.1.3 设备运输车辆进入校园
大型运输车辆进入合肥市区应遵守市区交通管制规定（白天需持有通行证）
，
同时提前联系确认运输路线。厂商应提前 2 个工作日联系外贸代理，确定货物到
达的确切时间、运输车辆尺寸、货物包装箱尺寸和重量等信息，便于安排人手和
确定搬入计划。厂商应提供卸货和搬运的基本方案（含搬运工具等），卸货和搬
运叉车由外贸代理或供应商提供。大型运输车辆进入校园之前，应事先查看校园
内路况。如果需要小型或者转运，应提前通知。大型车辆进入校园应遵循学校保
卫部门的安排和协调。

4.1.4 货物卸载、搬运、拆箱和临时存放
厂商应配合设备负责人、校产部门、海关等相关部门对包装箱进行拍照，记
录包装箱编号，开箱查验等工作。
大型包装箱可在装卸码头广场开箱，小型包装箱可在装卸码头开箱。包装箱
如果不能当天拆箱的可以临时存放于中心指定位置，不得长期停放在卸货码头。
包装箱停放期间需要在箱体上放置显眼的文字标识，帮助确认归属，防止他人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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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备搬入洁净室规范流程
设备搬入洁净室，应遵守微纳中心关于洁净室的各项规定，防止污染物进入
洁净室，保护洁净室成品。

4.2.1 包装箱拆箱和清洁
包装箱拆箱后，洁净包装保留。配合设备工程师设备和安装工具进行清洁。
清洁完毕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将设备由装卸码头搬入洁净室参观走廊处。拆
箱后的各种垃圾应及时清理，并打扫卫生

4.2.2 设备搬入货淋室
设备滚轮应落地之前用洁净室专用胶带缠绕保护起来。设备经过粘地贴
进入洁净室参观走廊后，将装卸码头门关闭，将滚轮上的胶带撕掉，并用无尘布
擦拭滚轮。然后打开货淋室门，将设备推入货淋室。进行风淋。风淋结束后，将
设备推入洁净室。

4.2.3 设备搬入洁净室
设备由风淋室搬入洁净室时要注意保护成品，如地板、墙壁和门窗等。搬运
大型设备应在高架地板上铺设 PVC 保护膜。重型设备还应铺设保护钢板。将设备
停放在安装地点附近后，用黄色胶带警示，防止他人误碰。
注意：
（1）风淋室门的开关需要遵守先关闭内侧门，再打开外侧门，将设备运入
风淋室后，关闭外侧门，再打开内侧门，将设备搬入洁净室。严禁同时打开内外
侧门。在洁净室内要安排专人接应设备。
（2）卸货码头的人员不应直接从货淋室进入洁净室。
（3）设备负责人整理设备搬入过程（照片）
，并撰写报告，确认搬入过程是
否出现问题，是否对洁净室造成损害。
（4）所有进入洁净室的材料要遵守洁净室的材料准入原则，例如不适合进
入洁净室的材料和包装一律不准进入，实在不能拆开的小包装物品裹上塑料膜才
能进入洁净室，所有的安装和搬入工具需要进行清洁才能进入洁净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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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备安装调试规范流程
4.3.1 安装场地条件确认
设备厂商应配合二次配厂商和设备工艺工程师的安装场地条件准备工作。设
备安装前，应现场确认设备的摆放地点和平面布局，以及水电气动力条件的确认
等。

4.3.2 报备安装计划
设备厂商在安装调试之前应提前告知安装计划，明确设备安装的准备清单。

4.3.3 设备安装现场管理
设备厂商进入洁净室安装调试设备应遵守微纳中心的各项管理规定，服从现
场管理人员的安排。进入洁净室需填写申请单。安装工具等应从货淋室进入洁净
室。自带的洁净服应符合要求，不符合微纳中心洁净室管理规定的，可以临时借
用微纳中心的洁净服并按照规定登记。未经允许，厂商工程师不得进入其他限制
区域。设备安装期间，不得干扰洁净室的正常运行。设备厂商安装工程师需借用
微纳中心物品的，应向工程师提出申请，填写物品借用申请单，物品借用由工程
师代为执行。

4.3.4 工艺和设备培训
设备厂商应提前告知工艺调试的需求条件和计划，包括掩膜版、样品材
料及其规格，调试工艺内容和指标参数，以及表征测试所需求的配套仪器设备等
需求。设备厂商工程师应提供工艺和设备培训资料，着重培训微纳中心工程师具
备独立操作仪器设备、运行基本工艺以及简单设备维护的能力。

4.3.5 设备和工艺验收
设备厂商按照合同约定，与微纳中心工程师共同确定设备硬件和工艺验
收的技术方案。设备厂商工程师起草验收报告。验收完毕后，协助微纳中心工程
师撰写设备和工艺验收报告。原则上微纳中心工程师应具备独立操作实现验收工
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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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验收撤离
设备安装、调试、培训和验收完毕后，设备厂商工程师应整理和清理现场，
归还借用物品，提交验收报告，向设备工艺主管汇报总结后方可离场。

17

第五章 设备维修保养厂商技术要求规范

第五章 设备维修保养厂商技术要求规范
5.1 入场施工前事项：
一、施工前施工启动会议：
设备维修保养厂商在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进行施工
前，应建立建全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体系，做好相应的施工计划。

二、现场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进入洁净室的人员须接受中心组织的相关安全培训，签订违规惩罚承诺书，
并领取中心访客门禁卡或由中心人员带领下方可进入洁净室。

5.2 人员工具进入规范
5.2.1 设备材料进场,堆放：
一、设备材料进场,施工入口：中心将指定厂商在指定的出入口进入。
二、材料的安全运输、存储和使用：
1) 在需要使用材料以及产品时，应该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些材料以及产品根
据供货商的指令进行运输、储存以及安全使用。并应在这些措施实施前
事先向中心报备及审阅批复；
2) 所有的材料及设备应安全整齐的堆放或存储，不得阻碍任何通道和长时
间占用道路。
3) 不允许在楼梯、走道、走廊、靠近楼层开口处以及建筑物开口或边缘处
堆放材料；
4) 临时材料堆放严禁阻挡逃生走道、消防器材及其它非本次施工相关之设
备与设施。
5) 厂商置于现场的工具、材料以及设施,设备自行负责看管,或自行看管。
6) 以上物品必须明显标示所属厂商,联络电话,所属工程师；

5.2.2 危险化学品入场管制
危险化学品,未经许可,不得带入洁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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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使用化学品须标明来源、品名、使用公司名称、负责人、化学品特性及
紧急处理程序。
化学品应贴有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化学品安全标签并配以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MSDS)。
废弃化学品需交由合格废弃物处理商处理。

5.2.3 人员进入管制
没有配带规定胸卡,不得随便进入洁净室,访客因公需要进入,必须在依规定
办理登记手续妥当才可以进入。不得冒用他人的胸卡或使用过期胸卡进入洁净室。
未经许可，不许带入照相机、摄像设施设备以及手提电脑等器材
作业许可证的申请：
1) 在现场的任何时候，厂商的人员应佩带工作证；所有人员必须填写申请
表格。
2) 在进行开始施工前，厂商应向中心提出作业许可证的申请。
3) 作为上述作业许可证申请的一部分，承包商应提交所要进行的工作清单、
作业地点、使用工具、所有与工作相关潜在的危险以及所采取的保护措
施。

5.3 安全卫生注意事项
1. 施工前应取得作业许可证后方可施工；
2. 施工前，施工人员须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后由中心工程师陪同方得进入洁
净室工作；
3. 施工中应佩戴必要的安全防护器具；
4. 严禁随处倾倒垃圾、施工废弃物。倾倒垃圾、施工废弃物必须置于指定
位置并及时清除；
5. 作业前应了解作业地点之主要通道，逃生出口，安全门，最近之冲淋器，
洗眼器，消防栓/箱，灭火器位置；
6. 每日施工完成后必须进行施工后现场安全检查，清理整顿施工现场，清
运施工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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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人员材料撤离规范
施工结束后，厂商应立刻将中心提供的而未使用之材料归还中心，并将厂商
的设备、材料、脚手架等从现场运走，使现场及其附近清洁、安全，可以随时使
用。
如果厂商未能使其工作区域达到上述的标准以及中心的满意，在接到书面通
知后仍未能立刻采取清理和打扫行动，中心将有权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替厂商
进行此项清理打扫工作，一切责任与费用开支由该厂商承担。中心可以将其清除
的物品存放在替厂商选定的地方，责任与费用开支均由厂商承担。厂商将被追讨
该项清理、清除以及存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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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二次配厂商技术要求规范
6.1 排放系统二次配技术规范
6.1.1 系统设计
1、排水二次配工作范围：
管路按机台需求配置，从主系统连接到所有生产区域的制程机台和相关附属机台。
2、排水二次配工作依据：
机台对厂务二次配的具体要求，包括所需排放种类，数量，流量，压力，接头形
式和尺寸。
对两只管路在次干管处交汇的点，应该分开在主管处交汇，以防止产生硬质物，
造成管路堵塞.
3、空间设计：
横平竖直。水平管路呈南北方向或东西方向。
与其它管路协调管路空间，遵守大管空间优先原则。
无交叉，无阻挡，不影响其它设备和部件的活动，开关及拆卸路线。
4、管路走向：
排水管路从地板下到高架地板上的开孔，由二次配厂商与中心工程师协商确定；
如机台使用点较高，必须安装不锈钢门型架以固定管路及其附件。
未经确认擅自敷设的管路如对其它设备的安装产生影响，应由二次配厂商无偿根
据施工进度拆除；
对扩散炉的尾气处理机台配管时要增大出口弯头半径，会对减少石英砂有所帮助
为了未来的扩充在使用的主系统预留接入点上安装预留接入点
5、排水管路接头形式和材质的标准：
对于所有的排水使用点，必须安装标准的快速接头 Union, SUS Swagelok，NPT
不同排放类型的使用点必须安装 PE 材质接头,不同材质的快速接头都要通过转接
头转换为 PE 材质管路。
6、会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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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厂商违规处罚条款

厂商须在会勘时确认每个机台实际的位置并准备验收报告及图纸（包括现有管路
分布、盘位置流程图）。
绘制实际的接入点位置，衔接类型和尺寸，管线分布（包括配件）等，在实际施
工前提交科大确认。
确保已有的管路及设计的管路与其它管路没有冲突，如果管路冲突，二次配的厂
商须在中心工程师的建议下改变受影响的二次配管路设计。

6.1.2 材料选择
厂商在使用材料前必须准备材料及配件的制造商名单并列清其原始制造商名字，
地址，技术说明书和质量保证书并递交科大审核。
任何非授权的材料来源将被科大立即拒绝并搁置。所有涉及的费用由厂商承担。
厂商有责任保证所有运抵现场的管路材料和配件能 100%通过检查，其包装必须
完整，必须清洁并确认其符合说明书的认证。

6.1.3 施工规范
1、焊接和安装：
现场安装必须铺设厚 PV 簿膜，以保护架高地板或环氧树脂涂层，施工人员禁止
在簿膜上走动，防止产生灰尘。
准备焊接用的管材及机具必须放置 PVC 布上。
施工过程前，排水二次配管承揽商必须申请洁净间工作许可证，管路施工许可证
等。
所有人员都必须经过无尘室施工注意事项的培训,且全部合格者。
入场前由各焊工人员提供焊接样品交于业主认可。
进场施工前，必须将材料及机具擦拭干净后，由专用的材料进出口进入。
到达操作地点后，在不影响机台正常生产的情况下用警示锥隔离出一个适合操作
的区域。
每天施工结束前必须清理现场，地板要复原，垃圾必须带出现场。
承揽商应该准备一系列工具。工具在每次使用前必须经过 UPW/IPA(95/5%)擦洗干
净。
所有部件的组装和焊接必须在现场的洁净室中进行。管路和零件的保护袋只能在
安装之前在洁净室中拆除。洁净室中的施工用工具/机器必须最少，在任何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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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和洁净室管理规定。
不允许在没有戴手套的情况下直接用手触摸部件/零件的暴露部分，以防止污染。
只可以使用经过科大同意使用的洁净室手套。
危险作业，如动火，切割等必须按照科大规定。
禁止使用短管焊接来产生长管以使用。
2、标签/标牌：
标签标准按照科大确定的尺寸与颜色之规定。所有完成的管路必须具备标签，在
直管上至少每隔 2 米张贴，管路转向处必须张贴，标签应清晰，直观，明显，并标明
流体，流向等。
管路标签由配管管路安装人员在管路安装时张贴。吊牌由配管管路测试人员在管
路测试完毕时准备，在协同科大工程人员开启阀门时吊挂。
3、工作范围:
涵盖范围由各种不同排放类型的终点连接至各生产机台。支管（Branch）由无尘
洁净室中之分支点至机台点并预留三通管为后续机台使用。
4、配管完成后的检查：
配管完成后的检查包含外观目检和压力/侦漏检验。
1) 测试目的：
为了确保材料和各部件、管路的二次配系统符合设计和执行的规格和标准，这一
标准需求必须符合相应的生产条件。
所有正式的测试必须由排水二次配厂商或其下包以及中心工程师进行现场确认。
如果测试失败，厂商须在不影响工程进度的情况下按中心工程师的要求更换影响测试
结果部分的管道并承担费用。
各机台二次配系统正式的验收合格将在完成设备衔接且设备负责的工程师和制
程工程师签收后。厂商有责任提供所有的测试工具，器具和承担每次测试的消耗。
2) 测试内容：
使用空压机,在 take‐off 点和机台接头处加压至一定的压力 PE,3KG/CM2,4 小时无
压降。厂商须提供所需的测试工具并承担消耗。保压测试应用于 take‐off 点和制程机
台之间的节点。
3) 结果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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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所有以上验收测试标准后，机台的排水二次配工程方可被视为合格。
真正的移交须在设备工程师和制程工程师确认后完成。
须确保二次配系统的设计和施工都符合规格并没有延误等问题产生。
4) 管路的目检工作：
检查管子、配件、阀头、法兰、螺栓、螺帽、垫片及其附件与工程图相符,以确定
所完成的工作无误;而后贴上一指示流动方向、名称的标签。
确定支撑管线的支架安置无误。
确定各排水的管线确实连接到生产机台设备的每一需求点。
确定配管的工作不会损害其本身维护能力及美观程度。
检试其检验报告及管线的标记以确认管线的确依照所设计的规格及标准配设。
以目视检查管子、配件、阀头、法兰、螺栓、螺帽、垫片及其附件之外表,以确定
其没有遭受外来的损害、表面腐蚀或发生裂痕。
5) 焊接点的目检工作：
焊接部份不可过度凹陷于整个管材底部。
焊缝不可过度的凸起。
6) 测试报告：
完成、检查并检核所有测试报告。

6.1.4 施工步骤
1. 穿戴手套：在进行每一个操作时必须穿上干净无尘胶质手套，严禁使用裸手
操作。
2. 管路下料：
序号

项目

步骤

备

注

1

材料检查

○

逐项检查各项材料是否符合订单上的规格

2

机械切割

○

切割至所需长度及使用机器将端点磨平

3

用水冲洗

◎

用水冲洗管材外部及内部，并擦干

4

焊接及安装

○

由通过资格鉴定的技师负责焊接之相关工作

5

安装后的检查工作 ●

分段逐一检查

6

最后清洁

◎

擦拭管路外部

7

管路包装

◎

将管子塑料套膜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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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

8

○

整组封好运送

附注：○ 焊接组装过程 ◎ 洁净度维持及处理过程 ● 检验过程
3. 管路安装：
序号

项目

步骤

备注

制造地点

1

管线预作之检查

○

检查欲架设地点

架设管线

2

临时性架设

○

确定所切割之管线符合预先设计之长度

现场

3

分区安装

○

摆设好并焊接之

4

检验工作

●

外观目检、充以压力及进行气密试验

5

完成并测试

●

进行气密测试

附注：○ 焊接组装过程

◎ 洁净度维持及处理过程

现场
● 检验过程

4. 材料检查：
材料一经递送到施工单位则必须立即就其订单规格来检验是否合格。
5. 机械材料：
在开始进行工作前,需先检查使用的工具是否清洁。
每一管线于切割时必定使用切管器且要避免小碎片进入管中。
6. 管线支架的装设：
支架的材质按业主统一规定制作,装配在天花板、墙缘、梁柱等可固定管线之处。
支架的摆设位置需按现场实际状况予以架设。
配管时需考虑管线工作处、排放种类、维护及配设之美观程度等。
管线之间的架设间距至少为 20mm 以上。
螺栓与螺帽为表皮处理过的材料。
7. 管线架设工作：
确定每一段制作的管子的编号符合它们要被摆放的位置无误。
先予以摆放至要被架设的位置以确定其长度适合原来的设计。
使用塑料方块在末端支撑住，并小心使其保持洁净。
管线架设时需按现场状况安装。

6.2 制程真空管二次配技术规范
6.2.1 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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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制程真空二次配的设计，架构，执行的验收标准。厂商应遵循此法则来提高
安装的标准。
1、规范和标准:
二次配的施工应该是专业和安全的，须符合地方和国际标准.
ASTM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ASM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R 508 (Labeling)
JIS (Japan Industrial Standard)
NFPA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OSH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Electrical Safety Standards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Local Fire Brigade
P.R.C. Codes
SMACNA Industrial Duct Construction Standard.
2、设计基本规范:
每个使用点必须包括 1 个测试点和 2 个伸缩节。真空管应尽量挺直。所有的角度
之和不能大于 270 度，支撑架必须可靠。确保安装的真空管所需达到的压力值和时间
符合设备的要求。
空间管理规范: 须根据空间管理规范对其管路进行设计，管路尽可能远离排气管
及其他设施接入点。

6.2.2 材料规范
材料使用规范如下：
1) 无缝钢管材料应使用 SUS 304L（外抛光），壁厚不小于 2mm；
2) 密 封 环 材 料 应 使 用 SUS 304L ， O‐ring 材 质 为 Viton ， 强 酸 碱 材 质 为
Perfluoroelastomer，成品需以超声波震荡清洗，所有尺寸需符合 Tubing Size，
5S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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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接头材料应使用 SUS 304L，应为喇叭口设计，成品需以超声波震荡清洗，
并以塑料盖盖上，所有尺寸需符合 Tubing Size，5S 规格；
4) 法兰材质应使用 SUS 304L，表面粗糙度小于 0.6um，2”以下为 KF Flange，3” 为
ISO Flange，为配合施工，ISO Flange 焊道需预留 3mm 以上凸面高度为 2mm，
成品需以超音波震荡清洗，并以塑料盖盖上，所有尺寸需符合 Tubing Size，
5S 规格；
5) 弯头材质应使用 SUS 304L，需以无缝钢管制作，配合自动焊接，管壁为外拋
光 250#，高度不小于管口直径的 1.3 倍，成品需以超音波震荡清洗，所有尺
寸需符合 Tubing Size，5S 规格；
6) 波纹管材质应使用 Ti321，交货时须附原厂出厂规格文件，上下需有 KF or ISO
Flange，1”长度为 100 mm (含 Flange )，1.5”、2” 长度为 100 mm (含 Flange ) ，
3”、4”长度为 180mm (含 Flange ) ，管壁厚度为 0.15mm，使用寿命不少于
10 年，成品需以超音波震荡清洗，并以塑料盖盖上，所有尺寸需符合 Tubing
Size，5S 规格；
7) 卡箍材质应使用铝合金热处理，表面阳极处理，硬度为 75‐80，所有尺寸需
符合 Tubing Size，5S 规格；
8) PU 护套材料应使用硅基，厚度不小于 10mm；
9) 测试口材质应使用 SUS 304L，尺寸为 NW25，所有尺寸需符合 Tubing Size，
5S 规格；
10) 管架材质应使用 SUS 304，表面必须平整光洁，不可有刮痕；
11) 阀件材质应使用 SUS304L，所有尺寸需满足 JIS G3463&ASTM A213,A269 规格，
成品需以超音波震荡清洗，表面抛光；
12) 加热夹克产品耐 150℃，需经 CE，UL 认证保证安全，热态用温控器控制，外
缘以 0.5"硅基 PU 包覆，线 材为特氟龙材质安全认证 SEMI S2‐93,NEC 70
1993,IBM C‐S3‐0502 1994‐3,UL499；
13) 以上各种管材、管件、零件，符合 SEAMLESS STAINLESS STEEL TUBEJIS G3463
ASTM A213/A269 规范；

6.2.3 施工规范
机台需求是二次配厂商工作的基础。以下是关键的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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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配厂商必须在开工前完成初步图纸设计，并确认符合每个机台的要求。
必须随机台需求的更新而更新图纸,初步设计图纸必须得到科大的认可。
1、准备材料/工具/人力：
厂商提前提供材料样品给业主。 厂商提前把材料运到现场，并准备好施工工具。
厂商必须随时提供足够的人力来参与此项目，而且是有经验，有效率的工人。
所有人员都必须经过无尘室施工注意事项的培训,且全部合格者。
2、现场会勘：
机台定位后，设备工程师通知厂务工程师现场会勘,厂商与设备工程师确定配管路
线。
厂商严格按图纸施工。
3、施工准备：
1) 施工区域一律以警示椎及警示带防护, 避免其它人员进入。
2) 施工现场须有专职之工安人员监督,并填写纪录。
3) 施工前先确认施工区域是否清洁,若有其它残留物应立即告知 中心工程师。
4) 高空作业(2M 以上)须与中心工程师会勘路径后方可施工。
5) 施工中不可踩踏机台,于特殊状况时应征得设备工程师同意。
6) 在离地面 2 米的高空进行施工时，需佩挂安全带保证施工安全。
7) 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收工前作业地点应整理妥当。
8) 禁止任意操作非相关设备各种开关，并对特殊的设备加装防误操作接口。
9) 施工前应了解机台及相关接口设备状况，并获许可。
10) 未经许可承揽商不得进入高风险区域，如气体供应室，化学品供应室，零件
清洗室。
11) 施工后所有作记号之标记带清除。
12) 需将曾经施工区域之工程废料清除干净。
13) 对有潜在风险的工作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例如：两层的
手推车要做好防滑措施，注意现场的情况，施工人员要穿好相应的个人防护
用具等。
4、测试和验收：
测试和验收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材料和配件、管路以及二次配系统符合标准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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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的需求，系统符合生产条件。在通知业主方来测试验收前厂商须先做测试，达到
满意的结果。并记录测试的结果。进一步的测试，校准结果在六个月内有效。所有正
式的测试, 厂商和业主方工程师必须到场。测试验收报告须提交业主方工程师确认签
字。如果测试失败，厂商有责任无偿地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如果测试重复失败，厂商
须承担费用替换有影响部分的管路以确保不延误二次配的进度。每台机台的二次配验
收将在主系统与设备连接完成后分别由设备工程师和制程工程师确认。厂商有责任提
供所有测试的工具、设备、每次测试的资源消耗。
5、材料检查和验收：
所有材料都必须来自确定的有一定声望的讲究质量的可靠的制造商。厂商在使用
材料前必须准备材料及配件的制造商名单并列清其原始制造商名字，地址，技术说明
书和质量保证书并递交科大审核。任何非授权的材料来源将被科大立即拒绝并搁置。
所有涉及的费用由厂商承担。
材料质量保证书，包括材料，规格，数量，尺寸误差（平直度，圆度偏差，耐腐
蚀性），磨擦损耗，抗压强度，密封性，管道强度。
表面光洁度，无毛刺，无明显刻痕，凹凸现象。
焊道均匀性，牢固性。
5、交货检查和验收
厂商有责任保证所有运抵现场的管路材料和配件能 100%通过检查，其包装必须
完整，必须清洁并确认其符合说明书的认证。检查和确认的记录需保留。测试报告须
附在每一批或船的材料文件中由科大审核。厂商必须确认只有符合科大规格的材料才
能被允许使用安装。
6、设计检查及验收
厂商须在会勘时确认每个机台实际的位置并准备验收报告及图纸（包括现有管路
的分布，位置的大致图），并绘制实际的 take‐off 点和位置，衔接类型和尺寸，管线分
布（包括配件）等，然后在实际施工前上交中心工程师确认。二次配厂商必须确保已
有的管路及设计的管路与其他管路没有冲突,如果管路冲突，厂商将在中心工程师的建
议下改变受影响的二次配管路设计。
7、视觉检查及验收：
每个机台的二次配工程都需要检查其工艺、洁净度、是否贴标签、安全等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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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二次配设计（材料、管子尺寸、配件类型和尺寸），确认后续的测试前是否放好支
架等。厂商必须在下次的检查中纠正所有的违反项目。验收报告必须记录检查的结果
并上交中心工程师确认。经目测验收合格的管路将继续测试其压力。
泄漏测试:所有的接头不能有泄漏。
运行报告:为了证明安装的真空管符合设备的要求，将压力抽至机台的要求。测试
的标准根据泵制造厂商的要求所需达到压力值和时间。
图纸:在安装工程后必须提供竣工图。
开机:设备工程师，厂务工程师，厂商 必须到场。设备工程师启动机台并检查是
否在 13‐25 分钟内达到要求。
保养:保修作为工程移交的一项指标。保修期为二年。在保修期内，厂商有责任免
费更改，修理，更换有缺陷的管道。

6.3 排气系统二次配技术规范
6.3.1 系统设计
以下排气二次配的设计、施工标准，二次配厂商应遵循此法则来提高安装的标准。
ASTM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ASM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R 508 (Labeling)
JIS (Japan Industrial Standard)
NFPA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OSH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Electrical Safety Standards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Local Fire Brigade
P.R.C. Codes
设计基本规范:
1) 原则上遵循横平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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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插嘴都应顺插；
3) 阀门轴心决不允许朝下；
4) 管材焊道应尽量避免朝下；
5) 气密条应对角斜削压平，长度不超过 10mm，且接缝不可朝下。要求使用卷
边机，折边宽度不可超过 10mm；
6) 不允许使用 90 度朝下的插嘴，基本上都为横插嘴或 45 度斜插嘴；
7) 正 确 使 用 软 管 ， 杜 绝 过 拉 伸 或 压 紧 （ 软 管 垂 直 方 向 位 置 准 确 性 要 求 在
+/‐15~20%，水平偏差应小于 5mm）；
8) U 型弯应注意排水；
9) 如有特殊气体，应预留侦测点；
10) 直管每 3m 为一个固定点，若重心不在一条直线时，应抓重心固定；
11) 设备接口为硬管连接时，可使用单吊管束固定；
12) 接口为软管连接时，应采用双吊管束固定横管部分应着重上下固定；
13) P 型夹加固应特别注意使用材料的潜在隐患，如单只过长的直管上，尽量避
免单一使用虎口夹加固工字钢固定，应注意封孔；
14) 天花板应用硅胶密封；
15) 高架地板要用自攻螺丝固定；
16) 风压的设计需要考虑到机台的特殊要求,针对机台风量要求大，设计时要加大
总的用量分配，并增加相应的支管根数。

6.3.2 材料规范
1. 有机排气应使用镀锌螺旋风管，壁厚不小于 0.6mm；
2. 酸碱排气应使用 PP 材质，品牌为无锡中灵，壁厚不小于 8mm；
3. 软管材料应使用耐高温不锈钢，壁厚不小于 0.8mm；

6.3.3 系统安装
1、施工图纸绘制：
1) 预留点位置 ，管路在洁净室的规划走向和位置；
2) 管路在高架地板和洁净室地平面之间的规划走向和位置；
3) 管路在高架地板和机台之间的规划走向和位置；
4) 所有图纸应该包括详细尺寸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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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施工路径需与其它系统协调且经过中心工程师同意后方可施工。
2、材料进场：
1) 备齐施工所须之各项材料；
2) 材料品质需严格管理；
3) 预制的管路部分应置于一个临时的由厂商准备的环境里，所有的管路和部件
在设备机台使用前需要彻底地用超洁净的去离子水和 IPA 溶剂(95%/5%)或符
合洁净室要求的方法进行擦拭，在净化和干燥后放置于检查密封的包装内；
4) 预制管路运抵现场，在使用前须经过业主负责人检查确认承包商的材料洁净
度；
5) 非无尘材料一律不可携入无尘室；
6) 进入无尘室内之工具箱,储物箱须擦拭干净；
7) 任何材料之使用必须按照业主及送审资料规范,不可以使用代替品若更改型
号需征得业主同意；
3、工具规格
1) 施工前将所有工具清单须提交业主确认。所有的工具都必须在每次使用前进
行洁净处理以确保洁净；
2) 不同设备容量配线应使用适当之工具严禁使用替代工具；
3) 定期检查工具品质及数量；
4、施工准备
1) 施工区域一律以警示椎及警示带防护, 避免其它人员进入；
2) 施工现场须有专职之工安人员监督,并填写记录；
3) 施工前先确认施工区域是否清洁,若有其它残留物应立即告知中心工程师；
4) 高空作业(2M 以上)须与中心工程师会勘路径后方可施工；
5) 施工中不可踩踏机台,于特殊状况时应征得设备共程师同意；
6) 在离地面 2 米的高空进行施工时，需佩挂安全带保证施工安全；
7) 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收工前作业地点应整理妥当；
8) 严禁操作非相关设备各种开关；
9) 施工前必须了解机台及相关接口设备状况，并获许可；
10) 无施工/作业负责人陪同，承揽商不得进入高风险区域，如气体供应室，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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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应室，零件清洗室；
11) 施工后所有作记号之标记带清除；
12) 需将曾经施工区域之工程废料清除干净。

6.4 气体二次配技术规范
6.4.1 系统设计
气体二次配系统所包含气体如下：
1. 压缩空气 (CDA)
大宗气体(Bulk gases)：普通氮气(GN2)、制程氮气(PN2)、制程氧气(PO2)、制程氢
气(PH2)、制程氩气统 (PAr )、制程氦气统 (PHe )
2. 特殊气体(Specialty gases)：
惰性气体：在大气情况下与其他物质不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气体。
CF4、CHF3、C4F8、SF6、CO2、N2O
有毒气体：容许浓度在 200ppm 的气体，LC50 超过 200ppm 但不超过 2000ppm 会
造成致命的化学物质，称为有毒气体。如: SiH2Cl2
腐蚀性气体：与接触的位置起化学反应的气体，能改变和破坏细胞组织的气体。
BCl3、NH3、Cl2
2.4 可燃气体：在温度 54℃(130oF)或低于此温度与空气接触将自动点燃的气体称
为可燃气体。SiH4、 C2H2、CH4
气体二次配工作范围：
管路按机台需求分配各种气体，从各自的气瓶柜，VMBs,VMPs 或者主系统预留
点连接到洁净间内和其他支持区域所有生产区域的制程机台和相关附属机台。
机台外部需要安装的调压阀，过滤器，逆止阀，排气管属于二次配安装范围
气体二次配工作依据：
机台对厂务气体二次配的具体要求，包括所需气体种类，数量，流量，压力，接
头形式和尺寸。
按照管路的最大流量和机台用气量设计管路上连接的机台数量。
空间设计：
横平竖直。水平管路呈南北方向或东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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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管路协调管路空间，遵守大管空间优先原则。
无交叉，无阻挡，不影响其他设备和部件的活动，开关及拆卸路线。

6.4.2 系统材料
对于 CDA ， GN2，材料必须是无焊缝的，S.S.316L‐BA, JISG3459 材质。硬度 Rb 60
到 Rb 80。
对于净化的大宗气体(PN2, PO2, PH2, PAr, PHe)、一些特殊气体和一些机台内部气
体管路，材料必须是用电解法抛光的无焊缝的不锈钢 S.S.316L‐EP 材质。根据 ASTM A269
或相关标准，管路内部光洁度 Ra <0.2 um。
对于 DCS (SiH2Cl2) , Ammonia (NH3), HBr, HCL, Cl2 和 BCl3 须使用 S.S.316L VIM+VAR
材料。
对于 Silane (SiH4)等高度危险的气体必须使用双套管。双套管的接头必须安装在
VMB，VB 或机台内。不需加热的双套管，管壁内压力为真空；需加热的双套管，管
壁内充 PN2，压力为 70PSI；这些压力值必须传送回厂务气体监控系统。双套管弯头
必须采用(*成型的)双套管弯头，不可现场弯管。
管路材质列表：
Gas type

Gas name

Gas piping type

Valve box

气体种类

气体名称

管路材质

需否阀箱

Bulk gas
大宗气体

Inert gas
惰性气体

CDA

Single

S.S.316L‐BA

No

GN2

Single

S.S.316L‐BA

No

PN2

Single

S.S.316L‐EP

No

O2

Single

S.S.316L‐EP

No

H2

Single

S.S.316L‐EP

No

Ar

Single

S.S.316L‐EP

No

He

Single

S.S.316L‐EP

No

C4F8

Single

S.S.316L‐EP

No

SF6

Single

S.S.316L‐EP

No

CO2

Single

S.S.316L‐EP

No

N2O

Single

S.S.316L‐EP

NEED

CF4

Single

S.S.316L‐EP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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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F3
BCl3

Single
Single

S.S.316L‐EP

NEED

S.S.316L VIM+VAR Heat tracing

NEED

Corrosive gas

NH3

Single

S.S.316L VIM+VAR

NEED

腐蚀性气体

Cl2

Single

S.S.316L VIM+VAR

NEED

S.S.316L VIM+VAR Heat tracing

NEED

SiH2Cl2 Single
SiH4

Double Wall S.S.316L‐EP

NEED

Combustible gas 可燃气体 C2H2

Single

S.S.316L‐EP

NEED

CH4

Single

S.S.316L‐EP

NEED

S.S.316L‐EP stainless steel fiting

No

Tool internal gas
O3

机台内部管路

Single

材料组成(%)
C

Si

Mn

P

S

Ni

Cr

Mo

EP Tubing Specification ≦0.02 ≦0.1 ≦1.0

≦0.03

≦0.002 12.0~15.0 17.0~18.0 2.0~3.0

BA Tubing Specification ≦0.03 ≦ 1.0 ≦2.0

≦ 0.04

≦0.03 12.0~15.0 16.0~18.0 2.0~3.0

VIM+VAR Specification ≦0.02 ≦0.1 ≦0.03 0.01~ 0.03 ≦0.001 13.4~14.0 17.2~17.9 2.5~3.0
C‐22 Specification

≦0.015 ≦0.08 ≦0.50 0.01~ 0.03 ≦0.02 13.4~14.0 20~22.5 12.5~14.5

所有的管路必须在厂内按照超洁净的标准进行预先清洁，测试并通过泄漏率为 f <
1 x 10E‐9 atm‐cc/sec 的标准，在管材装船时必须使用双层 PE 包装。
阀（包括单向阀），调压阀，压力表：
阀体材质必须是 S.S.316L，经过电子抛光处理，采用波纹管或隔膜结构，非弹簧
结构。
对于腐蚀性气体，如： NH3, Cl2, & BCl3, 采用 Vim+Var 材质。
对于纯化气体和特殊气体，压力表必须采用电子半导体厂专用的类型，操作温度
从–40 到 120 ℃，最大操作压力不低于 0 bar，如有可能，可采用数码显示类型。
阀件内表面粗糙度 Ra < 0.2 um。
阀件接头为 VCR 形式，材质为纯镍或不锈钢，在原厂焊接到阀体上。
所有阀件必须在原厂预清洁过的；通过< 1 x 10E‐9 atm‐cc/sec 的漏率测试；采用
双层 PE 材料包装。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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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采用原厂预制 S.S.316L 外套。
一般采用镍芯，包括反应性/腐蚀性气体，如 HBr, Cl2, ClF3 &BCl3。
对于不可采用镍芯的气体，采用不锈钢芯，如 O3 & CO。
对于 CDA & GN2，采用 PTFE 芯型号。
接头为 VCR 型，垫片材质为镍。
过滤器外套和 VCR 接头必须和供气压力相符合，不至于漏气或破裂。
过滤器过滤效率必须大于 99.99999999% at >= 0.01 um。
所有部件必须在原厂预先用高纯气体预清洁，并且通过< 1 x 10E‐9 atm‐cc/sec 的
漏率测试。
安装在双层 PE 材料中。
测试数据和资料必须随材料送达施工现场，以利于业主检查验收。
所有使用的材料例如气体管子和配件都必须来自科大认可的制造商。
不建议使用 TESCOM 此品牌的调压阀，因为此品牌已出现多次质量问题。
厂商在使用材料前必须准备材料及配件的制造商名单并列清其原始制造商名字，
地址，技术说明书和质量保证书并递交科大审核。
任何非授权的材料来源将被科大立即拒绝并搁置。所有涉及的费用由厂商承担。
厂商有责任保证所有运抵现场的管路材料和配件能 100%通过检查，其包装必须
完整，必须清洁并确认其符合说明书的认证。
退回的材料由厂商负责相关费用，不得在科大工程中使用此材料。
所有重要的配件在气体二次配的使用中必须经过制造商全面的测试达到需求的
规格，测试报告须附在每一批或船的材料文件中由科大审核。
厂商必须确认只有符合科大规格的材料才能被允许使用安装。

6.4.3 施工规范
焊接和安装：
现场安装必须铺设厚 PV 簿膜，以保护架高地板或环氧树脂涂层，施工人员禁止
在簿膜上走动，防止产生灰尘。
准备焊接用的 SUS 管材必须放置在架上，不马上用的管材先不拆封，使用中的拆
封的管材必须用原帽套（包括原 PE 簿膜）封住两头,并标明材质。拆封和下料的 SUS
管材端口严禁直接用胶带黏结（包括各种无尘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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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二次配管承揽商必须每周上报科大焊接人员名单, 测试人员名单。
焊接工人、技师、工程师等必须提供资格证书。
只允许自动焊，焊工必须有经验且持资格证明。焊接时混合超洁净去离子水
(>18Mohm )将焊缝擦拭干净，电镀施工完用 IPA of 95%/5%溶剂擦拭干净。所有的机台
在施工前后都需要擦拭，如有需要,时不时都要擦拭干净。
每台焊接机器每天在开工时和断电后都应该提供给科大焊接管路剖析样本，样本
必须标注焊机编号、焊接技师姓名，焊接日期时间。
只可以使用自动式轨道焊机，并且具备延时旋转，吹扫/保护气体连锁功能。
焊接使用高纯度氩气，水分和氧份在 2 ppm 以下。焊接过程中持续吹扫。
持续用稳定流量氩气吹扫以保证管路内表面的洁净。吹扫必须采用安全的方式，
使吹扫气体尽快扩散。
工具在每次使用前必须经过 UPW/IPA(95/5%)擦洗干净。
所有部件的组装和焊接必须在现场的洁净室中进行。管路和零件的保护袋只能在
安装之前在洁净室中拆除。洁净室中的施工用工具/机器必须最少，并且必须经过科
大的确认，并接受科大的监督。在任何情况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和洁净室管理
规定。
不允许在没有戴手套的情况下直接用手触摸部件/零件的暴露部分，以防止污染。
只可以使用经过科大同意使用的洁净室手套。
禁止使用短管焊接来产生长管以使用。
弯头部份大于及等于 15A 的管子需使用 90 的弯头,小于及等于 1/2” 的管子则需
使用弯管器。
自动焊接机的状况可藉由制作测试用样品片来检查 ; 至少每天做一次,于早晨焊
接工作开始之前。
管线与零件的清洁：
所有的管子与其零件须于制造后以管帽盖住开口处、封装后,始可运送至现场; 任
何管子与零件在弯管、切割及焊接诸如此类工作之进行前, 需确定其清洁度可维持的
情形下始可拆封。
焊接工作开始进行中用高纯氩气来喷洗管线内部。（氩气纯度：99.9999%）
不经中心工程师同意，施工厂商不得操作，调节上线的管路，阀门及仪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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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标牌：
标签标准按照统一确定的尺寸与颜色之规定。所有完成的管路必须具备标签，在
直管上至少每隔 2 米张贴，管路转向处必须张贴，标签应清晰，直观，明显，并标明
流体，流向等。
管路标签由气体配管管路安装人员在管路安装时张贴。吊牌由气体配管管路测试
人员在管路测试完毕时准备，在协同科大工程人员开启阀门时吊挂。
特殊需求：
气体二次配管从设计到安装必须符合当地防地震规范
管路采用 5 倍弯以上。对于特殊气体，包括 H2，只可使用 MICRO FITTING/L‐BOW，
或成型的双套 90 度弯头。地板以上全部采用 MICRO FITTING/L‐BOW 或成型的双套 90
度弯头。
所有的配件必须与管路相同内径/壁厚；配件尺寸，公差，热码必须达到高品质，
高稳定性，以适合于轨道氩弧焊。
所有 Micro‐fitting or tube fittings 均可用于所有机台的二次配管。
所有二手的/划伤的 Micro‐fitting or tube fittings 均禁止用于所有机台的二次配管。
工作范围:
涵盖范围由各种不同气体的起始点连接至各生产机台。
主管路（Main）为由气体的起始流出点（take‐off point）至无尘洁净室中的第一
组分支阀为止。
支管（Branch）由无尘洁净室中之分支阀至机台点(point of use)。
工作环境：
洁净室和次洁净室
配管完成后的检查：
外观目检，送样本。
焊接点目视检查。
若遇停电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后必须送样本。
锁入配件目检。
压力/侦漏检验。
微尘测试。

38

第七章 厂商违规处罚条款

纯度测试。
穿戴手套：在进行每一个操作时必须穿上干净无尘胶质手套，严禁使用裸手操作。
在开始进行工作前,需先检查使用的工具是否清洁。
每一管线于切割时必定使用切管器且要避免小碎片进入管中。
每一段切割至所需长度的管子后，立刻以帽盖覆在两端开口，并以塑料套膜包装
好储存,直到需要安装这些管线前再拆封。
配管工作之预作：
检查并确定所需的材料。
实施试焊。
进行焊接工作 (一般为尾端对焊) 。
焊点的外观部份处理。
确定预作的管子其长度与绘制图或现场量测的相符。
以帽盖将两端封住。
配管应避免事项：二种以上气体共用一条管路。
管线支架的装设：
支架的材质按业主统一规定制作,且藉由装配在天花板、墙缘、梁柱及设施等可固
定管线之处。
支架的摆设位置需依现场实际状况予以量测并架配之。配管时需考虑管线工作处、
气体种类、维护及配设之美观程度等。
管线之间的架设间距至少为 20mm 以上。
螺栓与螺帽为经表面处理过之材料。
管线架设工作：
确定每一段制作的管子的编号符合它们要被摆放的位置无误。
先予以摆放至要被架设的位置以确定其长度适合原来的设计。
使用塑料方块在末端支撑住，并小心使其保持的洁净度避免被破坏。
使用自动焊接机对焊。
焊道的外观氧化膜部份需处理干净。
管线架设时需依现场状况作处置，一般而言管路架设不得架于共同管架的最下方，
至少需离底部 50m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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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焊接机的对焊法：
处理管材的端面、凹槽斜角部份。
使用高纯度的氩气以设定好的流速循环通入管中。
将欲焊之两管中心对准后沿圆周各点焊 3~4 处。
焊接尾端处覆以干净塑料袋,以隔绝大气中之尘埃、水气及不纯物。
即使焊接完成,也要继续通以氩气保持循环状态,并使焊接处金属基底降温
将焊接操作如电流、时间等记录之。
测试目的：
为了确保材料和各部件、管路的二次配系统符合设计和执行的规格和标准，这一
标准需求必须符合相应的生产条件。
是在中心的工程师测试验收前，气体二次配厂商必须先测试直至达到满意的要求。
因此厂商需要在一周前通知工程师并提交先前的测试记录，然后进一步的测试及校准
（测试结果有效期为 6 个月）。
所有正式的测试必须由气体二次配厂商或其下包以及中心工程师进行。
测试记录结果必须提交科大来审核和签字表尚且同意测试结果。
如果测试失败，厂商须在不影响工程进度的情况下按中心工程师的要求更换影响
测试结果部分的管道并承担费用。
各机台二次配系统正式的验收合格将在完成设备衔接后，且设备负责的工程师和
制程工程师签收后。
厂商有责任提供所有的测试工具，器具和承担每次测试的消耗。
测试需要操作的阀门悬挂明显的挂牌。
指定人员进行阀门的开关操作，非指定人员不得操作阀门。
测试内容：
保压测试

使用高洁净度的氮气，在 take‐off 点和机台接头处加压至 9 kg/cm2，
验收标准是没有压力下降或者仅 1%的压力下降。持续地监控记录下压力情况绘
制成图表。
厂商须提供所需的测试工具并承担消耗。
保压测试应用于 take‐off 点和制程机台之间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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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宗气体管路，压力控制在 9 kg/cm2，持续保压 24 小时。
对于特殊气体和机台内部气体管路，管子内压力控制在 9 kg/cm2，持续保压 24
小时。
对于双套管管路的外部管子的压力控制在 9 kg/cm2，持续保压 24 小时。
氦气测漏

每个机台的气体二次配都需要进行氦气测漏，管路需要先抽真空至<200 mbar，
再用氦气测试泄漏率。
验收标准泄漏率是< 1.0E(‐9) bar‐cc/sec。
厂商需要提供所有测试工具（事先由科大确认认可的工具）和使用的氦气。
侦测器的精确度必须允许最大的泄漏率。
颗粒测试

除了 CDA /GN2 管子，所有的管子都需要进行颗粒测试。
在颗粒测试前每一根管子都必须用高纯度的氩气和氮气彻底吹洗至少 1 小时。
每一个机台的接点都需要用高纯度氮气连续地吹扫。
必需连续测试 3 次，验收标准是=< 1 particle counts increase /CFT @ 0.1 um。只有
颗粒测试合格的管路才可以继续下一步骤的测试。
厂商须提供所需的测试工具并承担消耗。
水分及氧气含量测试

在通过颗粒测试后，除 CDA / GN2 的管子，所有管子都需要进行湿度及氧气含量
测试。
测试将监督每个机台的 P.O.U.使用高纯度氮气。
测试标准是超过 30 分钟控制在< 10 ppb 之内，分别用于水分和氧气。
持续地监控记录下数据绘制成图表易于分析利用。
厂商须提供所需的测试工具并承担消耗。
测试结果确认
在符合所有以上验收测试标准后，机台的气体二次配工程即被视为合格。
真正的移交将在设备工程师和制程工程师确认。
管路的目检工作：
检查管子、配件、阀头、法兰、螺钉、螺帽、垫片及其附件与工程图相符,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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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完成的工作无误;而后,贴上一指示流动方向、气体名称的标签。
确定支撑管线的支架安置无误。
确定各气体的管线确实连接到生产机台设备的每一需求点。
确定配管的工作不会损害其本身维护能力及美观程度。
检试其检验报告及管线的标记以确认管线的确依照所设计的规格及标准配设。
以目视检查管子、配件、阀头、法兰、螺钉、螺帽、垫片及其附件之外表,以确定
其没有遭受外来的损害、表面腐蚀或发生裂痕。
焊接点的目检工作：
焊接部份不可过度凹陷于整个金属底部。
金属底部不可过度的凸起。
锁入配件的外观目检工作：
确定锁头安装与规格相符无误。
确定所有的配件均正确地旋入无误。
确定锁入配件的配管其弯管的半径需足可容许其帽盖的移出。
确定任何一根短管均不会被过度地被安装。
测试报告
完成、检查并签核所有测试报告。
对于大宗气体，经中心工程师现场确认管路完成。中心设备工程师提早一个工作
日提出送气要求，同意送气的情况下，由气体承揽商人员配合设备工程师需要，由中
心工程师开阀送气，衔挂吊牌。
送气时应注意，先将调压阀关闭，再开前端手阀，然后逐渐调节压力，防止压力
升高过快。
送气时应注意，机台内部的手动阀门关闭，调压阀关闭，等气体进入机台，压力
稳定后设备再开手动阀门，调节压力。
对于 CDA， GN2，PN2，配合设备工程师需要，气体承揽商人配合中心工程师开
阀送气，衔挂吊牌。送气完毕之后，设备必须与厂务人员确认送气状况已经达到机台
要求。
对于 Ar，He，在确认气体管路测试通过，并且确认主系统 take off 阀门关闭的情
况下，可以由机台为该气体管路抽真空, 需要抽真空的部分包括：从机台到 take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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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的所有二次配管管路，管路中的阀门必须全开, 调压阀全开。在机台完成超过 8
小时抽真空并通过漏率测试之后，配合设备工程师需要，由气体承揽商人员配合中心
工程师开阀送气，衔挂吊牌。送气完毕之后，设备必须与厂务人员确认送气状况已经
达到机台要求。
对于 H2 和所有特殊气体管路，
在确认气体管路测试通过，并且确认主系统 take off
阀门关闭的情况下，可以由机台为该气体管路抽真空, 需要抽真空的部分包括：从机
台到主系统 take off 阀门的所有二次配管管路，管路中的阀门必须全开, 调压阀全开。
在机台完成超过 8 小时抽真空并通过漏率测试之后，配合设备工程师需要，由气体承
揽商人员配合中心工程师开阀送气，衔挂吊牌。在送气之前，必须通知科大气体主系
统值班工程师。送气完毕之后，设备必须与厂务和气体主系统值班工程师确认送气状
况已经达到机台要求。
对于 BCL3 这些需要管路加热的气体，在送气之前，其管路必须提早通知厂务二
次配管人员进行加热。BCL3 需要烤管，打开温控箱，设定温度 60 度或根据设备要求
的温度进行设定，烤管时间 24 小时或根据设备要求，将管内水分蒸发完毕后，烤管
结束，关闭温控箱，再进行送气。
气体承揽商测试组负责工程师应在每天向科大提供已经完成测试的机台的气体
种类。气体承揽商应该协同科大进行为机台送气的工作。

6.5 冷却水/制程真空二次配技术规范
6.5.1 设计规范
PCW 系统
PCW 二次配工程与机台的连接是封闭式形式的，是由供水和回水管路组成的。
管道尺寸的大小须按照机台会勘时设备工程师提供之有效数据来制定。
单点的阀门组或表盘是由以下仪表，仪器等组成：
球阀 （供水及回水）
压力表 （供水）
流量计 （回水）
全部管路从预留点开始都是由 SS304 Sch10S 硬管及配件组成的。接到机台使用点
之前是用橡胶高压软管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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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洁净室的流量计建议采用卧式流量计，辅助区建议使用立式流量计，所有流量
计量程须符合机台及相关要求。
PV 系统
PV 系统二次配管是有规划的从各自的预留点开始配管，连接到制成区及支持区
的机台和附属机台上。
管道尺寸的大小须按照机台会勘时设备工程师提供之有效数据来制定。
表盘将安装 1 个 UPVC 球阀来控制该使用点的使用。
全部管路都是由 UPVC 硬管及配件组成的，并使用 PU/PE 软管接到机台使用点。
规范和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照明设计标准 （GBJ）
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
日本国家标准 （JIS）

6.5.2 材料规范
不锈钢管 SS304, Schedule 10S，按照 ASTM312 或同等规范。
不锈钢配件 SS304, Schedule 10S，按照 ASTM A403， ANSI B16.9 或同等规范。
PVC 管道及配件 UPVC, 1.0MPa，按照 ANSI，GB 或同等标准
高压软管 橡胶内加 1 层纲丝
温度范围：‐40°到 120°C，
接头标准：NPT
压力表材质 SS304，无充油。
流量计透明聚砜材质，SS304，NPT 接头。

6.5.3 施工规范
现场会勘：
确定机台位置, 所有相关工艺要求和 PCW/PV 的总点数。
确定管道洁净室位置。
确定所有表盘位置和安装难度。
确定所有支架，门型架位置和安装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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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符合相关工艺要求的预留点/连接点，以最近接点为最优先考虑点。
施工图纸绘制：
确定机台位置, 了解所有相关工艺要求和 PCW/PV 的总点数及每个点的尺寸。
确定管道上洁净室洞口位置, 表盘, 门型架和支架位置。
确认预留/连接点是否可以使用。确保管路和其它管路不会有管路打架情况发生,
确保不影响其它机台盘面安装.
开始绘草图，量尺寸等。
计算所需材料表。
将完成的草图和材料表交给现场工程师/现场监督工确认，签字。
将批准草图交于预制部门进行管道预制。
新机台制作/安装门型架，支架：
确定门型架位置，尺寸，应用材料等。
确定所有支架位置，数量，尺寸，应用材料等。(不锈钢管每 1.5~2.0 米距离要有
支架，PVC 管是每 1.2~1.5 米距离要有支架；拐弯处必须要有支架)。
开始按所定尺寸预制。
用洗洁精清洗所有预制好的架子，包装好，
准备好所有安装支架所需耗材，工具等。
进入洁净室前，用 IPA 把所有工具和支架擦一遍。
确保所有人员的洁净服等都穿戴整齐，干净。
将配电箱的电源接好，电钻，吸尘器，梯子等工具都准备好。所有安全措施都准
备妥当，确保施工范围的围护，所有动火，施工证齐备并放进施工“标牌”内。施工
“标牌”放在明显处。
用吸尘器将所有灰尘吸干净。
安装膨胀螺栓，支架附件等。确保螺丝锁紧。
安装完毕，清理场地，将所有垃圾和多余材料运出现场，保持场地干净整齐。
确保员工谨慎施工, 保管好所有工具和设备, 并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和最高的工
作效果。
确保不可随便使用他人东西或拆掉别人支架, 管道等。如有必要移动其它厂家或
业主的事物，必须先通知科大负责工程师，得到明确认可后方可继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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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预制：
根据已经确认好的图纸，算出需要在加工厂房预制的管道的尺寸。
将不锈钢管道尺寸进行开料、打磨。管道在切割前应按照现场绘制单线图核对材
料表、安装尺寸、下料尺寸，对管道规格、材质、等级、壁厚等标记及下料尺寸进一
步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下料。
安排施工人员将已经打磨好的管子根据图纸进行焊接并将表盘组装起来。焊接前
及焊接时注意：焊机接地在将要焊接的管道上，全氩弧焊接，启用高频引弧，钢丝刷
选用不锈钢质。用氩弧焊施焊时，应避免对焊接不利的通风，限制风速〈2M/S〉。禁
止在母材上引弧。焊接时，注意起、收弧处的质量，收弧时应将弧坑添满、多层焊的
层间接头应错开，氩弧焊时应滞后停气直至熔池凝固。所有对接焊缝要完全熔透并成
型良好，背部加强高不允许超过 2mm，而且对接焊缝不能超过 1/2 壁厚。焊缝宽度应
以每边超过坡口边缘 1—2mm 为宜。焊口组对前，应检查坡口质量，坡口表面不得有
裂纹、分层等缺陷。焊前应由管工和焊工共同确认焊材的牌号是否正确。
组装阀组及丝扣管件时, 先在丝扣管件上少许厌氧胶， 然后缠上生料带(缠 25 圈
或以上, 按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时再放少许厌氧胶，然后用合适的扳手将所有管件锁
紧。
将所有剩余的生料带清理整齐,干净。
对于 PVC 管道：
根据已经确认好的图纸，算出需要在加工厂房预制的管道的尺寸。
将 PVC 管道尺寸进行开料切割并将管口切平，管道在切割前应按照现场绘制单线
图核对材料表、安装尺寸、下料尺寸，对管道规格、材质、等级、壁厚等标记及下料
尺寸进一步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下料。
用锉刀将粗糙部分磨平，并将直管内外之锉屑擦净。直管末端切成斜角。
使用干净、干燥的布擦拭去管件末端内外之污物与水分。
涂抹清洁剂:
步骤 1:使用约管外径 1/2 宽毛刷子，均匀涂抹清洁剂与配件接头处之内部，反复
约 5‐15 秒。
步骤 2:涂抹直管外部，涂抹部分与插管配件之深度相同。
步骤 3:天冷时，涂抹次数增加，以确保清洁剂的软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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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管件涂抹后须保持清洁。
涂冷胶：
步骤 1 确定直管末端上胶的长度，至少与插管配件的深度相同。
步骤 2 在配件插管处涂冷胶。
步骤 3 在直管处涂冷胶。
接合：
步骤 1 直管完全插入配件，并旋转 1/4 圈。
步骤 2 紧握结合处约 10‐15 秒，以确定不会松动。
步骤 3 将周围多余涂剂拭去。
步骤 4 完成接合。
结合后，搬运及进行各项测试前所需之干燥时间：
小尺寸管件结合后，二分钟内不应移动或破坏。
进行 100%压力测试前所需之干燥时间：
表面温度

表面温度

表面温度

32℃~65℃

10℃~32℃

‐12℃~10℃

1/4”~1‐1/4”

4 小时

5 小时

7 小时

1‐1/2”~2‐1/2”

6 小时

8 小时

10 小时

3”~4”

8 小时

18 小时

24 小时

直管尺寸

高温下施工时须注意：
涂溶剂前 1 小时至结合前，管件不应受阳光照射。
涂溶剂之动作要迅速。
涂完冷胶后结合动作亦须快速。
低温下施工时须注意：
管件与溶剂置于较温暖处。
尽可能于较温暖地方进行施工。
在室外遮阴处，间接加温至 5℃。
施工前管件须擦干水分。
清洗所有预制好的管道并且包装好。
管道现场焊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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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道的支架要求（PCW 每 1.5~2 米一个支架，PVC 每 1.2~1.5 米一个支架，
并且拐弯的地方必须要有至少一个支架。），将支架安装在现场。
将所有该机台的管道按照横平竖直的要求安放在牢固的支架上。
安排焊接工人将所有管道的现场焊接口焊接起来。
将所有现场焊接的焊口用铁刷刷干净，除去表面的氧化物。
安装所有丝口连接处，安装方式按照现场实际情况而进行, 并将在丝口外多余的
生料带去除，安装流量计时注意用扳手卡住接头端缓慢锁紧。压力表与主管道连接处
配切断阀门以保证可以在出现问题时拆除。
将表盘正确地安放在门型架或支架上。
管路现场测试
检查好现场安装的管道是否全部焊接好，丝口连接处是否锁紧。
检查管路的控制阀门和表盘阀门是否全部关闭，标签都粘贴好。
将高压软管的公牙直接头锁紧到表盘上去，并将所有的供水管路和回水管路一一
对应地用高压软管连接起来。
管路上高压软管允许弯度半径 r 与软管规格 R 有以下要求：SIZE=1/2”,r>=180mm;
SIZE=3/4”,r>=240mm; SIZE =1”,r>=300mm; SIZE =1.25”,r>=420mm。在安装高压软管时确
保软管任何部位弯度大于允许范围。
为了保护和延长软管的使用寿命，安装时要根据现场需要增加弯头或管节等辅助
配件。
将塑料薄膜铺设在管道下面或旁边的设备,机台等。
将塑料盒子放在软管接头部分,防止水滴漏到下面设备上。
管道测试：
PCW 管道：打开供水和回水阀，让水充满所有管道后将供、回水阀关掉，试压
0.5MPa,并保压 4‐8 个小时。记录保压开始的压力读数；
PVC：接入系统，将阀关掉，检查是否有漏气现象。
检查所有焊口及丝扣连接接口是否有漏水漏气迹象。若有迹象，即刻停止测试工
作并对漏水漏气接口处进行修补。
重新测试，检查修补接口，合格后贴好标签挂牌。
管道安装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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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好现场安装的管道是否全部焊接好，丝口连接处是否锁紧。
检查管路的控制阀门和表盘阀门是否全部关闭，标签都粘贴好。
检查所有支架是否按照图纸或标准规定安装, 足够, 是否歪曲, 安装不妥等。
检查所有管道安装是否按照图纸标准, 是否直线, 合理安装等。
检查所有标签是否贴正确, 是否足够以及明显显示。
检查所有阀门标签挂好及正确。
检查所有高压软管接对口, 并且标好编号。
二次配及送水：
检查好现场安装的管道是否全部焊接好，丝口连接处是否锁紧。
检查管路的控制阀门和表盘阀门是否全部关闭，标签都粘贴好。
将所有的供水管路和回水管路一一对应地用高压软管连接到机台连接点。先将过
渡接头锁好,将高压软管夹头螺母用手锁到底，再用扳手根据规定的力度锁紧。
询问设备工程师有关要开启的阀门。先把回水阀打开，然后慢慢的打开供水阀，
按照要求的流量控制阀门开启的大小。
将“开”的标签挂在已开启的阀门上。未开的阀门继续保持关闭，同时挂上“闭”
标签。
检查所有丝扣连接接口是否有漏水迹象。若有迹象，即刻停止测试工作，将管道
里面的水放在塑料盒子。对于漏水接口处进行修补。
重新测试，检查修补接口。
日常维护需定期检查剩余管路是否老化.
关闭阀门前，仔细确认标签挂牌是否正确。
所有进场施工人员都必须经过无尘室施工注意事项的培训,且全部合格。

6.6 电力系统二次配技术规范
6.6.1 设计规范
通用原则：
配电装置各回路的相序必须与设备开关一致，分别应为Ｌ１相黄色，Ｌ２相绿色，
Ｌ３相红色。
选择插接的位置按美观就近原则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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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线径符合电气技术标准。
保证接线可靠，一个回路中与机台间的连线中间不能有任何接头。
相与相，相与地，相与零之间绝缘>500M 欧（500V 的绝缘等级）。
电缆线径符合电气技术标准。
BREAKER 规格
电 线 使 用 规 格

20A 30A 40A 50A 60A 80A 100A 125A 150A 175A 200A 225A 250A 300A 400A 500A

2.5 4

(mm2)

10 10 16 25 35

35

50

70

70

95

95

ANSI C39.1电气模拟指示仪器的要求。
ANSI/IEEE C12.1电气仪表的法规。
ANSI/IEEE C37.04交流高压断路器对称电流值的标准额定结构。
NEMA/IEEE C37.06交流高压断路对称电流值的优先额定及相关要求容量。
NEMA/IEEE C37.11交流高压断路器对称电流或全电流值的电气控制要求。
NEMA/IEEE C37.12交流高压断路器对称电流或全电流值的指导规范。
ANSI/IEEE C37.20配电盘组装的标准，含金属包覆总线。
ANSI/IEEE C37.13仪器用变压器的要求。
GB\T12706.3‐2008 中国国家标准。
GB50303‐2011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168‐2006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14315‐2008 电力电缆导体用压接型铜、铝接线端子和连接管。
断路器必须符合 IEC502，IEC 56，DIN EN ISO 9001，DIN VDE O670，IEC 694 及 GB1984
之有关规。
断路器必须经国家认可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审查合格。
注：施工应遵循以上标准，如有不一致或争议应以业主意见为准。

各种规格的电缆需经以下测试合格.
局部放电试验：额定电压为 18KV 及以下电缆放电量《=20PC;
20 度的导体直流电阻：铜芯《=0.017241 欧 m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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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电工技术规范。

6.6.2 材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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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压实验：额定电压 U 为 3.6kv 及以下电缆施加 2.5U+2KV 电压；额定电压 U
为 3.6kv 以上电缆施加 2.5U 电压，持续 5 分钟不发生击穿现象。
使用特性：
阻燃电缆
电缆的最高长期工作温度为 90 度，
电缆敷设时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0 度，电缆弯曲半径大于电缆外径的 10 倍。 在发
生短路时，导体最高温度不大于 250 度，持续时间不超过 5 秒。

6.6.3 施工规范
施工图纸绘制：
预留点位置(配电盘 )
管路在洁净室的规划走向和位置。
管路在高架地板和洁净室地平面之间的规划走向和位置。
管路在高架地板和机台之间的规划走向和位置。
所有图纸应该包括详细尺寸和标注。
设备施工路径需与其它系统协调且经过工程师同意后方可施工。
材料进场：
备齐施工所须之各项材料。
材料品质需严格管理。
预制的管路部分应置于一个临时的由厂商准备的环境里，所有的管路和部件在设
备机台使用前需要彻底地用超洁净的去离子水和 IPA 溶剂(95%/5%)或符合洁净室要求
的方法进行擦拭，在净化和干燥后放置于检查密封的包装内。
预制管路运抵现场，在使用前须经过检查确认材料洁净度。
非无尘材料一律不可携入无尘室。
进入实验室内之工具箱,储物箱须擦拭干净。
任何材料之使用必须按照送审资料规范,不可以使用代替品，若更改型号需经业主
开会讨论。
工具规格：
所有的工具都必须在每次使用前进行洁净处理以确保洁净。
不同设备容量配线应使用适当之工具严禁使用替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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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查工具品质及数量。
施工准备：
施工区域一律以警示椎及警示带防护, 避免其它人员进入
施工现场须有专职安全员监督,并填写纪录。
施工前先确认施工区域是否清洁,若有其它残留物应先清理。
施工中不可踩踏机台,遇特殊状况时应征得设备工程师同意。
在离地面 2 米的高空进行施工时，需佩挂安全带保证施工安全。
施工时应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收工前作业地点应整理妥当。
作业中严禁任意操作非相关设备各种开关。
处理操作机台前必须了解机台及相关接口设备状况，并获甲方工程师许可。
没有施工作业负责人陪同，承包商不得进入高风险区域，如气体供应室，化学品
供应室，零件清洗室等。
施工后须将所有作记号之标记带清除。
每日施工后需将曾经施工区域之工程废料清除干净。
施工过程中要整理好所用工具和材料，如有打开高架地板作业，须专人负责看管
被打开的地板，以防止他人坠入受伤。
所有人员都必须经过无尘室施工注意事项的培训,且全部合格。
CABLE TRAY& EMT PIPE 配置
现场工程师严格管制施工安全及品质并做纪录。
CABLE TRAY 及管路施作时须平整,配合连结处每 1.5M 须加 SUPPORT 固定。
CABLE TRAY 每一分岐处(L 型, T 型)另行加装 SUPPORT。
所有 TRAY EMT 安装必须是横平竖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标。切割处必须做
相应的处理，以免毛刺刮伤电缆。在工程中所使用的桥架弯头必须是合格厂家出品，
严禁在现场自制加工，特殊情况下须经检验合格后才可加工使用。
电缆管配置一律以 EMT PIPE 施作，连接设备端须配置防水金属软管（最大长度
小于 1.5M），以上配管器材需做适当之固定。水平或垂直敷设的明配电线保护管，其
水平或垂直安装的允许偏差为 1.5‰,全长偏差不应大于管内径的 1/2。
电缆管弯曲加工变更方向时应使用适当之配件，如在工地变曲加工时，应使用标
准之弯管器。电缆管在弯制后，不应有裂缝和显著的凹瘪现象，其弯扁程度不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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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外径的 10%；电缆管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所穿入电缆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连接盒或配电箱（盘），可使护圈及制止螺丝圈锁紧。
HOOK‐UP 专用 CABLE TRAY 需贴上统一卷标。
所有吊架均需平整,型钢终端加封头。
TRAY,管路安装于地上及壁面时须以 SUPPORT 固定不可直接安装于其上。
TRAY,管路施工时均须使用标准配件,不可自行制作及使用代替品。
HOOK‐UP TRAY 与主系统 TRAY 连结处,除特殊状况无法开孔外均以开孔方式施作。
EMT 配管时,水平方向之管接及盒接扭断螺丝一律朝上,垂直方向之管接及盒接扭
断螺丝一律朝前且螺丝均需扭断。
EMT 与 TRAY 连结处,除特殊状况无法开孔外,均以开孔方式施作。
管路施工时不可随意绑扎于其它系统管路上。
TRAY,管路系统均需接地。
任何钻孔,切割均须使用真空吸尘,不使用时应立即关闭避免造成空吸。
施工中多余之壁上钻孔须修补平整。
材料切割后其切割处需做适当之处理。
PLUG‐IN 进线一律使用防水电缆头。
电源插座：
型号和品牌：220V/10A（白色）,208V/10A（蓝色）使用松下电器及同等品质 3
孔插座；120V/15A（红色）,208V/30A（黑色）,220V/30A（黑色） 使用松下电器及同
等品质 3 孔插。
CABLE 布置：
CABLE 规格之选用应符合其安培容量及业主规定。
CABLE 布于 TRAY 内须排列整齐,扎线方式需固定且方向统一。
电力 Cable 不可与弱电系统之 Cable 交叉。
Cable 须沿着图上所示路线安装，且细部工作须于工作开始之前须经业主同意。
Cable 之排放须按计划予以顺序排列，无不需要的弯曲及交叉，且使任一 Cable 之移动
不扰乱邻近的电缆。
所有 Cable 须适当地予以保护以免有机械损害之危险，而使其能易于正常状态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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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Cable 在制造长度内通常安装成两端之间要全长连续，不准有中间接头。
CABLE TRAY 布满时需另行施作,增加 CABLE TRAY,CABLE 一律不可裸露在外。
CABLE 扎线方式须配合线径大小适当调整。
CABLE 布于 TRAY 时应配合设备开关方向,由左至右(R,S,T)避免 CABLE 交叉重叠。
Pre Hook‐Up 施工完成后需将配置之 Cable 裸露部分以胶布包覆并挂上卷标。
Power Panel 机台设备接线：
Breaker ,Plug‐In 安装前须做相关安全测试。
Breaker ,Plug‐In 之选用须符合设备容量。
配线时须由专职人员施作严禁他人替代。
配线时须有适当防护措施(绝缘垫,绝缘手套) 。
配线时须有工程师在场不可单独作业。
配合开关及线径使用适当之材料严禁使用替代品。
配电盘内严禁使用尖锐之工具施作。
Cable 连接 Power Panel 之 Breaker 时必须使用适当之工具(专用剥线钳)预先剥好
预留长度，再接至 Breaker。
盘内配线需排列整齐并以扎带加以固定。
电源与设备连结时 CABLE 25MM2 以上须配合机台开孔施作 25MM2 以下则以软
管加护套施作。
电缆接线端必须压接线端子，且接线端子分别加装色套,色套识别为下：
A

B

C

N

E

黄

绿

红

兰

绿黄

3∮4W

黄

绿

红

2∮3W

黄

绿

2∮3W

黄

3∮5W
(含接地)

2∮3W

绿

备注

绿黄
绿黄

红

绿黄

红

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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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

黄

1∮3W

绿

1∮3W

红

黑

绿黄

黑

绿黄

黑

绿黄

视开关占
用之相序
视开关占
用之相序
视开关占
用之相序

设备接入点须标示其来源。
盘进线方式：
电盘可采用上进线方式，但必须采用可靠密封方式。
各类电盘，如 PC，PCC，PLC panel, Control panel, LCP, Lighting panel，必须采用下
进线。
各类电盘，如三芯/四芯线径大于 95mm2，单芯大于 120 mm2，本线径电缆可采
用上进线，但必须采用可靠密封方式。
送电：
各个机台的二次配工程都需要检查其工艺、洁净度、是否贴卷标、安全等符合二
次配设计（材料、管子尺寸、配件类型和尺寸），再接着的测试前是否放好支架等。
厂商必须在下次的检查中纠正所有的违反项目。验收报告必须记录检查的结果并上交
项目经理确认。经目测验收合格的电力管线将继续测试，从主系统的 Take‐Off 点到设
备接口。所有管路必须保持水平或竖直，以保证美观的要求。
机台送电前，检查设备外壳接地状况，以防存在安全隐患。
完成电力二次配‐设备检查表（见附件）。
定期检查各个接点的温度，以防止接头松动。电缆接头以及开关箱体的温度不能
超过 45 度，如果超过 45 度，就要检查负载及接头状况。
完工图纸制作：
设备单线图。
盘内单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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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电力二次配设备检查表
设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次侧电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备回路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

检查内容

说明

1

厂务电源侧(配电盘.插座盘.母线槽)之使用是否超过额定容量

<70%

2

电缆(线)规格是否正确

3

电源(线)绝缘测试是否正常

是/否

4

电缆(线)导通测试是否正常

是/否

5

开关规格是否正确

6

开关绝缘测试是否正常

7

开关设定是否正确

长延时整定值：

是/否
短路延时整定值：

是/否

8

开关安装是否正确.底座螺丝是否锁紧

是/否

9

导线管系统，电力电缆桥架安装是否排列整齐合理

是/否

10

各项配管及电缆托架是否按照规定在适当处加以支架固定

是/否

11

导线管系统，电缆托架及配线系统是否接地

是/否

12

电力电缆(线)与讯号电缆(线)是否隔离且无交叉重叠

是/否

13

电缆(线)设于托架上，是否适当处扎带固定和排列整齐

是/否

14

电气间隙是否大于 8mm；爬电距离是否大于 12mm

是/否

15

电缆线扎带是否合理排列并已经被合理修剪

是/否

16

电缆(线)是否无机械损伤；标志牌是否装设齐全、正确、清晰

是/否

17

电源进入设备侧是否以电缆头(软管头 )保护

是/否

18

设备电源接线端铜线是否裸露

是/否

19

三相色套的颜色是否正确

是/否

20

电源侧接线是否正确

是/否

21

电源接线端子是否锁紧且标上记号

是/否

22

电源及设备侧是否有标示

是/否

23

施工区域是否标示及合理的被隔离

是/否

24

施工申请单是否过期.区域是否正确

是/否

25

施工人员接线时是否有安全防护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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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施工完成后是否清理现场

是/否

27

电力电缆弯曲半径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是/否

28

电缆接线鼻子的平面部位是否与铜排完全接触

是/否

承包方:

日期:

业主方:

日期:

电力二次配设备检查表 2
1
2

设备名称：

回路名称：

一次侧电源：

区域：

开关（断路器）类型/大小：

长延时保护整定值：

短路延迟保护整定值：

□

否

□

3

设备及电源侧是否有正确标识：

是

4

设备需求：

电源开关（断路器）规格：

5

电缆（线）规格：

6

接线端子规格：

接线端子是否锁进并表上记号

绝缘测试

相对相

7

是

色套颜色是否正确（A-黄 B-绿 C-红）

相对零

相对地

□

送电标准值：>500 兆欧
A-B

兆欧

A-C

兆欧

B-C

兆欧

A-N

兆欧

B-N

兆欧

C-N

兆欧

A-E

兆欧

B-E

兆欧

C-E

兆欧

A-B

伏特

A-C

伏特

B-C

伏特

A-N

伏特

B-N

伏特

设备电压数值

8

相对相

相对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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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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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

9
10

C-N

伏特

A-E

伏特

B-E

伏特

C-E

伏特

设备相序是否正确

是

□

否

□

备注：

厂商测试工程师

日期

厂务工程师

日期

设备工程师

日期

6.7 超纯水二次配技术规范
6.7.1 系统设计
UPW 二次配工作范围：
管路按机台需求进行配管，从主系统预留连接到所有生产区域的制程机台和相关
附属机台。
UPW 二次配工作依据：
机台对厂务 UPW 二次配的具体要求，包括所需 UPW 流量，压力，接头形式和尺
寸。具体内容由科大的设备工程师填写，厂务按设备工程师提供的详细需求进行施工。
空间设计：
横平竖直。水平管路呈南北方向或东西方向。
与其他管路协调管路空间，遵守大管空间优先原则。
无交叉，无阻挡，不影响其他设备和部件的活动，开关及拆卸路线。
管路走向：
为保证纯水流动循环以防细菌滋生，根据同程回水原理，纯水二次配配管原则为
先进后回，后进先回。（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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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配配管样式：
样式一：

样式二：

样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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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四：

标准 UPW 接头：
对于所有的 UPW POU，制程机台必须安装标准的 UPW 管路接头：PFA 或 PVDF 接
头。
UPW 接口型式一：PVDF Butt weld
UPW 接口型式二：PFA

Flaretek

UPW 接口型式二：Super Fitting
检查：
各个机台的二次配工程都需要检查其工艺、洁净度、是否贴标签、安全等符合二
次配设计（材料、管子尺寸、配件类型和尺寸），再接着的测试前是否放好支架等。
厂商必须在下次的检查中纠正所有的违反项目。验收报告必须记录检查的结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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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项目经理确认。

6.7.2 材料选择
管道及配件
管道及配件：选用 PVDF 和 PFA 材质。
阀门：选用 PVDF 隔膜阀。

6.7.3 施工规范
焊接和安装：
现场安装必须铺设厚 PV 簿膜，以保护架高地板或环氧树脂涂层，施工人员禁止
在簿膜上走动，防止产生灰尘。
准备焊接用的 PVDF 管材必须放置在架上，不马上用的管材先不拆封，使用中的
拆封的管材必须封住两头。
只可以使用自动式焊。
承揽商应使用经过科大确认/许可的工具，且应专门为该项目使用的（以免交叉
污染）。工具在每次使用前必须经 UPW/IPA(95/5%)擦洗干净。
所有部件的组装和焊接必须在现场的洁净室中进行。管路和零件的保护袋只能在
安装之前在洁净室中拆除。洁净室中的施工用工具/机器必须经过科大的确认，并接
受科大的监督。在任何情况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和洁净室管理规定。
不允许在没有戴手套的情况下直接用手触摸部件/零件的暴露部分，以防止污染。
只可以使用经过科大同意使用的洁净室手套。
禁止使用短管焊接来产生长管以使用。
对于热水管路连接一律采用法兰连接。
焊机的状况可藉由制作测试用样品片来检查；检查至少每天做一次,于早晨焊接工
作开始之前。焊机必须由接受过专业培训及考核的焊工操作。热熔对接时，注意观察
焊缝的状况。
必须严格选用与管路同规格的夹具来固定管路。
在焊接中，必须以管帽盖住管路非焊接的末端。
管线与零件的清洁：所有的管子与其配件需于制造后以管帽盖住开口处，封装后,
始可运送至现场； 任何管子与零件在切割及焊接诸如此类工作之进行前, 需确定其清
洁度可维持的情形下始可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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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员都必须经过无尘室施工注意事项的培训,且全部合格。
标签/标牌：
标签标准按照科大确定的尺寸与颜色之规定。所有完成的管路必须具备标签，在
直管上至少每隔 2 米张贴，管路转向处必须张贴，标签应清晰，直观，明显，并标明
流体，流向等。
管路标签由纯水配管管路安装人员在管路安装时张贴。吊牌由 UPW 配管管路测
试人员在 TURN ON 时协同科大工程人员开启阀门时吊挂。
工作环境：
洁净室和次洁净室
配管完成后的检查：
外观目检。
焊接点目视检查：
锁入配件目检。
压力/侦漏检验。
穿戴手套：在进行每一个操作时必须穿上干净无尘胶质手套，严禁使用裸手操作。
管路下料
序号

项

步

目

骤

备

注

制造地点

1 材料检查

○

逐项检查各项材料是否符合订单上的规格

洁净室

2 机械切割

○

切割至所需长度及使用机器将端点磨平

洁净室

3 焊接及安装

○

由通过资格鉴定的技师负责焊接之相关工

洁净室

作分段逐一检查
4 安装后的检

●

将管子两端覆以帽盖并以塑料套膜包装

5 防尘帽盖

◎

整组封好运送之

6 储存

○

查工作

管路安装
1) 材料检查：
材料一经递送到施工单位则必须立即就其订单规格来检验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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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械材料：
在开始进行工作前,需先检查使用的工具是否清洁。
每一管线于切割时必定使用切管器且要避免小碎片进入管中。
3) 切割完毕后的动作：
每一段切割至所需长度的管子后，立刻以帽盖覆在两端开口，并以塑料套膜包装
好储存,直到需要安装这些管线前再拆封，如管口有碎屑的，需要用 HV 进行吸尘。
配管工作之预作
检查并确定所需的材料。
实施试焊。
进行焊接工作 (一般为尾端对焊) 。
焊点的外观部份处理。
确定预作的管子其长度与绘制图或现场量测的相符。
以帽盖将两端封住。
管线支架的装设：
支架的材质按科大要求统一规定制作,且藉由装配在天花板、墙缘、梁柱及设施等
可固定管线处。
支架的摆设位置需依现场实际状况予以量测并架配之。
配管时需考虑管线工作处、维护及配设之美观程度等。
螺钉与螺帽须采用经表面处理过之材料。
管线架设工作
确定每一段制作的管子的编号符合它们要被摆放的位置无误。
先予以摆放至要被架设的位置以确定其长度适合原来的设计。
系统投入运行
对于送水，经中心工程师现场确认管路完成。科大设备工程师提早一个工作日提
出送水要求，必须先确认机台的所有排水管和相关排水系统都完好的情况下，由纯水
承揽商人员配合科大设备工程师需要，由中心工程师开阀送水，悬挂吊牌。
在送水前，先确认主系统预留阀门关闭的情况下，UPW 承揽商人员配合中心工程
师先检查管路、活接、阀门、支架及管卡等，看有无异常。送水完毕之后，设备必须
与厂务确认送水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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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水过程中，先要根据机台的情况，看是否有回水。（因为纯水系统的要求很
高，管路中不能有空气，否则会污染水质，引起主系统的当机，包括回水管）
如机台没有回水，只需要按程序先打开预留点的回水阀，再打开机台前的控制阀
的回水阀，让机台通过排水管排气，直到空气排完为止。再按前顺序切换两处阀门（关
闭回水阀，打开进水阀）将管路内的空气排完。
如机台有回水，看机台内部接回水管的管路上是否有止回阀，如没有止回阀或机
台内部管路有旁通，能在只开进水阀或只开回水阀的情况下把管路内的空气排到排水
管内，那可以按照 1）的方法将管路中的空气排空。
测试
1) 测试目的
为了确保材料和各部件、管路的二次配系统符合设计和执行的规格和标准，这一
标准需求必须符合相应的生产条件。
是在中心工程师测试验收前，UPW 二次配厂商必须先测试直至达到满意的要求。
所有正式的测试必须由 UPW 二次配厂商或其下包以及中心工程师进行。
测试记录结果必须提交科大来审核和签字表尚且同意测试结果。
如果测试失败，厂商须在不影响工程进度的情况下按中心工程师的要求更换影响
测试结果部分的管道并承担费用。
各机台二次配系统正式的验收合格将在完成设备衔接后，且设备负责的工程师和
制程工程师签收后。
厂商有责任提供所有的测试工具，器具和承担每次测试的消耗。
2) 测试内容
使用高洁净度的氩气和氮气，在预留点和机台接头处加压至 4 kg/cm2，持续一小
时。
验收标准是感觉没有压力下降或者仅 1%的压力下降。持续地监控记录下压力情
况绘制成图表。
厂商须提供所需的测试工具并承担消耗。
保压测试应用于预留点和制程机台之间的节点。
3) 测试结果确认
在符合所有以上验收测试标准后，机台的纯水二次配工程即被视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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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移交将在设备工程师和制程工程师确认。
确保纯水二次配系统的设计和施工都符合规格并没有延误等问题产生。
管路的目检工作
检查管子、配件、阀头、法兰、螺钉、螺帽、垫片及其附件与工程图相符,以确定
所完成的工作无误;而后,贴上指示流动方向、UPW 名称的标签。
确定支撑管线的支架安置无误。
确定各 UPW 的管线确实连接到生产机台设备的每一需求点。
确定配管的工作不会损害其本身维护能力及美观程度。
检试其检验报告及管线的标记以确认管线的确依照所设计的规格及标准配设。
以目视检查管子、配件、阀头、法兰、螺钉、螺帽、垫片及其附件之外表,以确定
其没有遭受外来的损害、表面腐蚀或发生裂痕。
焊接点的目检工作
焊接部份不可过度凹陷。
焊接部份也不可过度的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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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厂商违规惩罚条款
所有进入洁净室的厂商必须遵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的
安全卫生管理规定。违规者，将依据违规处罚条例直接以工程安全卫生环保违规
罚款告发单进行罚款。处罚条例中未提及事项，中心可根据违规程度给与相应处
罚。中心保留不做书面警告就采取行动的权利。
有下列任何一种或多种情况的违章施工，中心有权立即要求停工：
1) 有立即性产生安全、卫生、环保风险的违规施工行为
2) 有普遍性的安全、卫生、环保违规施工行为
3) 有再发性的安全、卫生、环保违规施工行为
4) 有可能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安全隐患的违规施工行为
5) 其他中心安全、卫生、环保负责人认为需停工的行为
对于因违规作业而引起中心现有设备设施损坏，厂商除应配合进行事故调查
外，所有损失应由厂商负责赔偿。
序号
1
2

施工违反的安全和文明规范
在净室内赌博，斗殴，睡觉，躺卧，跑步，打电动玩具
洁净室内吸烟，吃东西，喝饮料（或水），吐痰，大小便，嬉戏打
闹

处罚的金额
一次 500RMB
一次 500RMB

3

无中心工程师陪同私自施工

一次 500RMB

4

不按规定路径进出洁净间

一次 500RMB

5

进入洁净室未使用根据作业内容需要的安全设施，如：不戴安全
帽或额带不扣

一次 500RMB

6

没按规定穿洁净服

一次 500RMB

7

未经许可携带具有拍照功能的器材，笔记本电脑进入洁净室

一次 500RMB

8

携带香烟，打火机进入洁净室

一次 500RMB

9

未经许可携带违禁物品进入洁净室

一次 500RMB

10

带入洁净室的物品，工具，仪器未按要求清洁

一次 500RMB

11

洁净室内使用纸箱、木箱或纸类，木类容器或工具

一次 500RMB

12

施工现场没有施工申请单

一次 500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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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动火现场没有灭火器

一次 500RMB

14

施工现场没有围离

一次 500RMB

15

现场库板及地板被损坏（负责修复）

一次 500RMB

16

随意进入不属于施工单位使用的区域

一次 500RMB

17

乱动洁净间的管路阀门

一次 500RMB

18

材料储存区没有地面保护

一次 500RMB

19

作业区没有地面保护

一次 500RMB

20

工作完毕后，没有清理现场

一次 500RMB

21

产生灰尘作业没有用 HEPA 高效真空过滤器清理

一次 500RMB

22

脚手架或手推车轮子没有用无尘室专用胶带保护

一次 500RMB

23

无门禁卡、门禁卡过期或无洁净室培训授权进入洁净室

一次 500RMB

24

未经许可随意延长、变更作业时间

一次 500RMB

25

高架地板移开，原位置未设置警示围篱

一次 500RMB

26

攀爬，踩踏化学管、气体管、电缆盘（箱）
、阀门、设备，管路

一次 1000RMB

27

强行打开已封闭通道或通风门

一次 1000RMB

28

正常情况下，打开逃生门

一次 2000RMB

29

冒用、伪造他人门禁卡进入洁净室

30

损坏消防喷淋头，造成漏水，施工厂商赔偿一切损失并罚款

一次 10000RMB

31

特种作业未申请或无证上岗

一次 10000RMB

32

恶意破坏机台及厂务设施(负责修复)

一次 10000RMB

33

其它安全卫生违章

视违规情况而定

我已熟知以上处罚，如有违反自愿处罚

日

厂商

没收门禁卡 并罚款
2000RMB

期

签字

备注：如果发生重复或者没有在手册本文本中定义说明，所有一切未尽事宜,
需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及安全法规及业主我中心的安全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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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批准和解释
本手册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管理委员会决议通过，中心
主任批准后实施，修改时亦同。
本手册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起草人：
批准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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