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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C 系列 感光胶/光刻胶 (SP-C Series Photoresist) 
 

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SP-CN2016 系列厚膜光刻胶 

SP-CN2016 Negative Thick Film Photoresist 

   

规 格/Technique Feature:  

用途 Applications 

1.SP-CN2016 厚膜光刻胶系性能类似于 SU-8 厚膜光刻胶,采用旋转涂布方式,接触是曝

光,曝光波段为 i-line (wavelength of λmax:365nm),溶剂显影的高精度负性光刻胶。它

是应用于微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MEMS 器件制作的 Lift-Off 涂层、永久

性封装涂层、牺牲涂层和光成像涂层制作工艺的耐高温、高精度厚膜光刻胶。 

2.应用 SP-CN2016 厚膜光刻胶于微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MEMS 器件制

作的 Lift-Off 涂层、永久性封装涂层、牺牲涂层和光成像涂层高精度制作工艺时,使用

SP-CN2016 厚膜光刻胶的工艺流程包括：the plate or board surface pretreatment, 

coating, pre-drying, exposure ,post-exposure baking, developing 等均需在 1000

级以上的净化条件和黄光条件等生产环境下使用。 

3.SP-CN2016 厚膜光刻胶也可用于电镀 、电铸工艺制作。  

技术特点/Technical Description  

*负型厚膜光刻胶 

*适用于旋转涂布、辊涂涂布、丝网涂布 

*涂布适性好,耐变形性好 

*显影性能好,无余胶 

*覆盖性好可做精密印刷、分辨率高,涂层细密有良好的接着性 

  

颜色/Colour  透明无色  

分辨率/Resolution  1-10 微米  

固体份/Solid  45～85％（wt）  

粘度/ Viscosity/25℃、NDJ-7 型粘度计  100±10mPa.s, 200±10mPa.s, 400±10mPa.s, 600±10mPa.s 

包装/Packing  1 加仑或 3.783 升/HDPE 密封罐  

保存期限/Shelf life  制造后 12 个月（ 20℃ 以下暗处保存）  

绿色环保/Environment Friendly  全环保原料，无环境污染问题 

  

使用方法/Unit Processes:  

基板前处理 

Pre-treatment of board surface  

一般具酸碱处理之磨刷程序: 

1)脱脂：碱性脱脂剂或溶剂； 

2）酸性清洗剂清洗； 

3）清水清洗； 

4）烘干：80-100oC 处理。 

涂布方式/Lithographic types  

旋转涂布方式：以 2500r/min 一次涂布膜厚可分别为 5um, 10um, 25um, 50um, 

100um。在低速旋转涂布时，一次涂布膜厚可达 500um 以上。高粘度品种膜厚可接近

1000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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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烤/Pre-bake I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50-190℃/10-60mins  

曝光/Stepper exposure  200～250 mJ/cm² (i line/高压汞灯/主光谱峰:365nm，到达板面)  

中烤/Pre-bake II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50-190℃/10-60mins  

显像/Developing  15～30mins (专用显影液 30-40℃ )  

后烘烤/Post-bake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50-190℃/10-60mins  

再次曝光/Stepper exposure  120～250 mJ/cm² (i line/高压汞灯/主光谱峰:365nm，到达板面)  

蚀刻/Wet etching  氯化铁、氯化铜等酸性、碱性蚀刻液  

剥离/Stripping  
60-120 秒（专用脱膜剂，溶液温度 45℃ ） 

or 根据胶膜厚度，专用去胶剂：80-85℃：30mins，轻柔擦洗 

如有需要专用稀释剂、专用显影液、专用脱膜剂，请与我公司联系，由我公司提供感光胶专用稀释剂、专用显影液、专用脱膜剂。 

  

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SP-CN2170 系列制作障壁用厚膜光刻胶 

SP-CN2170 Negative Thick Film Photoresist for Barrier 

   

规 格/Technique Feature:  

用途 Applications *用于微电子、半导体、LED 器件制作 障壁用厚膜光刻胶 

技术特点/Technical Description  

*负型厚膜光刻胶 

*适用于旋转涂布、辊涂涂布、丝网涂布 

*涂布适性好,耐变形性好 

*显影性能好,无余胶 

*覆盖性好可做精密印刷、分辨率高,涂层细密有良好的接着性 

  

颜色/Colour  透明无色  

分辨率/Resolution  1-10 微米  

固体份/Solid  45～85％（wt）  

粘度/ Viscosity/25℃、NDJ-7 型粘度计  100±10mPa.s, 200±10mPa.s, 400±10mPa.s, 600±10mPa.s 

包装/Packing  1 加仑或 3.783 升/HDPE 密封罐  

保存期限/Shelf life  制造后 12 个月（ 20℃ 以下暗处保存）  

绿色环保/Environment Friendly  全环保原料，无环境污染问题 

  

使用方法/Unit Processes:  

基板前处理 

Pre-treatment of board surface  

一般具酸碱处理之磨刷程序: 

1)脱脂：碱性脱脂剂或溶剂； 

2）酸性清洗剂清洗； 

3）清水清洗； 

4）烘干：80-100℃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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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布方式/Lithographic types  

旋转涂布方式：以 2500r/min 一次涂布膜厚可分别为 5um, 10um, 25um, 50um, 

100um。在低速旋转涂布时，一次涂布膜厚可达 500um 以上。高粘度品种膜厚可接近

1000um。 

预烤/Pre-bake I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1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10-150℃/10-60mins  

曝光/Stepper exposure  200～250 mJ/cm² (i line/高压汞灯/主光谱峰:365nm，到达板面)  

中烤/Pre-bake II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10-150℃/10-60mins  

显像/Developing  15～30mins (专用弱碱显影液 25-30℃ )  

后烘烤/Post-bake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10-150℃/10-60mins  

再次曝光/Stepper exposure  普光曝光 120～250 mJ/cm² (i line/高压汞灯/主光谱峰:365nm，到达板面)  

蚀刻/Wet etching  氯化铁、氯化铜等酸性、碱性蚀刻液  

剥离/Stripping  
60-120 秒（专用脱膜剂，溶液温度 45℃ ） 

or 根据胶膜厚度，专用去胶剂：80-85℃：30mins，轻柔擦洗 

  

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SP-CN2210 系列制作衬垫料厚膜光刻胶 

SP-CN2210 Negative Thick Film Photoresist for Spacer 

   

规 格/Technique Feature:  

用途 Applications *用于微电子、半导体、LED 等 FPD 显示器器件制作间隔料厚膜光刻胶 

技术特点/Technical Description  

*负型厚膜光刻胶 

*适用于旋转涂布、辊涂涂布、丝网涂布 

*涂布适性好,耐变形性好 

*显影性能好,无余胶 

*覆盖性好可做精密印刷、分辨率高,涂层细密有良好的接着性 

  

颜色/Colour  透明无色  

分辨率/Resolution  1-10 微米  

固体份/Solid  45～85％（wt）  

粘度/ Viscosity/25℃、NDJ-7 型粘度计  100±10mPa.s, 200±10mPa.s, 400±10mPa.s, 600±10mPa.s 

包装/Packing  1 加仑或 3.783 升/HDPE 密封罐  

保存期限/Shelf life  制造后 12 个月（ 20℃ 以下暗处保存）  

绿色环保/Environment Friendly  全环保原料，无环境污染问题 

  

使用方法/Unit Processes:  

基板前处理 

Pre-treatment of board surface  

一般具酸碱处理之磨刷程序: 

1)脱脂：碱性脱脂剂或溶剂； 

2）酸性清洗剂清洗； 

3）清水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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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烘干：80-100℃处理。 

涂布方式/Lithographic types  

旋转涂布方式：以 2500r/min 一次涂布膜厚可分别为 5um, 10um, 25um, 50um, 

100um。在低速旋转涂布时，一次涂布膜厚可达 500um 以上。高粘度品种膜厚可接近

1000um。 

预烤/Pre-bake I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1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10-150℃/10-60mins  

曝光/Stepper exposure  200～250 mJ/cm² (i line/高压汞灯/主光谱峰:365nm，到达板面)  

中烤/Pre-bake II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10-150℃/10-60mins  

显像/Developing  15～30mins (专用弱碱显影液 25-30℃ )  

后烘烤/Post-bake  根据胶膜厚度，热板：100℃/30mins,热风循环烘箱：110-150℃/10-60mins  

再次曝光/Stepper exposure  普光曝光 120～250 mJ/cm² (i line/高压汞灯/主光谱峰:365nm，到达板面)  

蚀刻/Wet etching  氯化铁、氯化铜等酸性、碱性蚀刻液  

剥离/Stripping  
60-120 秒（专用脱膜剂，溶液温度 45℃ ） 

or 根据胶膜厚度，专用去胶剂：80-85℃：30mins，轻柔擦洗 

  

   

 

公司供应专本感光胶用稀释剂、专用显影液、专用脱膜剂。 

如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