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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项目

我国造出超分辨光刻机
■程

杰

说到芯片制造 ，必然要提到光刻机 ，它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
2018 年 11 月 29 日我国研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超分辨光刻机，
标志着我
国芯片制造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

国产光刻机实现由 0 到 1
2018 年 11 月 29 日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光 电 技 术
研究所（以下简称光电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装
备研制项目“超分辨光刻装备研制”通过验收，该
装 备 用 365nm 波 长 的 紫 外 光 单 次 成 像 实 现 了
22nm 的分辨率，为光学超材料/超表面、第三代光
学器件、传感芯片等纳 米 光学加 工 提供 了全 新的
解决途径。
光学光刻作为主流的微电子芯片制造技术，具
有独特的优势。需要不断地通过缩短波长、增大数
值孔径提高分辨力，来满足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在
光电所的努力下，本项目利用表面等离子体超分辨
成像原理，突破了衍射极限，不是通过缩短波长或
增大数值孔径来实现的，为突破多个光刻分辨力节
点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一技术的研发，在原
理上突破了分辨力的衍射极限，克服了限制中国芯
片制造的一大障碍，还创下了 47 项国内专利和 4
项国际专利。虽然说这一设备，短时间还无法应用
于芯片生产，但它成功绕过了国外相关知识产权壁
垒，取得了从无到有、从 0 到 1 的巨大进步。

光刻技术影响半导体行业
说到光刻机，就不得不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的半导体芯片，在日常生活中，小到我们每天都要
接触的手机、笔记本，大到导弹卫星、航天科技等高
科技产品，其内都包含有大量的半导体芯片。不客
气地说半导体芯片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
域，而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也将极大程度上促进当今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但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半导
体技术必须向高度集成的方向发展，集大成者——
光刻机应运而生。
光刻机又叫作掩模对准曝光机、曝光系统、光刻
系统等，整个光刻过程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硅片表面匀
胶，然后将掩模版上的图形转移光刻胶上的过程，将
器件或电路结构临时“复制”到硅片上的过程。通俗
理解光刻机就是极大规模机集成电路的制造设备，
其
结合了光学、控制、材料、机械、测量等多领域的高精
尖科技成果。光刻机的发展水平对于整个半导体芯
片的集成电路以及最终性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夸
张地说谁掌握了最高端的光刻机技术，
也就掌握了当
代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导地位。由此可见，光刻机作为
其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组件，在国际上的地位之重以
及制造难度之大。在我国，半导体芯片的需求量巨

国产超分辨光刻机。
大，
此次成功研制出超分辨率光刻机对于国内的半导
体制造业而言意义重大，
相信在未来必然会改变这种
被动的局面。

开辟新的光刻技术
国产超分辨率光刻机采用的是一种名为表面等
离子光刻加工工艺，利用的是一种沿金属表面传播
的波，大致可以理解为当入射的光子照射在金属表
面的时候。由于光子和金属表面的自由电子之间会
相互作用，金属表面的自由电子受到入射光子后会
激发出一种震荡状态，这种震荡状态的波就叫作表
面等离子体波，这种波会随着离开物质表面距离的
增大迅速衰减，即一道光打在金属表面会有类似球
体落在地上的回弹反应，
国产光刻的原理即为利用这
道回弹衰减的波进行光刻，
在原理上就不再受到传统
衍射极限的限制。
光电研究所走的高分辨、大面积的技术路线采用
365nmDUV 紫外光的光刻机只需要几万元一只的汞
灯即可，
这也就意味着整机的成本价在百万元至千万
元之间，成本不会太高，而性能则在 DUV 和 EUV 之
间，
这样的效益对于需求量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来
说意义重大。此次中国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承担
的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超分辨率装备研制”
没有沿用目前世界主流（例如 ASML 光刻机）的光刻
技术，而是采用新的光刻原理，虽然现阶段该技术还
无法应用于我们关心的高端芯片制造行业，
但在该原
理下，
为我国赶超国际领先的光刻技术提供了极大的
可能性，
称其为在光刻技术这条道路上加速弯道超车
一点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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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建筑修缮博览会
将于今年 5 月在重庆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何君林 通讯员 杜天刚）建
设项目的质量和品质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品
质和生命财产安全，为提高建设项目的质量水
平，推进建筑修缮、灌浆防水防渗技术领域的不
断完善，促进行业发展、技术交流和科技进步，由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和重庆市防水防渗灌浆技
术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重庆工程防渗与
安全控制技术高峰论坛暨第一届建筑修缮博览
会》，将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12 日在重庆召开。
据了解，全国防水堵漏、化学灌浆、加固改造
技术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五届。会议吸引了相
关院士和知名专家、企业和广大从业者及爱好者
参会，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次会议将邀请石
油、水利、能源、交通及民用建设等领域的建筑修
缮、防水堵漏专家到会进行跨界交流，对本行业
的技术发展起到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的作用。
内容涵盖岩土工程灾害机理与防治、城市综合管
廊、城市轨道交通、水利工程、环境与能源工程及
民用建筑防渗、修缮与加固，同时展出相关企业
研发的材料与设备，本次会议旨在加强国内工程
安全与修缮、防水防渗工艺技术交流，研究解决
实际施工中存在的缺陷及难题，提供强大专业支
持，搭建优质的交流平台，推动防渗与加固，修缮
与安全领域技术创新。

中铁二十局三公司
经营承揽再破
“百亿”
本报讯 （记者 何君林 通讯员 陈福得）近
日，随着总投资 23.6 亿元的福州市江阴工业区
冷冻仓储及物流中心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目的成功中标，中铁二十局三公司经营承揽
全面进入“收割期”，承揽总额连续两年突破百
亿元大关。
2018 年以来，该公司坚持“市场、现场两手
抓”，践行“以干促揽，滚动经营”的经营策略，生
产经营指标持续向好。2018 年 12 月，重庆、福
州、汉中、绵阳等地连续中标 7 个项目，日均承揽
额连续 13 天保持在 5 亿元以上。
2018 年，该公司严格遵循中铁二十局城市
经营总体部署，按照抓“精揽”的要求，结合自身
优势，理性进行市场开发。面对上半年严峻的
经营承揽形势，该公司领导班子率领全体员工
统一思想，强化与中铁二十局、区域指挥部、在
建项目的“三级联动、分层协作”经营体系，深度
经营房建、城轨、市政等优势板块，实现经营规
模、质量稳定增长。2018 年房建板块充分抓住
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机遇，继续强势崛起，在宁
夏、福建市场实现历史性突破，在南昌区域新签
合同额累计突破百亿元。该公司实行生产营销
一体化策略，形成了“以干促揽、以揽养干”的
“根据地”
模式。

潼南区：城乡建设突出环保督查整改
本报记者 何君林
建筑工地扬尘噪声总是让市民头疼，为老百姓所
诟病。为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扬尘噪声污染控制工
作，推进潼南现代宜居城市建设，2018 年以来，潼南区
着力制度约束、专项整治、规范施工、科技监管等多项
举措，强力推进建筑施工扬尘噪声控制管理。
为防尘控噪，潼南区积极建立长效机制和文明施
工管理制度。立足制度约束，制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重点强化施工现场封闭施工、道路硬化、车辆冲洗、渣
土密闭运输、易扬尘材料堆放、施工降尘的监督管理；
强力专项整治，坚持每天巡查，集中开展扬尘专项治
理，重要时段噪声专项整治，对扬尘控制措施差的在建
工程实施立案查处，并全区通报。
同时，规范施工行为，新建工程严格开工条件审
查，施工“五要素”等文明施工不达标一律不予审核通
过，推广使用降尘喷淋、隔音箱、低频振捣棒等降尘降

通讯员 陈国林

噪设施；运用科技监管，通过“智慧工地”远程监控系统
（视频、扬尘及噪声监控器），强化施工现场扬尘及噪声
污染过程监控预警。此外，强化舆论宣传，通过开展创
建市级安全文明工地、运用网络、电视媒体、悬挂宣传
标语、QQ 等形式广泛宣传，
大力倡导文明施工。
2018年以来，
潼南区城乡建委着力突出环保督查整
改。除了全面落实施工扬尘及噪声污染措施，
还严格执行建
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要求；
积极推进城区和镇街污水管网建
设；
完成新城鹿鼎湖黑臭水体整治；
为避免滨江片区形成城
市内涝，
着力开展洗菜溪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前期工作。
据了解，潼南区严格执行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积
极推广应用新型绿色建材，大力推进城市绿色发展。
2018 年全区新增节能建筑 124.75 万平方米，其中强制
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项目 14 个、15.43 万平方米，城区规
划区范围内，新建公共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执

行节能 50%标准率达 100%；启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应
用项目 2 个，推进绿色生态住宅小区 2 个。
与此同时，按照生态环境部及市住房城乡建委要
求，督促各参建单位制订周密计划，严格控制质量，合
理安排工期，最终完成潼南新城鹿鼎湖黑臭水体，让曾
经人人避而远之的黑臭水潭变成生态绿色的健身湿地
公园；积极推进城区和镇街污水管网建设，全年场镇污
水管网建设动工 22.93 公里、建成 16.89 公里，重庆市
住房城乡建委、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联合督导第二组对
潼南区 2018 年乡镇污水管网建设工作开展实地督导
时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9 年，
我们将持续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
扎实
开展施工扬尘及噪声污染治理，
积极推进城区和镇街污
水管网建设，
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要求，
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
潼南区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