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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浙江制造”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为形成集质量、技术、服务、信誉为一体，市场与社会公认

的“浙江制造”区域综合品牌，加快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浙江制造”走向世界。

对于企业，“浙江制造”品牌也有助于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

业服务高端顾客的能力，加快企业业务转型升级，并以“浙江制造”品牌进一步提升公

司行业内影响力。

N-羟乙基哌嗪是无色透明液体，带有轻微氨味的重要化工溶剂。N-羟乙基哌嗪主要

用在电子化学品的制造生产和脱硫脱碳剂的制造生产中。在电子化学品领域，N-羟乙基

哌嗪是剥离剂的重要组成部分，剥离剂主要用于液晶显示屏、TFT 基板的制程；在脱硫

脱碳剂中，N-羟乙基哌嗪是重要的活性成分之一，脱硫脱碳剂主要用于石油开采或石化

行业。

N-羟乙基哌嗪的生产主要是通过哌嗪和环氧乙烷进行烷基化反应生成，然后通过精

馏提纯生产的。调研机构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数据，2019 年全球 N-羟乙基哌嗪市场规

模达到 3亿左右，且继续维持 33%～40%左右的市场增速，到 2022 年市场规模预计可达

5 亿；其中国内生产企业只有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N-羟乙基哌嗪占据约 60%

的市场份额。

N-羟乙基哌嗪的早期生产采用的是间歇生产方式，在反应釜中反应后，由精馏塔精

馏用于分离未反应的哌嗪、过度反应产物 N,N-二羟乙基哌嗪达到提纯 N-羟乙基哌嗪的

目的。该过程生产效率低，能耗较高。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开始对

N-羟乙基哌嗪进行连续化生产改进，以管式反应器和连续精馏工艺实现了 N-羟乙基哌嗪

的连续化生产，生产效率翻倍，产能大幅提升，能耗降低到原来的 2/3，符合节能降耗

的绿色制造概念。

目前，N-羟乙基哌嗪用于剥离剂还处于发展阶段，现主要出口韩国东进公司，供应

给三星、LG、BOE 等知名客户，用于显示屏制作生产；在石油化工行业，主要替代氮甲

基-二乙醇胺，氮甲基-二乙醇胺在脱硫过程中容易发生裂解，导致使用寿命变短，N-羟

乙基哌嗪的环状结构能避免裂解，从而延长使用寿命，今后将被大量使用，占据一席之

地。

目前，国内暂无 N-羟乙基哌嗪产品的相关行业标准，现行行业内各地区的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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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以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作为产品的质量控制依据。但随着全球电子芯片行业的蓬勃

发展及芯片产品持续的短缺，各大电子产品采购商对作用在光刻胶上的 N-羟乙基哌嗪需

求也越来越大，对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为进一步规范产品市场、保证和提升产品质量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进而满足国内外高端顾客的需求，结合产品实际情况，制定《电子

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浙江制造”标准，有助于提升“浙江制造”的品牌影响力，满

足国内外高端顾客的需求，也有助于突出企业社会形象。

2 项目来源

由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请，经省品牌

联论证通过并印发了关于发布 2021 年第二批“品字标”团体标准（“浙江制造”标准类）

制订计划的通知（浙品联[2021]6 号），项目名称：《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1.1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订单位：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

公司。

3.1.4 本标准起草人为：刘帅、王建刚、盛亦斌、孙昱蒙。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工作组构成要求，组建标准研制工作组，明确标准研制重点

和提纲，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具体如下：

(1) 2021年 4月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制造标准的具体要求进行

认真研究，为了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成立“浙江制造立项工作组”，立项工作小组

在调研国内外 N-羟乙基哌嗪生产、应用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绍兴兴欣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N-羟乙基哌嗪产品的生产水平和经营情况编制《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

嗪》“浙江制造”标准的立项申请资料，并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请。

（2）2021 年 5 月省品牌联论证通过并印发了关于发布 2021 年第二批“品字标”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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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准（“浙江制造”标准类）制订计划的通知（浙品联[2021]6 号），《电子工业用 N-

羟乙基哌嗪》项目得到批准。

（3） 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牵头组织起草单位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和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制造标准制定的具体工作进行认真研究，确定

了总体工作方案，并于 2021 年 6 月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4）本标准起草人为：刘帅、王建刚、盛亦斌、孙昱蒙。起草人员负责标准制定工

作的组织、协调，相关资料的查阅、收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撰写，组织召

开评审会，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征集、整理和归纳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3.2.2 标准草案研制

标准起草小组在深入调研 N-羟乙基哌嗪行业要求和生产水平后，结合浙江制造的先

进性要求，确定了该浙江制造标准草案的基本框架和内容，着重突出该产品在研发设计、

原材料、生产工艺及设备、检测能力、质量指标以及质量承诺等方面的先进性体现内容，

并通过邮件交流、专题会议等方式，多次对该标准草案进行研讨并修改文件，于 2021

年 6 月召开《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浙江制造”标准启动会、研讨会，专题研讨

标准草案文件，在进一步采纳相关建议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2.3 征求意见

3.2.4 专家评审。

3.2.5 标准报批。

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改。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4.1.1 合规性原则

尤其目前，国内暂无 N-羟乙基哌嗪产品的相关行业标准，现行行业内各地区的生产

企业均是以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作为产品的质量控制依据，本标准主要按照行业最大生

产企业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企标 Q/XX 02-2019 《N-羟乙基哌嗪》为基础编写

标准，标准中均引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方法。标准框架按照“浙江制造”标准要求增

加了“基本要求”和“质量承诺”，标准编写规则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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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必要性原则

N-羟乙基哌嗪本身特性在其使用途上，主要体现为对基板上未溶解的光刻胶的溶解

性与绝缘性上。纯度越高，水分越低溶解性越好，作为剥离剂的效果就越好。为避免基

板经过剥离剂工序后，上面残留的剥离剂的导电能力过强，通电后将基板击穿。由于基

板上的集成二极管的密度极高，相邻二极管之间的距离以纳米计，因而对剥离剂的离子

含量要求极为严格。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从 N-羟乙基哌嗪的应用场景和用户使用角度出

发，重点关注溶解性与绝缘鞋质量特性，并围绕核心质量特性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指标。

4.1.3 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对标了行业最大生产企业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Q/XX

02-2019 《N-羟乙基哌嗪》为基础，同时对标了国际知名生产企业陶氏化学的生产要求，

充分反映产品的特点和关键技术指标，做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水平，详见第 5章。

4.1.4 可操作原则

本标准起草过程对各项技术要求的检测或试验方法均做出了规定，纯度、杂质、水

分、重金属元素要求等均有现行的国、行标准做检测支撑，标准所有技术要求均可由第

三方实验室检测、验证、核实，质量承诺要求可追溯。

4.1.5 经济性原则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对色谱纯度与重金属进行了综合评判，适当提高要求，能够大大

提高产品的性能，本省的一流企业均可实现，其他企业通过提高装备自动化水平，提高

工艺精度能够实现标准要求。

4.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2.1 标准名称

标准立项计划中，立项名称为《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在标准研制过程中，

该产品现行无相应国行标，在标准研制过程中，考虑到为体现标准名称更加准确、规范，

同时更好的适用于行业习惯，与行业内保持一致，因此名称修改为《电子工业用 N-羟乙

基哌嗪》。

4.2.2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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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标准的实际编制内容和产品的实际生产情况以及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

的理化性质规定了范围的内容。

4.2.3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参考 GB/T 9722 化学试剂气相色谱法通则等相关标

准的相关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引用标准“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

的制备、GB/T 603 化学试剂 实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GB/T 3143 液体化学

产品颜色测定法(Hazen 单位-铂-钴色号)、GB/T 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卡

尔·费休法（通用方法）、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GB/T 6682 分析实验室

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9722 化

学试剂气相色谱法通则、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T 13098—2006

工业用环氧乙烷、GB/T 38212—2019 哌嗪。”

4.2.4 技术要求

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产品目前没有国标、行标。针对 N-羟乙基哌嗪的应用特点，

本标准在技术要求中主要以 Q/XX 02-2019 《N-羟乙基哌嗪》为基础，同时对标了国际

知名生产企业陶氏化学的生产要求。规定了色度、色谱纯度及杂质、重金属元素等要求；

提升了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的纯度和相关杂质要求；加严了产品色度、哌嗪、最大

单一未知杂质的限量要求；新增了重金属元素的限量要求。

4.2.5 试验方法

产品检验方法与技术要求一一对应，色度按GB/T 3143 的规定进行确定，色谱纯度

按照GB/T 9722中归一法的规定进行确定，并明确了试验的试剂、材料与色谱条件。水

分按GB/T 606的规定进行确定，重金属元素按GB/T 39486的规定进行确定。

4.2.6 检验规则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标准中规定了检验项目、判定规则等内容，其中

抽样规定方法以批为单位，按 GB/T 6680 中规定进行，总取样量不少于 200 g。将所取

样品分装于二只清洁、干燥、可密封的试剂瓶中，贴上标签。一瓶供检验用，另一瓶保

存备查。

4.2.7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标准按照相关国家要求规定了产品标识、包装、运输、贮存、安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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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先进性体现

5.1 型式试验内规定的所有指标对比分析情况。

目前国内暂无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产品的相关行业标准，现行行业内各地区的

生产企业均是以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作为产品的质量控制依据。本标准主要依据企业标

准 Q/XX 02-2019 《N-羟乙基哌嗪》、国际知名企业陶氏化学的生产指标相比，性能有以

下提升：

5.1.1 为保证产品色泽稳定性：加严了色度的限定指标，保证产品的色度为无色透明

液体，无颗粒物，主要是在肉眼感官上体现色泽稳定性和质量的稳定性。

5.1.2 为保证产品溶解性：提升了产品纯度与水分的要求，纯度从99.5%提升到99.7%；

水分从≤0.5%控制到≤0.3%，主要体现的是 N-羟乙基哌嗪的有效含量，在其用途上，主

要体现为对基板上未溶解的光刻胶的溶解性，纯度越高，水分越低溶解性越好，作为剥

离剂的效果就越好。

5.1.3 为保证产品绝缘性：增加了金属离子的限量要求，金属离子主要是体现在绝缘

性上，主要是避免基板经过剥离剂工序后，上面残留的剥离剂的导电能力过强，通电后

将基板击穿。由于基板上的集成二极管的密度极高，相邻二极管之间的距离以纳米计，

因而对剥离剂的离子含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20ppb。

5.1.5 《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浙江制造”标准与国内外知名客户要求及企

业标准 Q/XX 02-2019 具体对比情况见下表：

《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浙江制造标准与现有相关标准主要性能指标对比表



7

项目 本标准拟定指标
企业标准 国际知名企业陶氏

实物指标
备注

色

泽

稳

定

度

色度，Hazen 单位（铂-

钴色号）
≤15 ≤30 ≤30

体现产品色泽稳

定性，相对 Q/XX

02-2019 与陶氏

化学有所提升

溶

解

性

纯度

N-羟乙基哌

嗪（色谱纯

度）/%

≥99.70 ≥99.50 ≥99.70

体现产品溶解

性， 相对 Q/XX

02-2019 与陶氏

化学有所提升

哌嗪（色谱纯

度）/%
≤0.10 ≤0.20 ≤0.12

N,N-二羟基

哌嗪 （色谱

纯度）/%

≤0.10 ≤0.10 ≤0.10

最大单一未

知杂质（色谱

纯度）/%

≤0.10 ≤0.20 ≤0.12

水分 w/% ≤0.30 ≤0.30 ≤0.30

绝

缘

性

离子浓

度

钠 /ppb ≤20 / 30.5

为保证产品绝缘

性，新增离子溶

度指标

钾 /ppb ≤20 / 35.2

铁 /ppb ≤20 / 28.6

镁 /ppb ≤20 / 13.4

铝 /ppb ≤20 / 10.8

锰 /ppb ≤20 / 5.6

钴 /ppb ≤20 / 7.8

镍 /ppb ≤20 / 24.6

铜 /ppb ≤20 / 28.4

锌 /ppb ≤20 / 20.3

锶 /ppb ≤20 / 5.7

锡 /ppb ≤20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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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要求(型式试验规定技术指标外的产品设计、原材料、关键技术、工艺、设备等

方面)、质量承诺等体现“浙江制造”标准“四精”特征的相关先进性的对比情况。

按照“浙江制造”品质卓越、自主创新、产业协调、社会责任四个方面的基本理念，

确 定了标准基本要求中的具体内容。

5.2.1 设计研发

从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其设计主要包含合成、除杂和

脱色等关键工艺设计及优化。

5.2.2 原材料

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的用料主要包含哌嗪和环氧乙烷。其中哌嗪应符合 GB/T

38212—2019 中Ⅰ型的要求，环氧乙烷应符合 GB/T 13098—2006 中一等品的要求。

5.2.3 工艺及装备

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作为电子产品制造业，当前正在经历转型升级、质量提升

的阶段，而高端的 自动化设备是必不可少的，故在本条列出一体化的自动生产线，充

分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生产企业应采用烷基化反应、精馏分离和脱色工艺，应配备

管式反应器、精馏塔等设备，采用全自动集散控制系统（DCS）进行生产控制，应采用

树脂吸附法和微生物法处理废水等工艺处理废水。

5.2.4 检验检测

本条主要体现在企业设计研发、出厂检验中对产品指标的严格把控，列出的检测设

备及 检验项目均为一流企业应当必备的。应配备气相色谱仪、卡尔·费休和色度仪等

设备，应开展表 2中出厂检验项目的检测。

5.2.5 质量承诺的先进性

为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本标准从质量问题的更换，至使用不当的协助处理，以及

对质量问题投诉的响应时间等三个方面入手，定义一流服务水平。生产的每批产品均有

留样，保证产品的可追溯性，在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应在 24 小时内作出处理响应，72

时内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在正常包装运输、贮存和使用条件下，产品经检测后

却有质量问题的免费为客户提供退换货服务。综上所述，本标准关键技术指标高于国内

相关企业及客户要求，并达到同类产品国际先进要求，产品真 材实料、客户至上、工

艺控制、环保耐用，符合“浙江制造”的“精良选材、精心设计、精 工制造、精诚服

务”的内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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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标准中能体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性的内容说明。

浙江制造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产品从原料到成品已实现连续化和自动化生产，

生产全过程采用 DCS 在线自动化控制,车间设计时采用先进的环保理念，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气依次经过二次水吸收、一次碱液吸收、再经天然气热风炉焚烧后排放,安全环

保水平及理念达到国际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当下国内外安全环保要求日趋严

格的情况，能保证保质保量的正常生产，可以更充分准备迎战全球竞争化市场。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国内暂无产品产品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现行行业内各地区的生产企业均是

以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作为产品的质量控制依据。

6.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不存在标准低于相关国标、行标和地标等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实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3143 液体化学产品颜色测定法(Hazen 单位-铂-钴色号)

GB/T 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2 化学试剂气相色谱法通则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7 社会效益

该标准的制定，有助于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产品制造行业技术的进步，为

提升产品档次和产品推广，提供系列高性价比的产品，将有助于行业和市场的管

理和监督，使行业能得到有序、健康的发展，规范市场，促进和提升我国相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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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的水平，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有助于推

动“浙江制造”品牌为更多人们了解、服务，促进左旋苯甘氨酸产业整体质量水平

的提升，推动此行业的发展。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需废止其他标准。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已批准发布的“浙江制造”标准，文本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在官方网站

（http://www.zhejiangmade.org.cn/）上全文公布，供社会免费查阅。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

我声明采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电子工业用 N-羟乙基哌嗪》标准研制工

作组

2022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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