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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硫酸銅(CuSO4)為 LSI 銅製程之重要原料之

一，其製程廢液濃度可達 20 g/L 以上，極具回收

價值。現行因放流水質限制(竹科放流水銅檢出量

需小於 1ppm)，致使 TSMC 高濃度廢硫酸銅均採委

外清運方式處理，以減少對於廠區放流水之影響。

台積電 F12P3 廠導入高效銅金屬回收裝置-管式電

解還原設備還原廢硫酸銅中之銅離子為銅金屬，取

代傳統委外清運之處理方式，有效將廢棄物資源

化，減少台積公司之廢棄物之清運量，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 

關鍵字(3~5 個字)：廢硫酸銅回收、管式電解還原

設備、減廢 

 

 

1. 前言 Preface / Introduction 

 

台積電 F12P3 廠為減少高濃度含銅廢液之清

運量，採用國內廠商製造之管式電解還原設備，可

將含銅離子≥10g/L 之原廢液，電解後排放液銅離

子濃度可降低至≤0.2g/L，成為可廠內處理之含銅

廢水，同時每月可回收銅金屬約 1.3 公噸，以達到

減廢及廢棄物資源化之雙重目的。 

 

2. 計畫方法 Methodology 

 

2.1 電化學沉積法 

     電化學沉積法是透過直流電源驅動，於溶液

中將電能轉變為化學能，使金屬離子獲得電子還原

成金屬薄膜於陰極表面。電解還原時所使用之陽極

可分為可溶性陽極(soluble anode)與不溶性陽極

(insoluble anode)兩種，可溶性陽極於電解還原過程

中將會解離至電解液中以補充電解液因陰極還原

所消耗之金屬離子，以維持電解液之濃度穩定。不

溶性陽極於電解還原過程中不參與反應，僅於陽極

電解水產生氫氣及氧氣，並可控制電流於陰極表面

之電流分布。 

十九世紀初，麥可‧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經由

實驗觀察發現，物質在電解過程中，參與電極反應

的質量與通過電極的電量成正比。以公式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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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為1莫耳物質電解時參與電極反應的電子的

摩爾數（即化合價），（M/n）又稱化學當量（Eq）；

F 為法拉第常數，即電解 1 電化學當量物質所需電

量。法拉第定律以銅為例，其(Eq/F)為 1.182(g/A‧

Hr)，意即每安培小時理論可於陰極還原 1.185g 之

銅金屬。應用此一定律及搭配硫酸銅廢液濃度之量

測，便可依照需求設計出所需之整流器容量大小，

使得電解還原硫酸銅之處理速率符合現場需求。 

 

2.2 電解回收技術說明 

電解還原回收銅是應用電化學反應的原理，利

用電極間的電位差爲驅動力， 於電極與電解液的

介面發生氧化還原反應；在電解液中陰陽極的反應

如圖 1 所示。 

 

 

圖 1 

陽極反應： 

在酸性溶液中，陽極只有電解水反應，反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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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極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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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反應： 

(g)(g)(aq)(s)(aq) H2＋O2＋H2SO4＋Cu→ 2H2O ＋CuSO4  (4) 

依照上述反應式得知，電解還原可直接回收溶液中

之銅離子於陰極表面，且不須添加額外藥劑。相較

於一般化學混凝沉降法需添加大量之液鹼(NaOH)

來取得 Cu(OH)2 沉降，較為經濟實惠，且不需經

由脫水或再純化過即可將廢液中銅離子轉變成可

直接再利用之銅金屬。 

 

2.3 管式電解回收系統 

    傳統平板電極應用於電解回收時，因電解液攪

拌速度限制了金屬離子傳輸之質傳速率，因此無法

於高電流密度下操作（通常低於 200 A/m2），所以

需要較大之電極面積，且無法在低金屬離子濃度下

有效電解回收。台積電 F12P3 廠用管式電解還原

槽處理製程硫酸銅廢液。管式電解還原設備爲密閉

式管狀電解槽，可提供電解液快速攪拌(如圖 2 所

示)，克服低濃度離子之質傳問題，所以於高電流

密度操作（可高於 300 A/m2），大幅度降低電極面

積，並可有效回收處理至低金屬濃度(小於 200 

PPM)。陰陽極採管狀設計，電力線分佈均勻，使

得電解回收金屬之均勻性較高，並置入可分離式陰

極板，可使用天車取銅較一般平板式電解還原設備

人工銅節省作業時間。 

 

圖 2 

 

管式電解回收裝置由不溶陽極及活動陰極組成，其

不溶陽極材質為氧化銥(IrO2)，於電解過程中不溶

解而生成氧氣及少量氫氣，所生成之氣體再由循環

槽之酸性排氣所排除。一般而言，電解硫酸銅廢液

最被人詬病的即為酸氣逸散問題。管式電解槽為密

閉式設計，配合循環槽之酸性排氣可將電解還原過

程中之酸氣排除，確保工作環境之安全。活動陰極

為還原金屬之主要載體，所還原之金屬將會沿著陰

極內緣向內生長，進而形成金屬管。不溶陽極及活

動陰極之示意圖如圖三所示: 

 

 

圖 3 

待銅生長至一定重量，便可使用天車取銅，將銅金

屬自活動陰極剝離，取銅過程如圖所示，取銅後則

可再次進行下一批次之硫酸銅電解還原過程。 

F12P3 之廢硫酸銅電解回收流程如圖 3 所示: 

 

圖 4 

3. 結果分析與建議 

 

    以台積電 F12P3 廠所建置之管式電解回收系

統為例，目前每批次可電解還原 1.6M3 之廢硫酸



銅，電解時間為 22 小時，大於每日廢硫酸銅排放

量(平均 1.5M3)，可達成廢硫酸銅零清運。因其模

組化設計之特性，可依需求規劃系統所需之管式電

解還原槽之數量，以符合零清運之目標。 

  建議各使用硫酸銅之半導體廠商施作此一硫酸

銅回收方法，進而有效降低新竹科學園區內之硫酸

銅清運量、廢棄物生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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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DRAW COPPER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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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LICATION OF 

ANNULAR CYLINDRICAL 

ELECTROCHEMIC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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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pper sulphate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raw 

materials of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 the 

past, the only way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copper 

sludge and lower the impact on waste water discharge 

was outsourcing W-CuSO4 disposal. The 

concentration of waste copper sulphate (W-CuSO4) 

could be over 20 g/L, which is highly valuable to 

recycling. TSMC has implemented the annular 

cylindrical electrochemical cells to recover copper 

efficiently from W-CuSO4, turning W-CuSO4 into 

copper rods and reducing the weight of industrial 

waste of TSMC effectively.. 

 

Keywords: Waste Copper Sulphate Reclaim, Waste 

Reduction, Annular Cylindrical Electrochemical 

Ce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