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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晶硅是全球电子工业及光伏产业的基石，95%以上的半导体器件和 99%以上的集成电路（IC）以及 90%的太阳能电

池芯片都是由硅材料（含单晶硅及多晶硅）制造的。本文对多晶硅产业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叙述，对中国多晶硅产业现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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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lysilic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world's electronics industry and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More than 95%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more than 99% of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ore than 90% of the solar cell chips are manufactured by the silicon material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and polysilicon）. In this paper, polysilicon industry chain and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polysilicon industry a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providing proposed views on solutions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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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硅是全球电子工业及光伏产业的基石，

95%以上 的半导体器 件和 99%以上 的集成电路

（IC）以及 90%的太阳能电池芯片都是由硅材 料

（含单晶硅及多晶硅）制造的。多晶硅按照硅的用

途分为太阳能级硅（SG），主要用于太阳能电池芯

片的生产制造；电子级硅（EG），主要用于半导体

芯片制造。多晶硅市场需求经历了由“半导体产

业主导”向“光伏产业主导”的转变，后者造就

了多晶硅行业景气在 2004 年的向上拐点。
2006 年，在全球范围内多晶硅产量中，电子

级占近 55%，太阳能级占 45%多。随着太阳能光

伏产业的迅猛发展，太阳能电池芯片对多晶硅需

求量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半导体多晶硅的发展（太阳

能递增速度 2 位数以上，半导体芯片 5%左右），

太阳能多晶硅的需求量已经大幅度超过电子级多

晶硅用量。当前，晶体硅材料（包括多晶硅和单晶

硅）是最主要的光伏材料，其市场占有率在 90%以

上，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也依然是太阳

能电池的主流材料。我国多晶硅市场需求旺盛，

生产原料石英石储量丰富。2000 年以来，我国每

年的工业硅产量都达到 40 万 t 以上，约占世界工

业硅总产量的 1/3，年出口量超过了 30 万 t。目前

我国的工业硅产能、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
由于传统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的日渐

短缺，传统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对环境日益加重

的负面影响，以及各个国家的能源安全考虑，使

得资源无穷尽、可再生、清洁的绿色能源———太

阳能发电的光伏产业（PV）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受

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各国政府纷纷立法，制定鼓

励政策，提出发展规划，大力扶持，推广应用，

使其成为近 10 年来增速最快的能源产业之一。
根据市场需求预测，到 2010 年，全世界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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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年安装量将在 3.2~3.9 GW 之间，而光伏工业

年收入将达到 186~231 亿美元。最近 3 年全球太

阳能电池总产量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49.8%以上。在

国际市场的强力带动下，我国太阳能电池产业也

增长迅猛，2006 年我国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出口额

超过了 12 亿美元。2007 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太阳

电池的第一大生产国，2007 年世界太阳电池产量

为 4 000.5 MWp，其中中 国太阳电池 产量 1 088

MWp，超过日本（920 MWp）和欧洲（1 062.8 MWp）。
全球多晶硅生产长期被七大集团垄断：美国

的 MEMC 和 Hemlock，挪威的 REC（厂址在美国，

系收购日本小松电子的 Asimi 和 SGS 两厂），日本

的三菱、住友钛和德山以及德国瓦克。七大集团

拥有 １０ 个多晶硅工厂，其中美国有 5 家、日本

有 3 家、欧洲有 2 家。七大集团的多晶硅生产历

史较长，经验丰富，技术成熟，生产条件相对优

越，原材料成本低。如 Hemlock、Wacker 和德山

等硅厂本身都在化工集团内部，化工材料丰富廉

价，另外，电价低廉。由于日本国内电价高昂，

日本三菱和早期小松电子都选择了在美国建厂。
高纯多晶硅是电子工业和太阳能光伏产业的

基础原料，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有

其他材料能够替代硅材料而成为电子和光伏产业

主要原材料。
随着多晶硅市场的蓬勃发展，世界各国都竭

尽全力降低多晶硅成本，提高多晶硅上、下游产

品和多晶硅副产物的综合利用率，随之而来的就

是非常重视多晶硅产业链的形成与建设。

1 多晶硅产业链概述

多晶硅产业链就是指以多晶硅为中心的上、
下游各类产品的辐射和有机组合。

目前，多晶硅产业链主要 有 3 条：一是以

“电子级多晶硅”为中心的半导体硅系列产品和设

备产业链；二是以“太阳能级多晶硅”为中心的

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三是多晶硅

副产物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

1.1 半导体硅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

以“电子级多晶硅”为中心的半导体硅系列

产品和设备产业链（见图 1）包括：

（1） 以电子级多晶硅为中心的产业链上游关

联的产业主要包括电力工业（多晶硅是高载能产

品，电的价格和单耗是影响多晶硅生产成本的主

要因素）、氯碱工业（主要供应多晶硅生产中所需

的氯气和氢气等）、工业硅产业 （多晶硅生产的主

要原料）；

（2） 以电子级多晶硅为中心的产业链下游关

联的产业主要包括两条：一条是直拉单晶硅、抛

光片、外延片、IC 电子器件、相关整机产品连接

的产业链，另一条是区熔单晶硅、抛光片、磨片、
功率电子器件、相关整机产品连接的产业链；

（3） 以电子级多晶硅为中心的产业链侧向关

联的产业主要包括多晶硅生产配套设备产业、拉

晶及配套设备产业、切磨抛配套设备产业、封装

及配套设备产业等。

1.2 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

以“太阳能级多晶硅”为中心的太阳能光伏

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见图 2）包括：

（1） 以太阳能级多晶硅为中心的产业链上游

关联的产业与半导体硅系列相同；

（2） 以太阳能级多晶硅为中心的产业链下游

关联的产业主要包括：①以铸造多晶硅或太阳能

级单晶硅生产制备电池片及组件产业；②由电池

片及组件生产制备的太阳能光伏产品（主要包括：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光伏电源 / 蓄电池、充电器、

图1 半导体硅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

2



2009.12 .25 第23卷Vol. 23总第92期

控制器、逆变器等）产业、太阳能工程系统（主要

包括：光伏发电系统、光伏海水淡化系统、光伏

制氢系统、太阳能取暖系统、太阳能空气调节系

统等）产业、太阳能光电产品（主要包括：太阳能

路灯、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太阳能航

标灯、太阳能杀虫灯、太阳能信号灯、太阳能交

通指示灯等）产业、太阳能热利用产品（主要包括：

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外墙及屋顶组件、太阳能

集热器等）等产业；

（3） 以太阳能级多晶硅为中心的产业链侧向

关联的产业主要包括电池片及组件生产配套设备

产业、太阳能光伏产品生产配套设备产业、太阳

能工程系统生产配套设备产业、太阳能光电产品

生产配套设备产业、太阳能热利用产品生产配套

设备产业等。

1.3 多晶硅副产物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

多晶硅副产物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见图 3）

包括：

（1） 副产三氯氢硅生产硅烷偶联剂等有机硅

烷产业；

（2） 副产四氯化硅生产硅酸乙脂（主要用于制

作高档防腐涂料以及作为精密熔模铸造和成型铸

造的脱模剂）产业；

（3） 副产四氯化硅生产气相白碳黑（主要用于

硅橡胶、橡胶、塑料等的增强剂、油墨、医药、
造纸、食品、化妆品等的添加剂、化学机械抛光

等行业的抛光剂）产业；

（4） 副产四氯化硅生产光纤预制棒（主要用于

生产光纤和光缆）产业；

（5） 副产四氯化硅生产高纯石英（主要用于生

产光学器件和半导体器件）；

（6） 其它工艺方法生产多晶硅（如：四氯化硅

锌还原工艺、四氯化硅与三氯氢硅混和气体氢还

原工艺等）产业。

2 中国多晶硅产业现状和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2.1 中国多晶硅产业现状

我国多晶硅工业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生产厂多达 20 余家，由于生产技术难度大、生产

规模小、环境污染严重、耗能大、成本高，绝大

部分企业亏损而相继停产和转产，到 2000 年仅剩

下峨嵋半导体材料厂（所）一家，产能与生产技术

都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
这一状况在近些年有了很大变化。截止 2008

年 3 月，全国已有 5 家公司能生产多晶硅产品，

共有 16 个省市自治区布局投资 32 个多晶硅建设

图2 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

图3 多晶硅副产物系列产品和设备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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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其中只有极少项目已投产，其他的项目有

的正在建设之中，有的拟建或已奠基。按这 32 个

项目的计划产能统计，如果全部建成投产，几年

后中国的多晶硅年产能将达到 10 万 t，当然实际

产量大打折扣。
2.2 中国多晶硅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我国多晶硅产业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项目选址不合理：高载能决定选择低电

价地域；

（2） 区域产业配置不合理:综合利用、废物处

理等，精细化工决定了选择化工区域；

（3） 产业链的理解的局限性：仅限于多晶硅

产品主业；

（4） 中国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集群，有

待企业家和政府关注。

3 中国多晶硅产业链的发展方向

传统的多晶 硅供应商包 括 美 国 的 Hemlock、
MEMC、SGS、ASimi（REC）、德国的 Wacker 和日

本的 Tokuyama、Mitisubishi。这些厂商多为联合化

工企业，长期从事半导体多晶硅生产，拥有成熟

的化工产品和多晶硅提炼技术，既便于为多晶硅

厂提供化工原料如氯气、氢气等，也可以利用多

晶硅生产排除的四氯化硅及次级三氯氢硅等生产

有机硅、气相白炭黑等硅化工产品，实现物料循

环，减少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多晶硅的发展现状，在借

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基础上来确定中国多晶硅产业

链的布局和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产业链可以

是相对完整的、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交叉的。
这些都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各公司的实际

情况来确定。
3.1 建立发电－工业硅－多晶硅产业链，以降低多

晶硅生产成本

工业硅是多晶硅生产的主要原料，工业硅、
多晶硅生产电耗都比较高。工业硅生产所需电耗

的费用占总成本的 30%左右，多晶硅综合电耗在

200～300 kW/kg ，电费在多晶硅生产成本中占有

较高的比例，以电费为主的动力费用约占多晶硅

生产总成本的 30%。因此，从长远看，借鉴国内

类似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提高多晶硅产品

竞争力，降低成本，建立发电－工业硅－多晶硅

产业链是我国多晶硅发展的方向之一。
3.2 建立发电－多晶硅－有机化工产业链，提高资

源利用率

在多晶硅生产过程中，一般单耗为氯气 0.9～
3.4 kg/ 千克多晶硅，硅粉 1.3～1.9 kg/ 千克多晶硅，

这些消耗随着多晶硅规模的扩大，排出的废弃物

如四氯化硅、次级三氯氢硅数量不断增加。为了

处理这些含氯硅的废弃物，在氢化正常时，目前

国内主要就是靠碱性中和，产生固体废弃物和氯

化钙等含盐废水。显然，这种处理方式既浪费了

资源，又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隐患。因此，应借

鉴国外多晶硅厂商经验，在积极开发完善氢化工

艺技术、降低消耗的同时，利用含氯硅废弃物积

极生产有机硅、白炭黑等硅化工产品，既提高资

源利用率，又减少了对环境污染隐患。为彻底实

现多晶硅生产过程中物料的大循环，建立发电－

多晶硅－有机化工产业链对我国多晶硅产业的布

局及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3.3 建立多晶硅－单晶硅－硅片－IC（功率）器件产

业链，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众所周知，中国有全球最大的 IC 市场。从产

业链转移角度分析，欧洲及美国只有很少的可能

再建新厂，半导体制造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转

移是大势所趋。
对亚洲地区逐一做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半导

体业面临成本太高、模式陈旧等困境；中国台湾

半导体业虽然增长，但是受市场、人力成本、电

力及地震等客观条件限制，其建厂的比较优势不

如从前；韩国的三星及海力士公司在存储器领域

的气势非凡，仍处于上升态势；其他如印度、越

南等地的大产业环境尚欠火候。因此，全球每年

有约 500 亿美元的半导体投资，对于中国大陆是

个极好的机遇。韩国海力士在无锡建存储器厂以

及英特尔公司能选择在大连投资 25 亿美元兴建 12

英寸芯片厂就是最好的证明，IC 产业链向中国大

陆转移仍将继续。功率半导体器件是能承受较高

电压和较大电流的半导体产品，现代功率半导体

器件与大规模集成电路是半导体技术中相互独立

平行发展而又时有交叉的两个不同专业技术领域，

分别解决不同的专业技术问题，制造不同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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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满足不同用途的需要。功率半导体器件从

功能上讲是进行电能处理的半导体产品，主要用

于电源和功率执行（控制）电路。随着电子产品体

积越来越小，功率半导体器件将向着复合型、模

块化方向发展。从性能上看，大电流、高速、高

反压功率半导体器件拥有非常稳定的市场需求，

由于其不易集成或集成成本太高，具有较强的不

可替代性，今后仍是市场需求的主要品种。特别

是随着 MOSFET、IGBT、JFET 等新型功率器件制

造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应用技术的不断升级，功率

半导体器件的产品格局发生着重大的转变，大电

流、高速、高反压功率半导体器件将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应用。所以建立多晶硅－单晶硅－硅片－IC

（功率）器件产业链，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能

力的有效途径。
3.5 建立多晶硅－单晶硅－电池片及组件－太阳能

光伏电站系统产业链，实现光伏产业质的突破

太阳能光伏技术作为太阳能利用中最具意义

的技术，成为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应用的热点。最

近 10 年以每年平均 30%以上的速度递增，最近 3

年更是以每年 5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太阳能

光伏发电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继风力发电

之后产业化发展最快、最大的产业。目前，光伏

发电中的太阳能电池仍然是以晶体硅太阳电池为

主，一枝独秀，市场份额近 90%，大面积商品化

太阳电池效率可达到 18%~19%。其次是非晶硅薄

膜太阳电池发展迅速，市场份额占到 6%~7%。其

他的如 CIGS、砷化镓等处于产业化的初期，市场

份额较小。目前的光伏产业主要是指晶体硅太阳

能电池产业。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整个生产及应用产

业链分为五个层次，即从硅材料到硅片，再到太阳

电池片，然后到太阳电池组件，最后到光伏电站系

统应用。所以建立多晶硅－单晶硅－电池片及组

件－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链，实现光伏产业质的突

破，将会对中国未来能源的利用产生革命性影响。

4 结语

我国地大物博，各地区的发展和工业基础差

异很大。在布局和发展多晶硅产业链时，不但要

注意现实状况，更要注意今后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4.1 我国多晶硅产业链的布局和发展方向

我国多晶硅产业链的布局和发展应该重点围

绕以下几个方向：

（1） 产品前后延伸（如：冶金硅、氯氢、多晶

硅、单晶硅、硅片、太阳能光伏、有机硅单体以

及有机硅、其它综合利用领域等）；

（2） 专业跨度延伸（如：冶金－冶金硅、化

工－有机硅、高纯－试剂、电器自控－节能电器、
非标设备制造、安全环保技术装备等）；

（3） 区域相对集中（能形成产业集群，这样可

以综合利用、节约成本）；

（4） 选择优势地域（特别是电价优势区域）。
4.2 加强管理，加大投入，重视技术，是未来提

升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要有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要实行细化管理，

既要有一流的战略，又要有一流的实施能力；更

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特别是保障科技

投入，提升技术水平；同时，一定要改变只重视

扩大规模而忽视技术进步、只强调节省投资而忽

视装备水平、只重视主工艺和主装置而忽视工艺

完整性的不良倾向。必须应对未来的成本、质量、
安全环保竞争。
4.3 以资本、技术、市场为纽带，探索企业间整

合的路子，是壮大中国多晶硅产业链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多晶硅厂家可以和研究单位联合，

也可以和一些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有人才

的后加工产品以及其它副产物利用有条件的民营

企业联合，这样可以优势互补、延伸企业的产业

链、占领市场、广集人才，从而壮大自己的实力，

同时形成集约化产业集群。
4.4 慎重决策，科学决策，是规避未来风险的前

提条件

受国内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带来的丰厚利润

刺激，加上国家鼓励政策，不但现有国内外多晶

硅厂家纷纷进行扩产，同时，有好多上市公司以

及民营企业都纷纷上马。发展势头如此过猛，将

带来市场供需平衡的逆转，多晶硅产品的利润空

间会越来越小，而且会引起人才资源的无序竞争。
特别是近期世界金融危机的来临，价格大幅度下

降。所以，企业一定要冷静分析自身企业的优势

和劣势，慎重决策，政府也要加强引导，防范投

资风险。 （下转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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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受热面管壁超温。
（4） 对省煤器出口和空预器出口表盘氧量计

定期进行检查和标定，确保显示值的准确。
（5） 建议在今后设计中，对各受热面进行优

化设计，尽量消除同屏管间热偏差。
（6） 为了摸清炉内温度场的分布，建议增加

炉膛出口的看火孔，或将屏过进口处的看火孔上

移至炉膛出口，以便测量炉膛出口温度。

4 结语

金竹山电厂 600 MW“Ｗ”火焰锅炉系东方锅

炉公司在总结前期“Ｗ”火焰锅炉运行经验基础

上设计制造的首台国产 600 MW “Ｗ”型火焰锅

炉，实际运行结果表明，锅炉主要性能指标超过

设计值，锅炉稳燃及燃尽特点明显，在燃用劣质

无烟煤方面，该型锅炉具有较强优势。
详细的试验研究，一方面为锅炉提供了安全

稳定经济的运行方式；另一方面摸清了锅炉的性

能特点，为以后同类型锅炉的调试和优化设计提

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湖南金竹山电厂 600 MW“Ｗ”火焰锅炉试验研究课题总结报

告［R］. 东方锅炉锅炉技术中心研究所 2007.11

［2］ 湖南大唐华银金竹山电厂 B 区 1 号锅炉性能试验报告［R］. 湖

南省电力公司试验研究院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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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多晶硅已经初步形成了规模效应

和产业链效应，从纵向来说，电力工业、工业硅、
多晶硅、单晶硅、硅片加工、IC（功率）器件、电池

片及组件、各种电子产品、各种太阳能光伏光电

产品，犹如一条奔腾向前的大河，其所产生的社

会价值会以数十倍计的逐级增加。从横向来看，

与之相关的机械、电器、仪表、设备、材料以及

作为其依托的科学、技术、工艺等各方面领域将

跟随着获得巨大投入和发展。约 20 亿美元的多晶

硅材料可以支撑支撑约 300 亿美元的半导体材料

产业，而这些半导体材料产业又可支撑约 8 000 亿

美元的微电子产业和 4 000 亿美元的电力电子产业

以及超过 1 000 亿美元的光伏产业。由此可见，多

晶硅材料产业链的倍增作用十分明显。所以，加

快我国多晶硅产业链的布局和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北京欧立信经济信息咨询中心. 2008 年中国多晶硅市场研究预

测报告［R］.

［2］ 北京华经视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07-2010 年中国单晶硅市

场调研与项目投资前景分析报告［R］.

［3］ 陈学森.构建电－多晶硅－化工合理产业链，实现我国多晶硅

产业可持续发展［J］. 新材料产业，2008，（7）：43

［4］ 王晓宁. 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链剖析及其对产业的影响 ［J］.电

器工业，2008，（7）：45

制造，燃烧器主要由一次风管、二次风管、分级

风管、一次风导筒及其调节装置，二次风旋流器

及其调节装置，分级风风门及其调节装置等组成。

5 锅炉试运行

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的奥里油锅炉 1＃ 锅炉

于 2004 年 6 月 28 日开始锅炉安装，2005 年 7 月

26 日完成锅炉水压试验。2006 年 4 月 21 日开始机

组整套启动，2006 年 11 月 16 日 1# 炉开始了试运，

2006 年 12 月 2 日首次升负荷到 602.2 MW，2006

年 12 月 5 日机组 负荷达到 600 MW 稳 定 运 行 ，

2006 年 12 月 13 日完成 168 h 试运行考核，2＃ 锅炉

于 2007 年 1 月 8 日完成 168 h 试运行考核。

锅炉运行期间，锅炉燃烧稳定，锅炉主要参

数达到设计值，锅炉效率高，各级受热面烟温及

气温均与设计值接近，高温受热面温度分布均匀，

偏差较小，各级受热面壁温均在设计壁温以下。

6 结语

在借鉴和总结原东锅设计技术的基础上，采

用自主技术开发设计的两台 600 MW 奥里油锅炉的

成功投运，验证了东方锅炉自主开发设计制造、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上最大容量 2×600 MW

专燃奥里油锅炉的整体性能良好，综合水平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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