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晶硅生长原理及工艺

摘 要：介绍了直拉法生长单晶硅的基本原理及工艺条件。通过控制不同的工艺参数（晶体转速：2.5、10、20rpm；

坩埚转速： 1.25、 5、 10），成功生长出了三根 150×1000mm 优质单晶硅棒。分别对这三种单晶硅样品进行

了电阻率、氧含量、碳含量、少子寿命测试，结果表明，当晶体转速为 10rpm，坩埚转速为 5rpm，所生长出的单

晶硅质量最佳。最后分析了氧杂质和碳杂质的引入机制及减少杂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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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process conditions of single crystal silicon growth by Cz method.

Through controlling different process parameters (crystal rotation speed: 2.5， 10， 20rpm; crucible rotation speed: -1.25，

-5， -10)， three high quality single crystal silicon rods with the size of 150×1000mm were grown successfully. Perform-

ance measurements of three single crystal silicon samples were performed including resistivity， oxygen and carbon con-

tent， minority carrier lifetim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grown single crystal silicon has the optimal quality

when crystal rotation speed is 10rpm， and crucible rotation speed is -5rpm. Finally， the introducing mechanism of oxygen

and carbon impurities，and the way to reduce the impuritie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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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硅属于立方晶系，金刚石结构，是一种性

能优良的半导体材料。自上世纪 40 年代起开始使

用多晶硅至今，硅材料的生长技术已趋于完善，并

广泛的应用于红外光谱频率光学元件、红外及 射

线探测器、集成电路、太阳能电池等［1］。此外，硅

没有毒性，且它的原材料石英(SiO2)构成了大约60%

的地壳成分，其原料供给可得到充分保障。硅材料

的优点及用途决定了它是目前最重要、产量最大、

发展最快、用途最广泛的一种半导体材料［2］。

到目前为止，太阳能光电工业基本上是建立在

硅材料基础之上的，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太阳能光电

器件是用单晶硅制造的。其中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是

最早被研究和应用的，至今它仍是太阳能电池的最

主要材料之一。单晶硅完整性好、纯度高、资源丰

富、技术成熟、工作效率稳定、光电转换效率高、

使用寿命长，是制备太阳能电池的理想材料。因此

备受世界各国研究者的重视和青睐，其市场占有率

为太阳能电池总份额中的 40%左右［3］。

随着对单晶硅太阳能电池需求的不断增加，单

晶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要在这单晶硅市场上占据

重要地位，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不断

降低成本。为此，必须扩大晶体直径，加大投料

量，并且提高拉速。二是提高光电转换效率。为

此，要在晶体生长工艺上搞突破，减低硅中氧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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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4］。因此，对单晶硅的生产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

求。了解单晶生长条件、生长缺陷以及它们对器件

性能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对提高晶体质量是很重要

的。本文采用直拉法生长了 6 英寸优质单晶硅，并

对其电阻率、杂质含量及位错进行了测试，获得了

最佳的生长工艺参数，分析了杂质引入机制及减少

杂质的措施。

1 直拉法生长单晶硅基本原理

当前制备单晶硅主要有两种技术，根据晶体生

长方式不同，可分为悬浮区熔法（Float Zone Meth-

od）和直拉法（Czochralski Method）。这两种方法

制备的单晶硅具有不同的特性和不同的器件应用领

域，区熔单晶硅主要应用于大功率器件方面，而直

拉单晶硅主要应用于微电子集成电路和太阳能电池

方面，是单晶硅的主体。

基本原理：原料装在一个坩埚中，坩埚上方有

一可旋转和升降的籽晶杆，杆的下端有一夹头，其

上捆上一根籽晶。原料被加热器熔化后，将籽晶插

入熔体之中，控制合适的温度，使之达到过饱和温

度，边旋转边提拉，即可获得所需单晶。因此，单

晶硅生长的驱动力为硅熔体的过饱和。根据生长晶

体不同的要求，加热方式可用高频或中频感应加热

或电阻加热。图1是直拉法单晶硅生长原理示意图。

1 －单晶硅；2 －硅熔体；3 －坩埚；4 －加热器

图 1 直拉法单晶硅生长原理示意图

Fig.1 The graph of growth principle for single crystal silicon by

Cz method

2 实验

2.1 直拉法单晶硅生长设备

采用直拉法生长炉及相关配套系统生长单晶

硅。整个生长系统主要包括晶体旋转提拉系统、加

热系统、坩埚旋转提拉系统、控制系统等。图 2 为

直拉法生长单晶硅设备实物图与示意图。

由图 2 可知，炉体下部有一石墨托（可以上下

移动和旋转），上面放置圆柱形石墨坩埚（用以支

撑石英坩埚）、石英坩埚、石墨加热器及保温罩、

炉壁等。所用的石墨件和石英件都是高纯材料，以

防止对单晶硅的污染。采用软性的吊线挂住籽晶，

晶体与坩埚拉升速度，必须能够维持高准确度，这

样才能保持液面在同一位置，精确控制晶体的生长

速度。

控制系统是用以控制程序参数，如晶体直径、

拉速、温度及转速等。控制系统一般是采用闭环式

回馈控制。直径控制 sensor（CCD camera）是用以

读取晶体直径，并将读取之数据送至控制系统

（PLC）。为了控制直径，控制系统会输出讯号调

整拉速、转速及温度。同样，晶体生长炉内氩气的

流量等参数，也是靠这种闭环回馈方式控制。

2.2 直拉法单晶硅生长工艺

直拉法生长单晶硅的制备步骤一般包括：多晶

硅的装料和熔化、引晶、缩颈、放肩、等颈和收

尾。如图 3 所示。

2.1.1 多晶硅的装料和熔化

首先，将高纯多晶硅料粉碎至适当的大小，并

在硝酸和氢氟酸的混合溶液中清洗外表面，以除去

可能的金属等杂质［5］，然后放入高纯的石英坩埚

内。在装料完成后，将坩埚放入单晶炉中的石墨坩

埚中，然后将单晶炉抽真空使之维持在一定的压力

范围之内，再充入一定流量和压力的保护气，最后

加热升温，加热温度超过硅材料的熔点 1412℃，使

其充分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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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晶体上升旋转机构；2 －吊线；3 －隔离阀；4 －籽晶夹

头；5 －籽晶；6 －石英坩埚；7 －石墨坩埚；8 －加热器；9 －

绝缘材料；10 －真空泵；11 －坩埚上升旋转机构；12 －控制

系统；13 －直径控制传感器；14 －氩气；15 －硅熔体

图 2 直拉法生长单晶硅设备实物图与示意图

Fig.2 The graph of device and principle for

single crystal silicon by Cz method



2.1.2 引晶

选取籽晶尺寸为 8×120mm 方向为<100>［6］。

籽晶制备后，对其进行化学抛光，可去除表面损

伤，避免表面损伤层中的位错延伸到生长的直拉单

晶硅中；同时，化学抛光可以减少由籽晶带来的金

属污染。

在硅晶体生长时，首先将定向籽晶固定在旋转

的籽晶杆上，然后将籽晶缓缓下降，距液面 10mm

处暂停片刻，使籽晶温度尽量接近熔硅温度，以减

少可能的热冲击；接着将籽晶轻轻浸入熔硅，使头

部首先少量溶解，然后和熔硅形成固液界面；随

后，籽晶逐步上升，与籽晶相连并离开固液界面的

硅温度降低，形成单晶硅。

2.1.3 缩颈

去除了表面机械损伤的无位错籽晶，虽然本身

不会在新生长的晶体硅中引入位错，但是在籽晶刚

碰到液面时，由于热振动可能在晶体中产生位错，

这些位错甚至能够延伸到整个晶体，而缩颈技术可

以减少位错的产生［7-9］。引晶完成后，籽晶快速向

上提拉，晶体生长速度加快，新结晶的单晶硅直径

将比籽晶的直径小，可以达到 3mm 左右，其长度

约为此时晶体直径的 6 ～ 10 倍，旋转速率为 2 ～

10rpm。

2.1.4 放肩

在缩颈完成后，晶体的生长速度大大放慢，此

时晶体硅的直径急速增加，从籽晶的直径增大到所

需的直径，形成一个近 180°的夹角。在此步骤中，

最重要的参数值是直径的增加速率。放肩的形状与

角度将会影响晶体头部的固液面形状及晶体品质。

如果降温太快，液面出现过冷情况，肩部形状因直

径快速增大而变成方形，最严重时导致位错的再现

而失去单晶结构。

2.1.5 等径

当放肩达到预定晶体直径时，晶体生长速度加

快，并保持几乎固定的速度，使晶体保持固定的直

径生长，由于生长过程中，液面会逐渐下降及加热

功率上升等因素，使得晶体散热速率随着晶体长度

而递减。因此，固液界面处的温度梯度减小，使得

晶体的最大拉速随着晶体长度而减小。

2.1.6 收尾

在晶体生长接近尾声时，生长速度再次加快，

同时升高硅熔体的温度，使得晶体的直径不断缩

小，形成一个圆锥形，最终晶体离开液面，单晶硅

生长完成，这个阶段称为收尾。

图 4 为所生长的单晶硅照片，生长工艺参数及

尺寸如表 1 所示。

图 4 直拉法生长出的单晶硅

Fig.4 As-grown single crystal silicon by Cz method

表 1 单晶硅生长工艺参数及尺寸

Tab.1 The growing technical parameters and size of

as-grown ingle crystal silicon

编号
晶体转速

（rpm）

坩埚转速

（rpm）

晶体尺寸

（mm3）

1#

2#

3#

2.5

10

20

-1.25

-5

-10

150×1000

150×1000

150×1000

2.3 性能测试

采用BIO-RAD公司FTS135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

谱(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仪

测定单晶硅中的氧含量和碳含量；采用北京中西化

玻仪器有限公司 SHY11 －BD86A型电阻率测试仪

（测量范围：10 3－ 103 · cm，分辨率：10 4 ·

cm）测定单晶硅的电阻率；采用北京合能阳光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 HS － CLT 型少子寿命测试仪（测

量范围：1 － 6000 s，激光波长：1.07 m，贯穿深

度：500 m，工作频率：30MHz）测定单晶硅的少

子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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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a）多晶硅的装料和熔化；（b）引晶；（c）缩颈与放肩；

（d）等径；（e）收尾；（f）完成

图 3 直拉法生长单晶硅工艺流程图

Fig.3 The process chart of single

crystal silicon by Cz method



3 结果与讨论

表 2 为 6 英寸单晶硅性能测试结果。结果表

明，当晶体转速为 10rpm，坩埚转速为－ 5rpm，所

生长出的单晶硅各项性能指标最佳。

表 2 6 英寸单晶硅性能测试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for

6-inch single crystal silicon

编号 类型 晶向
电阻率

( · cm)

O2 含量

(1018at-

oms/cm3)

C 含量

（1016at-

oms/cm3)

少子

寿命

( s)

标准

1#

2#

3#

P 型

P 型

P 型

P 型

（100）

（100）

（100）

（100）

0.5 ～ 3

1.7

1.7

1.7

1.0

0.27

0.44

0.60

5.0

3.7

3.5

3.2

＞ 5

12

14

8

3.1 氧杂质

直拉单晶硅中存在杂质。一方面，直拉单晶硅

需要有意掺入电活性杂质，以控制电阻率和导电类

型；另一方面，在直拉单晶硅生长和加工过程中会

引入其它不需要的杂质，如氧、碳等［10，11］。

对于太阳能用直拉单晶硅而言，一方面，为了

降低成本，晶体生长工艺的控制要求相对较低，生

长设备相对简单，而且晶体生长速度快，会引起较

多的杂质和缺陷；另一方面，由于生长太阳能电池

用直拉单晶硅的原材料来源复杂，既有电子级高纯

多晶硅的废、次料，又有电子级直拉单晶硅的头尾

料、锅底料，甚至有太阳电池用直拉单晶硅的头尾

料，导致较多杂质的引入。目前，在太阳能电池用

直拉单晶硅中，主要杂质是氧和碳。

图 5 直拉单晶硅中间隙氧的原子结构示意图

Fig.5 The atomic structure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stitial oxygen in the single crystal silicon by Cz method

氧是直拉单晶硅中的主要杂质，它来源于晶体

生长过程中石英坩埚的污染，是属于直拉单晶硅中

不可避免的轻元素杂质；氧可以与空位结合，形成

微缺陷；也可以团聚形成氧团簇，具有电学性能；

还可以形成氧沉淀，引入诱生缺陷，这些都可能对

单晶硅的性能产生影响。

直拉单晶硅中的氧一般在(5 ～ 20)×1017cm 3范

围内，以过饱和间隙状态存在于晶体硅中，如图 5

所示。

氧位于硅-硅键中间偏离轴向方向，键角为

129°，它与周围的两个硅原子以共价键结合，所以

间隙态的氧原子在硅中是中性的。

在硅的熔点（1420℃）附近，熔硅与石英坩埚

作用，生成 SiO进入硅熔体。然后通过机械对流，

热对流等方式，SiO 传输到熔体表面，而 SiO 的蒸

汽压为 12mbar，因此，到达硅熔体表面的SiO以气

体的形式挥发。仅有少量的SiO（约 1%）溶解到熔

硅中，以氧原子形态存在于液体硅中，最终进入直

拉硅晶体中。

由于氧在晶体硅生长过程中存在分凝现象，一

般认为其分凝系数为 1.25。因此，在实际直拉单晶

硅中，氧浓度的表现为头部高、尾部低，氧浓度从

头部开始到尾部逐渐降低，在收尾处氧浓度有所上

升，这是受晶体生长工艺变化的影响。同时，氧浓

度从单晶硅的中心部位到边缘是逐渐降低的。

直拉单晶硅中的氧浓度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

熔硅中的热对流；熔硅与石英坩埚的接触面积；晶

体生长时的机械强制对流；SiO 自熔硅表面的蒸

发；氧与晶体中点缺陷的作用。因此，可以利用大

尺寸的石英坩埚；采取精细的工艺（采用高晶轴转

速和低坩埚转速控制氧的分布）和利用外加磁场加

以控制；采用高氩气流量或低炉内压力，增加 SiO

挥发速度。从而减少氧含量。

3.2 碳杂质

碳是直拉晶体硅中的另一种重要杂质，它在硅

中一般占据替代位置，由于碳是四价元素，因此，

在硅中不引入电活性缺陷，不会影响到单晶硅的载

流子浓度。但是碳可以与氧作用，也可以与自间隙

硅原子和空位结合，以条纹状存在于晶体中，当碳

浓度超过固溶度时，会有微小的碳沉淀生成，这些

缺陷会使硅器件的击穿电压大大降低，漏电流增

加，对器件性能产生严重的影响。

直拉单晶硅中的碳杂质主要来自多晶硅原料、

晶体生长炉内的剩余气体以及石英坩埚与石墨加热

件的反应。在早期，直拉单晶硅一般在真空中生

长，因此碳的浓度很高。后来多晶硅的质量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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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料中的碳含量不断降低；而且人们采用了减

压氩气保护生长单晶硅，使得炉膛内的碳杂质以CO

气体形式被流动的保护气带出晶体生长炉，从而使

直拉单晶硅中的碳浓度大幅降低。但是，对于太阳

能电池直拉单晶硅，其原料来源并不完全是高纯多

晶硅，还包括微电子用直拉单晶硅的头尾料等；而

且晶体生长的控制也远不如微电子用直拉单晶硅严

格，所以其碳浓度相对较高。

在直拉单晶硅生长时，高温石英坩埚与石墨加

热器件反应，生成 SiO 和 CO，其中 CO 气体不易

挥发，大多进入硅熔体与熔硅反应，产生单质碳和

SiO，而 SiO 大部分从熔体表面挥发，碳则留在熔

硅中，最终进入晶体硅。

碳在硅中的分凝系数很小，一般认为是 0.07.在

晶体硅生长时，与氧浓度的分布相反，碳浓度在晶

体头部很低，而在晶体尾部则很高。如果晶体的生

长速度很快，会使碳的实际有效分凝系数大大增

加，甚至接近于 1。

石墨加热器

石墨绝缘材料

(a) (b)

图 6 单晶硅炉体中氩气流动示意图

Fig.6 The argon flowing schematic diagram in the single crys-

tal silicon furnace

要减少晶棒碳污染的程度，最直接方法是改变

炉内热场的设计。可以在石墨元件上利用 CVD 的

方法镀上一层 SiC，可以减少 CO 气体生成，进而

有效减少晶棒中的碳含量。另外，如果热场的设计

能够使得由液面挥发出的 SiO气体有效的被氩气带

出炉体的话，也可以降低晶棒中的碳含量。如图 6

（a）显示氩气的出口在炉体下方，这种设计使得

SiO 气体的流动路径经过大部分的高温石墨元件，

因而产生较多的CO气体。图 6（b）中氩气的流动

路径是沿着绝缘材料与炉壁之间，所以大部分 SiO

气体不会接触到高温石墨元件，所以这种设计能够

降低晶棒碳污染的程度。

4 结论

本文介绍了直拉法生长单晶硅的基本原理及工

艺条件。通过控制不同的工艺参数(晶体转速：

2.5、10、20rpm；坩埚转速： 1.25、 5、 10)，

成功生长出了三根 150×1000mm 优质单晶硅棒。

分别对这三种单晶硅样品进行了电阻率、氧含量、

碳含量、少子寿命测试，结果表明，当晶体转速为

10rpm，坩埚转速为 5rpm，所生长出的单晶硅质

量最佳(电阻率：1.7 · cm，O2 含量：0.44×1018at-

oms/cm3，C 含量：3.5×1016atoms/cm3，少子寿命：

14 s)。最后分析了氧杂质和碳杂质的引入机制及减

少杂质的措施。分析认为，利用大尺寸的石英坩

埚、采取精细的工艺和利用外加磁场加以控制、采

用高氩气流量或低炉内压力，增加 SiO挥发速度，

可以控制并减少氧含量。通过改变炉内热场的设

计，在石墨元件上利用CVD的方法镀上一层SiC，

可以减少 CO 气体生成，进而有效减少单晶硅中的

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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