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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了单晶硅生长技术的研究现状。对改良热场技术、磁场直拉技术、真空高阻技术以及氧浓

度的控制等技术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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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硅(Si)材料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和光伏技术最

重要的基础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讲，硅是影响国家未

来在高新技术和能源领域实力的战略资源。作为一

种功能材料，其性能应该是各向异性的，因此半导体

硅大都应该制备成硅单晶，并加工成抛光片，方可制

造IC器件，超过98％的电子元件都足使用硅单晶”引。

生产单晶硅的原料主要包括：半导体单晶硅碎

片，半导体单晶硅切割剩余的头尾料、边皮料等。目

前，单晶硅的生长技术主要有直拉法(CZ)和悬浮区

熔法(FZ)。在单晶硅的制备过程中还可根据需要进

行掺杂，以控制材料的电阻率，掺杂元素一般为Ⅲ

或V主族元素【41。生长制备后的单晶硅棒还需经过

切片、打磨、腐蚀、抛光等工序深加工后方可制成

用作半导体材料的单晶硅片。随着单晶硅生长及加

工处理技术的进步，单晶硅正朝着大直径化(300ram

以上)、低的杂质及缺陷含晕、更均匀的分布以及生

产成本低、效率高的方向发展晦】。

二单晶硅的生长原理

在单晶硅生长过程中，随着熔场温度的下降，将

发生由液态转变到固态的相变化。对于发生在等温、

等压条件下的相变化，不同相之间的相对稳定性可

由吉布斯自由能判定。AG可以视为结晶驱动力。

△G=△H—TAS (1)

在平衡的熔化温度瓦时，固液两相的自由能是

相等的，即AG=0，因此

△G=AH一瓦X AS---O (2)

所以，AS=AH／T= (3)

其中，AH即为结晶潜热。

@

将式(3)代入式(1)可得

(4)

由式(4)可以看出，由于AS是一个负值常数，所

以△兀即过冷度)可被视为结晶的唯一驱动力【6~81。

以典型的CZ长晶法为例，加热器的作用在于提

供系统热量，以使熔硅维持在高于熔点的温度。如

果在液面浸入一品种，在品种与熔硅达到热平衡时，

液面会靠着表面张力的支撑吸附在晶种下方。若此

时将晶种往上提升，这些被吸附的液体也会跟着晶

种往上运动，而形成过冷状态。这节过冷的液体由

于过冷度产生的驱动力而结晶，并随着晶种方向长

成单晶棒。在凝固结晶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潜热是

一个间接的热量来源，潜热将借着传导作用而沿着

晶棒传输。同时，晶棒表面也会借着热辐射与热对

流将热量散失到外围，另外熔场表面也会将热量散

失掉。于是，在一个固定的条件下，进入系统的热

能将等于系统输出的热能陟10】。

三硅单晶生长方法

1直拉(cz)法

直拉法的生产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旋转的籽

晶从熔硅中提拉制备单晶硅。此法产量大、成本低，

国内外大多数太阳能单晶硅片厂家多采用这种技术。

目前，直拉法生产工艺的研究热点主要有：先进的

热场构造、磁场直拉法以及对单晶硅中氧浓度的控

制等方面。

(1)先进的热场构造

在现代下游IC产业对硅片品质依赖度日益增加

的情况下，热场的设计要求越来越高。好的热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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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能够使炉内的温度分布达到最佳化，因此一些特殊

的热场元件正逐渐被使用在先进的CZ长晶炉内⋯叫21。

任丙彦【131等对【p200mm太阳能用直拉单晶的生

长速率进行了研究。通过采用热屏、复合式导流系

统及双加热器改造直拉炉的热系统(图1)进行不同热

系统下的拉晶试验，结果发现平均拉速可从0．6mm／

min提高到0．9mIn／min，提升了50％。用有限元法对

氩气流场和单晶炉热场进行模拟试验，结果表明：

改造后的氩气流场被明显优化，界面附近的晶体纵

向温度梯度增加，熔体纵向温度梯度减小。研究发

现，直拉炉中增加热屏后平均拉速明显提高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一方面热屏阻止加热器的热量向晶体

辐射，减弱了固液界面热辐射力度；另一方面，热

屏起到了氩气导流作用。在敞开系统中，氩气流形

成漩涡，增加了炉内气氛流动的不稳定性，氩气对

晶体的直接冷却能力弱，不利于生长出无位错单晶。

增加热屏后，漩涡消失，氩气流速增加，对晶体的

直接冷却和溶液界面吹拂能力加强。直拉炉加装导

流筒后，炉膛被分成了上下两个空间，氩气流局限在

复合式导流系统中，然后仅从内层保温罩一加热器、

加热器一石墨坩埚这两个缝隙中通过，流速进一步

增加，并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从炉内带走结晶潜热。通

过对模拟结果的后处理，得到两种热系统下界面

10cm附近晶体和熔体的8个温度值，经分析得出：与

敞开系统相比，密闭系统界面附近晶体轴向温度梯

度增大约10℃，而熔体中轴向温度梯度降低约5℃。

在Cz长晶过程中，当熔体中的温度梯度越小而晶体

温度梯度越大时，生长速率越高，如图2、图3所示。

图1 热系统改造示意图

(2)磁场直拉法(MCZ)

近年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直拉单晶硅正

1700

1500

＼

籍伽

1100

900

0 5 10 15 20 25

昌体纵向距离／cm

图2温度～距离曲线(晶体)

熔体纵向距离／砷

图3温度一距离曲线(熔体)

在向大直径发展，投料量急剧增加。由于大熔体严

重的热对流不但影响晶体质量，甚至会破坏单晶生

长。目前，抑制热对流最常用的方法是在长晶系统

内加装磁场。在磁场下生长单晶，当引入磁感应强

度达到一定值时，一切宏观对流均受到洛仑兹力的

作用而被抑制。引入磁场的磁力线分布有纵向、横

向和Cusp三种，从抑制硅单晶氧浓度考虑，应以

Cusp磁场为最佳『14—51。

宇慧平”61等研究了不同磁场对大直径单晶硅生长

中的动量与热量传输的影响，并进行数值分析。通过

采用紊流模型对大直径硅单晶在垂直磁场及勾行磁场

作用时熔体内动量及热量进行数值模拟和利用有限体

积法离散控制方程、SMPLE等算法对压力和速度场

进行耦合得出：垂直磁场对动量及热量的分布具有双

重效应。垂直磁场强度过大(融胆100毗2000)，不利于

晶体生长。对无磁场、垂直磁场及勾形磁场作用下

熔体内的传输特性进行比较后发现，随着勾形磁场

强度的增加，熔体内子午面上的流动减弱，并且紊

流强度也相应降低。

徐岳生HTI等使用钕铁硼永磁体向熔体空间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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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研究了永磁体所产生的磁场对3”硅单晶生长

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钕铁硼永磁体向熔硅所在

空间中引入Cusp磁场后，当坩埚边缘磁感应强度达

到0．15T时，熔硅中杂质输运受到扩散控制，熔硅

自由表面观察到明显的表面张力对流，单晶硅的纵

向、径向电阻率均匀性得到改善。通过试验得出了

磁感应强度B对应等效微重力的量级关系式：

g=v。仃芒g。硅单晶生长，用硅熔体的有关物性参数
代入v。盯表示式，可求得在石英坩埚边缘处所产生的

等效微重力接近于一般低轨道卫星的微重力等级。

在坩埚边缘处，B值相同情况下，大直径坩埚对应

的等效微重力量级较高，但实现B值较困难。研究

表明，增加永磁体的数量可以达到要求。

(3)氧浓度的控制

在直拉单晶硅生长过程中，由于石英坩埚的溶

解，一部分氧通常会进入到单晶硅中，这些氧主要

存在于硅品格的间隙位置。当间隙氧的浓度超过某

一温度下氧在硅中的溶解度时，间隙氧就会在单晶

硅中沉淀下来，形成单晶硅中常见的氧沉淀缺陷。

如果不对硅片中的氧沉淀进行控制，将会对集成电

路造成危害。通过一定的工艺，在硅片体内形成高

密度的氧沉淀，而在硅片表面形成一定深度的无缺

陷洁净区。该区域将用于制造器件，这就足“内吸

杂”工艺。如果氧浓度太低，就没有“内圾杂”作

用，反之如果氧浓度太高，会使晶片在高温制程中

产生挠曲。因此适当控制氧析出物的含量对制备性

能优良的单晶硅材料有重大意义【19~221。

符黎明[23I等重点研究了直拉硅中氧沉淀在快速

热处理(RTP)和常规炉退火过程中的高温消融以及再

生长行为。研究发现，RTP是一种快速消融氧沉淀

的有效方式，比常规炉退火消融氧沉淀更加显著。

硅片经RTP消融处理后，在氧沉淀再生长退火过程

中，硅的体微缺陷(BMD)密度显著增加，BMD的尺

寸明显增大。研究还发现，氧沉淀消融处理后，后

续退火的温度越高，氧沉淀的再生长越快。

Kissinger{24I等采用红外激光散射断层谱(承一LSD

对1000。C、l 100"C退火后的掺氮直拉硅中氧沉淀的

尺寸分布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表明，随着退火

时间的延长，小尺寸的氧沉淀逐渐减少，而大尺寸

的氧沉淀逐渐增多。这说明在退火过程中半径小于

该温度下临界形核半径的氧沉淀被消融了，而半径

大于该温度下临界形核半径的氧沉淀继续长大，这

就是Oswald熟化机制。研究还发现，氮浓度越高或

退火温度越高，氧沉淀的熟化过程进行得越快。

李勇幢5l等利用傅立叶红外光谱仪研究了掺氮直

拉单晶硅和普通盲拉单晶硅的原生氧沉淀以及模拟

太阳电池制备热处理工艺下的氧沉淀行为。结果发

现，掺氮直拉单晶硅的原生氧沉淀浓度比普通直拉

单晶硅的略高，这是因为氮在晶体生长过程中可以

促进氧沉淀，如图4N示。但是研究发现，在模拟太

阳电池制备热处理工艺中掺氮直拉单晶硅和普通直

拉单晶硅一样，仅有非常少量氧沉淀产生。这表明在

太阳电池的短时间热处理工艺中，氮只会对氧沉淀

产生微量影响，不会影响磷吸杂的效果，如图5所示。

1 378 1 382

CZ NCZ

图4普通直拉单晶硅和掺氮直拉单晶硅的原生间隙氧浓度图

0二 NC￡

图5间隙氧浓度在1 250。C热处理2h前后的变化

2区熔(Fz)法

区熔法是先利用线圈将原料硅棒局部加热熔

化，熔区因受到磁托浮力而处于悬浮态，然后从熔

区下方利用旋转着的籽晶将熔硅拉制成单晶硅。此

法由于生长过程中熔区始终处于悬浮状态，不与任何

物质接触，生长过程中的杂质分凝效应和蒸发效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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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等原因，因此产品纯度高，各项性能好。但由于其

生产成本高，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较为苛刻，所以一

般仅用于军工、太空等高要求硅片的生长瞄～勰1。

闫萍[291等采用真空区熔工艺，制备出导电类型为P

型，电阻率(3～5)X lOSf2／cm及(1～2)×lO删cm两种规格

的真空区熔硅单晶，其中电阻率为O-5)x 103D．；'em的单

晶除进行真空区熔提纯外，还需进行微量的掺杂。

两根单晶直径30～50mm，晶向<11l>。经检测，均

无位错及漩涡缺陷，少子寿命达到15001xs以上。

闫萍[301等通过在氩气气氛及真空环境下进行高阻

区熔硅单晶生长试验发现，与在氩气气氛下生长硅单

晶相比，在真空环境下采用较低的晶体生长速率即可

生长出无漩涡缺陷的单晶，而当晶体生长速度较高

时，尽管可以消除漩涡，但单晶的少子寿命却有明显

的下降。在真空中生长无漩涡缺陷单晶的生长速率，

比在氩气气氛下生长同样直径单晶的生长速率低，但

漩涡缺陷对单晶少子寿命的影响并不明显。

四结语

本文对单晶硅生长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

述。以前的研究表明，改进热场构造和在熔硅所在

空间引进磁场分别可起到节能降耗和生长大直径单

晶硅的目的。氮在硅晶体生长过程中可以促进原生

氧沉淀的形成，进而增加后续热工艺中的氧沉淀含

量；氮还能增强氧沉淀的稳定性。这两个特征使得

掺氮直拉硅在集成电路工艺中的热预算减小，并且

在硅片初始氧浓度降低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很强的内

吸杂能力，因而备受硅材料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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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论文 蒋娜.袁小武.张才勇 单晶硅生长技术研究进展 2009
    综述了单晶硅生长技术的研究现状。对改良热场技术、磁场直拉技术、真空高阻技术以及氧浓度的控制等技术进行了论述。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yn201002010.aspx

授权使用：华南理工大学(hnlgdx)，授权号：b19ad4cc-57c4-4637-9507-9dd70152edd4

下载时间：2010年8月19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1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19.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19.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0.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0.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1.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1.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2.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4.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5.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5.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6.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6.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7.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29.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30.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30.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yn201002010%5e3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2%8b%e5%a8%9c%22+DBID%3aWF_HY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a2%81%e5%b0%8f%e6%ad%a6%22+DBID%3aWF_HY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89%8d%e5%8b%87%22+DBID%3aWF_HY
http://d.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719152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yn201002010.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