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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中国国际硅业大会胜利召开
 

 

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办、硅业分会和北

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2011 中国

国际硅业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15－17 日如期在云南

昆明佳华广场酒店举行。来自国内外硅及相关行业

200 多家企业约 35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

国内代表约 300 人，包括云冶集团、昆明冶研、云

南永昌、江苏中能、洛阳中硅、陕西天宏，、东汽峨

半、四川永祥、沈阳博尼斯、亚洲硅业、上海普罗、

佳科太阳能、四川潘达尔、湖北三新、浙江合盛、

湖南兆通、阿坝顺鑫、瓦克化学、西格里集团、森

泽集团、顺天电极、四川亚连、宜兴宇龙等国内主

要的多晶硅、金属硅生产厂商及设备厂商。国外代

表约 50 人、包括 OCI、Timminco、Hemlock 、Lux 

Research 、LXE、CRU 、Mitsui、FerroAtlantica 

Group、Elpion、KCC、Sibelco Kosem、Nomin Holding

等国外硅产业厂商及设备商。 

16 日上午的开幕式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

会长潘文举先生主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

长赵家生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他首先代表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对来自中国境内外的代表表示热烈

的欢迎，对承办、协办、赞助和支持本次会议的各

有关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接着就我国硅产业业的

运行现状、面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存在的问题及

今后的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之后，工业和信息化

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先生、云南省工信委总

工程师谢阳先生、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全球

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陆郝安先生及云南冶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俞德庆先生为本次会议致辞。 

在开幕式之后，接着进行 16 日上午的大会报

告。应邀出席会议的 4 位专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副会长兼硅业分会会长赵家生先生、中国工程

院院士邱定蕃先生、中国建材材料联合会副会长兼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会长徐永模先生、云南

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俞德庆先生就中国

硅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温室气

体排放与控制研究、硅灰在混凝土中的应用、坚持

科学发展打造行业领军企业等发表了多篇精彩发

言。论坛部分结束后，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兼硅业分会秘书长林如海先生主持召开了政策

研讨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赵家生先生、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先生、商

务部对外贸易司副处长安丽丽女士、中国建材材料

联合会副会长兼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会长徐

永模先生分别回答代表们关心的国家产业政策和硅

行业发展问题，将全场气氛推向新高。 

16 日下午的大会报告上，应邀出席会议的 6 位

国内外专家是：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全球副

总裁兼中国区总裁陆郝安先生、江苏中能硅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锦标先生、TIMMINCO 太

阳能总经理 Julien Crisnaire 先生、西格里集团技术

管理总监 Georg Schwaiger 先生、西班牙大西洋铁合

金公司 Thierry Alary 先生、英国商品研究所高级副

总裁 Jorn P. de Linde 先生分别就全球光伏产业及市

场发展动态、做国际一流的多晶硅、物理法太阳能

级多晶硅、一致性—碳电极质量的关键因素、金属

硅市场基本面、金属硅—前行之路发表了精彩的演

讲。 

17 日上午，金属硅论坛应邀出席的云南永昌硅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安福先生、江苏森泽集团

董事长施燕、河北顺天电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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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先生、百川资讯分析师张勇先生、宜兴市宇龙电

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浩先生、上海申佳

铁合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杨华先生、泛亚有色金属

交易所董事长王清民先生分别就国内工业硅生产中

的变革和创新、大型工业硅电炉烟气净化系统及加

密装置、中国电极赶超国际水平、2011 年中国石油

焦市场行情回顾与展望、设备在电炉生产过程中的

重要地位、设计大电炉相关因素、用市场化的创新

模式夺取硅业国际定价权发表精彩演讲。同时在多

晶硅论坛上，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兼副总经理亢若谷先生、Lux Research 分析师 

Xavier Xie 博士、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教授张椿先

生、LXE 太阳能运营和质量执行总监 Tom Barker

先生、博尼斯（沈阳）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杨伟家先生、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机电中心常

务副主任尹中荣教授也为代表们分别带来了电子级

硅材料发展趋势、补贴削减背景下的太阳能市场预

测、浅谈多晶硅生产工艺的发展趋势、新一代西门

子法-超纯多晶硅、关于多晶硅硅烷法技术特点及市

场分析的探讨、大功率真空电子束冷床炉在多晶硅

工业化生产中的应用多篇精彩报告。 

 17 日下午，100 多名与会代表分别参观了昆明

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

公司，并认真听取了企业汇报及讲解，受益匪浅。 

通过一天半的会议交流及半天参观，大家对我

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全球硅产业的当前形势、消费

前景、技术发展以及今后的走势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和认识，这定将会对中国硅行业的健康稳定以及世

界硅产业的快速协调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17 日晚上，整个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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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氢硅精馏提纯工艺配置分析 
■ 陕西天宏硅材料有限公司 刘松林 

 

在制取高纯度多晶硅的工艺方法中，精馏因其

分离效率显著，设备、操作简便，成为高纯硅生产

的首选工艺。为了生产满足电子级多晶硅质量要求

的三氯氢硅，科技工作者从理论与实践中，对精馏

塔的传质效果、塔板结构以及操作条件进行了多方

面的探索和研究，在分离效率、节能设计上取得了

显著的成果。本文则从工艺流程的布置上对多晶硅

精馏工艺进行探讨，比较各种流程的优势特点，进

一步为多晶关键工艺的选择和优化提供帮助。 

 

一、多晶硅精馏工艺的原则配置方式 

原生氯硅烷是以三氯氢硅（TCS）为主要成分

的多组分液态体系中物质种类多达 60 余种，其中对

半导体器件制备工艺有严重影响的电活性杂质如硼

（B）、磷（P）、碳（C）、氧 

（O）和金属杂质多以氯化物或络合物的形态存在。

此体系可以 TCS（沸点 31.5℃）为基准，分为高沸

点组成（或称重组分），关键组分，低沸点组成（或

称轻组分）的三元体系。因此，对于 TCS 的精馏体

系而言，满足基本的分离要求，则塔的配置数为

3-1=2 个，这就是所谓的“二塔基元”，成为 TCS 分

离提纯的原则配置方式。 

 

二 、原生氯硅烷的基本质量状态 

 
 B P Fe Al Ca Cr Ni Cu Zn Mg 除杂工艺 

NO.1 19.78 2.71 38.55 16.20 6.94      固定床、干法除尘

+粗馏 
NO.2 44.16 2.72 81.80 22.40 72.84      固定床、干法除尘

+粗馏 
NO.3 58.12 1.86 60.00 5.60 10.21      固定床、干法除尘

+粗馏 
NO.4 18.56 2.87 38.57 17.20 3.04      固定床、干法除尘

+粗馏 
NO.5 13.10 2.59 18.28 5.99  2.76 1.92 0.19 1.28 0.67 流化床+湿法除尘

+吸附柱 
NO.6 190.9 9.80 194.4 8.42  7.90 5.20 0.18 0.18 0.33 流化床+湿法除尘

NO.7 250.0 4.50 36.57 1200  8.96 6.60   298.5 固定床、干法除尘

 

由于原生氯硅烷生产方法及后续处理工艺不

同，TCS 中的目标杂质含量差别较大，表 1 给出了

当前已知的原生氯硅烷中的杂质水平。根据原生氯

硅烷的基本质量状态，合理选择配置精馏工艺才能

取得良好的提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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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精馏工艺配置方式及分析 

1、图 1  配有蒸发塔的精馏工艺示意图 
 

 

图 1 是采用一般的“二塔基元逐级配置”方式；

在这个方案中，包含高、低沸物回收和尾气分离回

收装置系统至少配置 9~11 塔。 

该工艺配置适合于用固定床干法除尘工艺生产

的三氯氢硅精馏，高低沸物的截取量较大（一般大

于 20%），一般需要配置高低沸物的回收装置，甚至

单设脱轻、脱重塔。当原生 TCS 中，硼含量在

200~300ppbw，磷含量 4~5ppbw 范围时，TCS 精馏

效果硼杂质最低可达 0.04~0.1ppbw，磷杂质最低可

达 0.1~0.7ppbw 范围，可以满足半导体级多晶硅的

沉积需要。 

 

2、侧线截取产品的精馏工艺配置示意 

图 2 侧线截取产品的精馏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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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三塔基元，侧线出料的配

置方式，其中纯 TCS 由一段第三塔侧线截取，避免

了工艺中可能存在的“重硼、轻硼氯化物”的不足。

另一种纯组份四氯化硅（STC），则由二段二塔塔顶

截取。整个系统排放量大于 30%，为此，配备回收

塔 1 支，以提高物料的利用率。纯组份 TCS 中硼、

磷含量可分别小于 0.02ppbw 和 0.5ppbw。整个系统

包括尾气回收分离一般需要 7~9 个塔。 

 
3、低温氢化精馏工艺原则配置示意 
 

 

 

相对于改良的西门子法工艺，低温氯氢化工艺

是低成本纯硅生产的改进工艺之一。其中又有氢氯

化和氯氢化之分。由于配置中减少了氯硅烷间接合

成反应器，系统简化，所以多数厂家采用这种工艺。

图 3 给出了一种原则配置方式。可以看出，在精馏

分离工艺设置了二氯二氢硅（DCS）分离塔，截取

约 7~9%的 DCS 用于分解流化生产多晶硅。与一般

氯氢化工艺不同的是，在配置方案中，系统中产生

的 HCL 则导出制备盐酸，属于氢氯化工艺，整个精

馏系统排出量约在 15%以上，精馏塔配置数量应在

9~11 台。 

 

4、分段多线截取精馏工艺的配置示意图 

 



中国硅业                                                                                     2011 年第 4 期 

7 
 

该配置是目前已知的精馏方案配置中最简洁的

一种，它允许组分含量低于 7~8%的 DCS 与 TCS 一

起进入多晶硅沉积反应器。只要系统严格稳定操作，

可以保证多组分较彻底的分离效果，若尾气回收系

统合并为一个系统，则塔器配置一般 6 台即可。若

将尾气系统分开，则塔器配置最多不超过 8 台。精

馏工序排放量一般在 5~7%即可，物料实收率较高，

经这种工艺的分离提纯，TCS 中的含 B 量最低可达

0.027ppbw，一般含硼量小于 0.15ppbw 的检测频次

可达 50~60%。 

 

四 、总结 

由几种不同工艺配置的示意图中，可以得出如

下要点： 

1、在以上 4 个流程中可以看出，从提纯效果，

投资成本以及节能等综合性方面进行评价，图 4 的

分段多线截取精馏工艺特点突出，值得重视。主要

体现在塔器配置少，工艺简洁，可有效分离出组分

中的甲基氯硅烷，降低沉积多晶硅产品中的碳含量。 

 

2、合理排放是提高分离提纯效果的核心。 

依据原生氯硅烷的质量状态，杂质组分的存在

形态以及目标产品的质量要求确定合理的截取量，

是工艺配置的关键。 

 

3、连续稳定操作是精馏分离提纯的灵魂 

半导体级以上的高纯 TCS 的分离提纯，精馏工

艺处于核心地位，但精馏的连续稳定又是精馏操作

的关键核心，但精馏的连续稳定运行涉及因素较多，

包括公用工程，仪表自控等，因此在实际中尽可能

采用全自动控制，减少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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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电阻炉--用于金属硅冶炼 

■ 陈伟平 
 

无高温蒸发、一氧化碳回收 、沉清分类提纯

于一体，当今人类最大的：节能、减排、降耗、

优质、贵重金属收集、高产的新发明冶炼炉设计

技术参数分析 。 
 

12500KVA 金属硅冶炼电阻炉与 6300KVA 矿热炉 热平衡分析相比： 

表 5-1 我国某厂 6300KVA 电弧炉的热平衡分析 
热收入项 百分比 热支出项 百分比 

1、电热能 95.98 1 氧化物还原耗热 40.71 
２、电极氧化热 2.234 2 金属硅带走热 5.98 

３、还原剂反应放热  ３、逸出气体带走热 18.35 
  ４、炉面散热 5.97 
  ５、炉体散热 3.69 
  ６、短网热损失 7.47 
  ７、冷却水带走热 16.46 
  8、其他 1.19 

合计 100  100 

 

12500KVA 金属硅冶炼电阻炉热平衡分析 
热收入项 百分比 热支出项 百分比 

１、电热能 97.00 １、氧化物还原耗热 21.0118-23.7039 
２、电极氧化热 0.00 ２、金属硅带走热 6.500 

３、还原剂反应放热 1.78 ３、逸出气体带走热 7.42826-8.27785 
4、提高用电率 10.00 ４、炉面散热 2.4168-2.6703 

  5、炉体散热 2.2140 
  6、短网热损失 3.000-5.000 
  7、冷却水带走热 6.6632-7.4248 
  8、其他 1.6000 

合计 108.78  50.9032-57.4894 

 

附注分析诂算：  

电弧炉改成了电阻炉，取销短路变压器，采用

普通电力变压器，电能利用率提高 10％。  

单耗减少用硅石(0.4-0.75)吨，减少用还原剂

(1.2-1.35)吨；增产至 2 倍； (不同形式的挥发、蒸

发总是要耗热能，在此粗枝分析诂算)  

 

1. 进料氧化还原反应在粉末熔化、合理温度、密封

高压(压力 2－6kg)、机械快速搅合下进行，单耗减

少用硅石(0.4-0.75)吨，减少用还原剂(1.2-1.35)吨；  

氧化物还原耗热：  

40.71 － ［ (0.4-0.75) ＋ (1.2-1.35) ］ ÷ ［ (2.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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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8)］×40.71  

＝40.71－(1.6-2.1)÷(4.5-4.98)×40.71  

＝40.71－(0.35556-0.4217)×40.71  

＝40.71－(14.4748-17.1669)  

＝(23.5431-26.2352) ％  

 

2. 出炉温度要稳定：保持熔液的自由度，金属硅带

走热增加 0.52％  

5.98＋0.52＝6.5(％)  

 

3. 取消电弧，无蒸发硅石温度，合理使用还原剂，

逸出气体带走热：(减少用硅石(0.4-0.75)吨，减少用

还原剂(1.2-1.35)吨，所蒸发热应高于还原热比例，

由于一氧化碳气体回收在密封高压下完成，气体体

积比常压下小带走热少 30%，逸出气体带走热

(7.42826-8.27785)％)  

18.35×［(23.5431-26.2352)÷40.71］  

＝18.35×(0.5783-0.6444)  

＝(10.6118-11.8255)％  

(10.6118-11.8255)％×(1-30%) 3  

＝(7.42826-8.27785)%  

 

4. 炉面散热： 5.97×(0.5783-0.6444)  

＝(3.4525-3.8147) (％)  

 

5. 炉体面积加大 1.2 倍，应设计更保温，炉体温度

不变，炉体散热：  

3.69×1.2÷2＝2.2140(％)  

 

6. 无电弧、捣炉、停炉、电流平稳连续运行，短网

热损失：(3-5)(％)  

 

7. 冷却水带走热：  

16.46×(0.5783-0.6444)  

＝(9.5188-10.6068) (％)  

8. 无电弧高温，无电极氧化热 0  

 

9. 粉碎、输混、增加其他电耗 0.51％，  

1.19+0.51＝1.6(％)。  

 

12500KVA 金属硅冶炼电阻炉与硅业生产  

技术经济指标相比：  

 

中国硅业生产技术经济指标  

 

电耗：12000-13000kWh 硅石：2700-3000kg 木炭：

900-950kg 油焦：700-750kg 木块：200-280kg 电极：

120-150kg 4  

12500KVA 金属硅冶炼电阻炉生产技术经济参数  

电耗：5600-6800kWh 硅石粉末：2150-2300kg 煤或

木炭、油焦粉末：600-700kg  电极：0kg  

 

附注分析诂算：  

电耗：取消短路变压器，采用普通电力变压器，

基本消除了高次谐波，减小变压器热损，电能利用

率提高 10％以上。原耗电(12000-13000)kwh/吨硅，

采用 12500KVA 金属硅冶炼电阻炉后生产一吨金属

硅耗电需：  

(50.9032-57.4894)%÷108.78%×(12000-13000)  

＝（46.7946-52.8492）%×(12000-13000)  

＝(5615.35-6870.396)kwh。  

减少电能近(6000-7000)kwh/吨硅以上。熔液温

度调整合适，电耗还能下降。  

硅石：起炉后长期不间断连续运行，无蒸发，

炉面温度低、均匀，浑发少，生产一吨金属硅需要

二氧化硅 硅石粉末(20 目以上，石英砂可直接使用，

越 细 越 有 利 于 减 小 机 械 磨 损 和 提 高 还 原 速

度)(2.15-2.3)吨。减少耗硅石(0.4-0.75)吨/吨硅(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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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蒸发掉的，硅石蒸发热是熔化热的 11.35 倍，是

最大的热能不合理损耗，是烟尘主要来源)。 一吨

二 氧 化 硅 硅 石 可 提 炼 金 属 硅  ( 原 子 质 量 ： 硅

28.0855，氧 15.9994)  

28.0855÷(2×15.9994＋28.0855) 5  

＝28.0855÷60.0843＝0.467435 (吨)   

炼一吨金属硅需要硅石  

1÷0.467435  

＝2.139335 吨硅石/硅。去除了粉尘排放。  

还原剂：因为加混合粉末原料(硅石和还原剂)

到密封高温熔液中机械均匀搅合，还原保证合适温

度，无需考虑催化、延迟、通畅，减少耗炭 1.2-1.35

吨/吨硅(炉面电弧引起的高温挥发、蒸发、明火燃烧

等无效损耗，浪费能源也严重增加一氧化碳和一氧

化硅排放)。  

一吨二氧化硅还原一氧化碳需要碳： (原子质量：

碳 12.011)  

12.011÷(15.9994＋12.011)  

＝12.011/28.0104＝0.428805(吨)  

一吨金属硅需要还原碳：  

0.428805×2.139335  

＝0.917358(吨)  

回收一氧化碳供发电或埚炉代煤燃料可替代煤

碳，，实际碳耗约 0.58386 吨/硅。基本去除一氧化

碳排放，转为二氧化碳排放。  

产量：边进原料，边出成品，连续运行日产量

从原来的 18-20 吨，  

12500÷(5966.5416-7294.3648)×24  

＝(41.1276-50.2804)吨/日 产量提高达 2 倍。  

质量：长期沉清(沉淀)比重分离出料，产品质量

从纯度 98-99％，提高到纯度 99.9％以上。  

炉体出料分：炉面超轻物质(浮渣)出口，底部超重物

质(沉渣)出口、重金 6 属存储收集池，沉清(沉淀)

后的正品出口。  

本 12500KVA 金属硅冶炼电阻炉技术参数再

次分析，只是对我自已设计的 12500KVA 金属硅冶

炼电阻炉的诂算分析，仅说明一种新型设计冶炼电

阻炉的性能，已经从埋弧炉改成了电阻炉；炉面加

料改成密封加料；块状熔化自然结合还原改成粉末

快速熔化密封高压适温机械高速搅合还原；小作改

动，适合多种矿石冶炼；适合混合型矿石冶炼，能

尽量驱分出所需要的物质，提高产品质量，托展矿

石资源范围；其耗能、耗原料、产能、质量、功能

更好，且延生功能具备，损耗仅在必不可缺的合理

泛围；沉清(沉淀)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得到不同的附

属产品，矿石资源尽可能物尽其用；连续运行，便

于余热回收，适合了配套各种前后套自动化设备；

对空气、电网、无线电危害小。是当今人类最大的：

节能、减排、降耗、优质、贵重金属收集、高产的

新发明冶炼炉设计，是一种希望，是一种愿望，一

种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需要做出更多努力，需

要社会支持，需要国家的扶持，需要国家有关部委

再次论证,对于如此重大影响人类进步和生存环境

的设计，论证正确就应该立项，组织专家联合攻关，

不应再推出市场经济之说，把理想的技术为社会服

务，这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是科技兴国的重中之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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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多晶硅生产工艺的发展趋势 
■ 张椿 

 

前言 

多晶硅的生产工艺一直都是为了满足集成电路

和电力电子器件的纯度要求而不断提高和改进。近

些年由于光伏产业爆炸式的发展，总产量 80%以上

的多晶硅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因此目前对生产工

艺研究的主导思想是如何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为光

伏电池推广应用创造条件。但是目前和将来多晶硅

的生产工艺都必须为电子和光伏产业两个领域的发

展而努力。总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的要求多晶硅的纯

度都要不断提高，生产成本逐步下降.特别是光伏产

业能否广泛推广应用关键在成本。 

 

一、改良西门子法仍将是未来最主要的生产工艺 

西门子法至今被国际上广泛采用有下述両大特

点： 

1、西门子法经过 50 多年的生产实践和发展，

工艺成熟、产品质量稳定、生产过程比较安全可靠，

可生产电子级和太阳能级多晶硅，而且两种产品的

质量均属上乘。 

2、西门子法的最大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改进工艺

和创新，使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为电子和光伏产业

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 10 几年西门子法的生产工艺有下述 6 大改

进： 

（1）采用加压还原炉能耗明显下降。 

还原电耗占总能耗的 30%左右，如何降低还原

能耗，对生产成本影响很大，10 年前都是用常压还

原炉，降低能耗的主要措施是增加硅棒的对数，当

时日本三菱公司 48 对棒的还原炉，电耗降低到

83kwh/kgSi,炉产 5 吨左右，堪称世界之冠。如今普

遍采用加压（0.6Mpa）还原炉，硅棒的对数由 9 对

增到 36 对，能耗有可能降低到 50kwh/kgSi 以下,炉

产也在 5 吨多。而且更多对棒的还原炉正在研发过

程中，还原的电耗还会进一步降低。 

（2）干法回收尾气工艺，极大地提高了原材料

的利用率。 

由于 SiHCL3 还原的一次转化率只有 10%左右，

因此有大量尾气需要处理，过去曾用湿法回收

SiCL4、SiHCL3 和 H2。HCL 吸收后排掉，氯的耗

量大，氢由于水洗后纯度很低，不能直接利用。美

国 CDI 公司发明了干法尾气回收系统，将尾气中的

SiHCL3、SiCL4、HCL、和 H2 都回收分离再利用，

是提高原料利用率的一大改进。 

（3）用冷氢化（氢氯化）技术，进一步降低能

耗。 

西门子法虽然普遍都采用尾气回收系统,但是

其中大量的 SiCL4（每生产 1kg 硅约有 15kg 的

SiCL4）过去并未在生产中利用，而是用于制造白碳

黑或其他衍生物。为了进一步降低单耗，过去多采

用热氢化技术将 SiCL4 转化为 SiHCL3，到 2004 年

氯氢化技术专利限制失效后，近几年新建和扩建的

多晶硅厂，冷氢化则成为主流工艺技术。两种氢化

的基本原理如下： 

热氢化             SiCl4+H2=SiHCl3+HCl  

冷氢化（氢氯化）    3SiCl4+2H2+Si=4SiHC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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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工艺条件的对比如表 
序号 项目 热氢化 冷氢化 

1 反应温度℃ 1250 550 

2 反应压力 Mpa 0.3-0.5 2-3 

3 TCS 转化率% 16-22 26—28 

4 能耗 kwh/Kg TCS 3--4 0.7-1 

5 碳加热元件 有 无 

6 设备材质 不锈钢 镍基合金 

7 尾气 HCL 有 无 

8 操作难度 易 难 

9 硅粉 不加 加 

10 单套产能 小 大 

11 碳污染 有 无 

 

热氢化的优点：设备结构较简单、操作压力低、

易掌握、较安全。 

缺点：反应温度高、能耗大、转化率低、使用

碳质加热器材成本高（一般寿命为 3000 多小时）、

有碳污染、单套设备处理能力小，产生的 HCL 需另

行回收利用。 

冷氢化的优点：反应温度低、转化率高、能耗

低、单套处理能力大（一套可供年产 6000 吨多晶硅

生产用）， 

缺点;反应压力高、结构材质要求高（镍基合金

800H）、控制流态化床工艺条件较难。 

两种氢化工艺在降低能耗方面差异很大，采用

冷氢化工艺每生产 1 公斤 SiHCL3 的能耗约为热氯

化的 1/4。同时尾气无 HCL。 

 

（4）转化二氯二氢硅的技术正在推广利用。 

在氯化和还原过程中约有 5%左右的二氯二氢硅，过

去多未回收利用。SiH2CL2 的沸点 8.3℃、闪点

-30.7℃引燃温度58℃，爆炸极限在空气中上限99%、

下限 4.1%。性极活泼、易燃、易爆，是生产过程中

的很大的安全隐患。目前采用反岐化工艺将二氯二

氢硅转化为三氯氢硅，转化率可达 95%以上，既提

高了原料的利用率。又降低了生产安全隐患。 

 

反岐化反应： 

SiH2CL2＋SiCL4---2SiHCL3- 

 

（5）规模效益使单位投资逐步降低。 

由于西门子法生产工艺成熟，多晶硅的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由上世纪后期年产 1000 吨是经济规

模。时至今日，单产系列 5000～6000 吨/年才称之

谓经济规模。规模越大经济效果越明显。 

从两个可行性研究和一个韩国 OCI 投资为例，

可看出经济规模单位投资的差别： 

FS1，1500 吨/年，投资 US$20800 万，单位投

资： US＄138.7/kgSi； 

FS2，6000 吨/年，投资 US$52000 万，单位投

资： US＄86.7/k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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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I，24000 吨/年，投资 US$170000 万，单位

投资：US＄70.8/kgSi。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投资明显降低，以

及各种新工艺的采用，有些采用西门子法的单位，

声称多晶硅的生产成本已降低到 20-25 美元/kg。另

外多晶硅的成本与当地的电价高低密切相关。因此

有些大硅厂异国建厂，如日本的三菱在美国的阿利

巴马州、德山在马来西亚、德国 WACER 在美国的

田纳西州建多晶硅厂，都是由于当地电价和优惠政

策之故。 

 

（6）生产工艺的安全性 

西门子法的生产工艺使用大量的氢气、氯气和

三氯氢硅，虽然这些物质有毒、可燃和爆炸的危险

性，但是相对硅烷的爆炸界限是 0.8%—98%相比，

西门子法的安全性相对较好。 

总之采用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安全可靠的生

产工艺，达到产业规模，选择电价低廉、水源丰富、

交通方便的地区建厂。才能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有利于吸引人才、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企

业市场竞争力。 

二、硅烷法仍有不可取代的优点。 

硅烷热分解法生产棒状多晶硅是目前纯度最高

的产品，由于 SiH4 的沸点比 B2H6 低 19℃，比 PH3

低 23.8℃，其他杂质的沸点的差别就更大了，所以

低温精馏提纯后，SiH4 的纯度非常高，加之 SiH4

无腐蚀性，热分解的反应温度低，所以生成的多晶，

结晶质密、纯度高、非常适合生产用于大功率电力

电子器件的区熔单晶，区熔可一次成晶,因此虽然多

晶的价格比西门子法贵 2 倍多,但是明显提高了区熔

单晶的生产效率，成本核算仍然是有利。 

 

 
硅烷法与西门子法生产工艺的主要区别如下表： 
 

项目 硅烷法 西门子法 

1、反应温度℃ 800 1050 

2、结晶粒径 μm 0.1 1000--10000 

3、反应转化率% 96 10 

4、多晶硅纯度 电子级 电子级 

B- ppta、 20--60 50--100 

P--ppta 60--100 80--200 

(c)   C--ppma 0.1—0.2 0.1—0.2 

5、还原能耗 kwh/kgsi ≥120 50  —70 

6、腐蚀性 无 有 

7、炉型结构 较复杂 复杂 

8、投资强度 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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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烷热分解炉的结构比较复杂，由于硅烷非常

活泼在 500℃就开始分解，因此炉内温度不能过高,

否则就有大量的硅粉沉积在炉内，为此每一个硅芯

有一个 POCKET 起到保持硅芯温度在 800℃，炉室

温度较低，尽量降低炉内硅粉的沉积量。所以硅烷

法的反应温度虽然较低，但是沉积速度较慢，生产

周期较长。因此生长同样直径的多晶硅,硅烷法的能

耗却比西门子法高很多。故其生产成本目前尚无法

与西门子法竞争。另外是安全问题，硅烷的各个生

产环节都必须有极其严格的安全措施。 

 

 

三、FBR 法（流化床法）是否能降低生产成本，尚

难定论。 

ASiMi 公司于 1990 年就开始研发 FBR 法生产

粒状硅，不断地改进 FBR 反应炉的结构，于 2000

年中研制成功第三代 FBR-A 型示范炉。生产能力为

150 吨/年。又用了 5 年优化各项工艺条件和改进设

备，増大反应炉直径。共投资 17 亿美元，建成一个

9 层 56 米高装有 24 个 FBR 反应炉和 2 个 SiH4 生

产线。每个炉子的生产能力为 437.5 吨/年。设计生

产能力为 10500 吨/年。2009 年 REC 生产多晶 7753

吨其中粒状硅只有 1763 吨，2010 年的生产情况，

从 2011 年 7 月 19 日 REC 年报的图表说明 FBR 法

的生产情况尚不稳定，产品的合格率波动很大。2011

年上半年生产工艺基本稳定，生产的粒状硅 8310

吨。计划今年生产 17000—19000 吨。下图是 2010

年和 2011 年上半年的生产情况。 
 

 
 

能耗比西门子的还原炉低 76%，但是生成成本

并不低，其中折旧费占生成成本的 35%左右。见下

图，黑色为经营管理费,兰色为折旧弗、橙色为现金

生产成本费。 



中国硅业                                                                                     2011 年第 4 期 

15 
 

 
 

生产成本 2010 年 3 季度高达 42 美元/kg,今年 2

季度降到 27 美元/kg。右图是 2010 年 11 月“年度资

本市场日”REC 宣布计划今年 4 季度生成本的目标

值：31 美元/kg，是否能达到或低于计划指标，还有

待稳定生产工艺。另外 REC 声称进一步发展 FBR

法仍有三项任务：降低现金成本（reduced cash cost）、

降低基建投资（reduced capital expenditure）和提高

产品 质量（improved product quality）。 

从 REC 研发 FBR 法 20 多年过程看，FBR 法

生产工艺的稳定性、产品的纯度和降低投资强度三

大问题仍需不断改进。  

 

FBR 法控制生产工艺条件和保持纯度，有以下

难点： 

(a)晶种的制备：粒状硅是在 0.2mm 左右的晶种

上沉积长大约 2mm 的粒状硅。晶种破碎方法和成

本，以及保存和运输过程中不被金属杂质沾污。 

(b)如何控制炉内轴向和纵向的温度的均匀分

布。 

(c)气体流速和压力的控制。 

(d)防止和控制在炉壁上沉积硅。 

(e)降低结构材料的对产品的沾污。 

因此我认为 FBR 法的能耗虽然很低，但是产品

和生产工艺的稳定性仍待解决。否则目前很难说它

是最有希望生产廉价太阳能级多晶硅的方法，一切

都有待实践证明。 

 

下图是年产 150 吨扩大试验和 10500 吨 FBR 厂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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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理冶金法的前景 

物理冶金法早在 1975 年就由德国的 WACKER

公司的实验室进行了试验，当时做到了 5N，

WACKER 公司在西门子法产业化后，就停止了物理

冶金法的研究。自从 2004 年太阳能电池的用硅量爆

涨后， WACKER，JFE，三菱，HEMLOCK，ELKEM，

等公司又在重新开始研究物理法生产多晶硅。国内

也有不少单位如：河南迅天宇、南安三晶、浙江碧

晶、宁夏银星、上海普罗、天津希力斯等公司，也

开始研究物理冶金法提纯多晶硅的技术。由于物理

法投资少、工艺简单、成本低，见效快、污染小等

优点，对发展光伏产业有很大潜力。过去由于太阳

能电池对多晶硅的纯度要求并无明确指标，物理法

是否可以满足太阳能电池的要求莫衷一是。2011 年

5 月 SEMI 公布了太阳能级多晶硅的标准，对纯度有

明确要求。如下表： 
 

下表为太阳能级多晶硅 SEMI 标准 
多晶硅的级别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受主杂质.B.Al.ppba ≦1 ≦20 ≦300 ≦1000 

 cvd 法 5 20 150 

施主杂质.P.As.Sb.ppba ≦1 ≦20 ≦50 ≦720 

 Cvd 法 5 10 150 

C              ppma ≦0.3 ≦2 ≦5 ≦100 

体金属和表面金属

Ti.Cr.Fe.Ni.Cu.Zn.Mo 总含

量              .ppba. 

 
≦10 

 
≦50 

 
≦100 

 
≦200 

体和表面碱金属总含量 Na.K.Ca 
ppba 

≦10 ≦50 ≦100 ≦4000 

含氢浓度 低到加热 过程中不 会爆炸  

含氯浓度 低到加热 过程中不 会爆炸  

 

SEMI 标准对多晶硅的质量检测方法、表面状

态、包装要求，都有详细说明。将太阳能级多晶硅

分为 4 级，对各种杂质都有明确指标。从 1 级到 4

级多晶硅的标准不同，但是 1 级品注名是 CVD 法生

产的多晶硅。2、3、4 级未说明生产方法，但不包

括混料。物理冶金法研究的目的是既能满足光伏产

业的要求又能生产廉价的硅材料，以便光伏产业的

迅速发展和推广应用。SEMI 标准在质量上让大家有

章可循。但是多晶硅价格和质量，都有待光伏产业

的綜合考虑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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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电子产业配套有机硅产品 
■ 姜承永 

 

1 电子技术配套用有机硅材料的市场需求及研发对

策 

我国已经是世界有机硅消费大国，并即将成为

世界有机硅生产大国。我国的有机硅产业创造了光

辉业绩，有机硅产业已经蓄积了进一步壮大发展的

有利条件，但是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隐忧。 

有机硅产能急剧膨胀，并不能说明我国的有机

硅产业已经做强。当前国内市场消费的有机硅产品

中，国内生产的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档产品，效益

丰厚的高档产品大多被跨国公司垄断；国内在有机

硅技术开发方面投入不大，长远发展技术储备不足。 

国内甲基氯硅烷单体产能的增长为有机硅下游

产品的扩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后续扩建和新建的有

机硅单体生产装置相继投产，将要出现的产能过剩

势必要引发有机硅产业的激烈竞争。我国的有机硅

产业必须完善产业链，延伸产品链，特别是向高技

术含量产品发展。加大技术投入、提高产品技术水

平、扩展产品线的广度和深度，是有机硅企业走出

困境和自主发展的必由之路。 

有机硅材料是一类具有优异性能的特种化学

品，其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已经成为高新技术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高性能有机硅材料的开发和

应用将促进和带动高新技术的发展。研究开发电子

技术配套应用的高性能有机硅材料，既是有机硅产

业寻求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有机硅产业为改善经

济效益有待开发的广阔天地。 

 

2 电子产业应用有机硅系列材料研究开发 

2.1 低噪声半导体器件芯片内保护材料 

低噪声半导体器件芯片内保护材料用作半导体

器件内保护有机硅涂料，除一般要求的机械性能、

介电性能、耐热性能之外，出于保证器件低噪声运

行的工作要求，特别要求内保护有机硅涂料要严格

控制金属离子含量。 

分立半导体器件分为 PNP 型器件和 NPN 型器

件，P 型半导体和 N 型半导体在工作时的多数载流

子分别对应于空穴传输电荷和电子传输电荷。为了

更好发挥硅橡胶的绝缘保护作用，对应于 PNP 型器

件应配套应用电正性的硅橡胶，相反，对于 NPN 型

器件则应选用电负性的硅橡胶。半导体器件芯片内

保护涂料的生产环境、设备和工艺特定要求用作半

导体结涂料的有机硅基础聚合物，一般采用加成反

应交联的固化体系，交联密度精确控制；应用高效

传质传热精密控制反应温度的设备，同时采用有效

调控分子量的特殊工艺，合成可控分子量分布的基

础有机硅聚合物；再配合精选高纯化学试剂，制得

低噪声半导体器件内保护涂料。 

 

2.2 具有自净化功能的半导体器件芯片特效保护材

料 

半导体元器件芯片生产工艺过程引发的铁、铝

等金属离子污染将影响到半导体器件、特别是大规

模集成电路的工作稳定性。 

采用广谱强力化学捕获技术屏蔽金属离子，抑

制残留铁、铝等金属离子的迁移，并且可以同时稳

固锁定多种金属离子，即使在半导体器件最高工作

温度时仍能有效抑制金属离子迁移，从而做到在半

导体器件全工作温度段保持参数稳定。 

 

2.3 电子元器件芯片低应力保护硅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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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器件管芯引出线与芯片的焊接强度脆

弱，特别是功率器件在较大功耗时元器件工作温度

升高，芯片及链接引线尺寸变化使得元器件内部产

生应力。 

为了达到器件的绝缘防潮，需要应用低应力的

保护硅橡胶。低应力加成反应硫化型硅橡胶的制备：

启用专门技术合成不含端羟基的基础有机硅聚合

物，制备极低交联密度的特种结构高活性交联剂，

还需制备高效催化剂，将上述组分优选组合制得性

能稳定的低应力保护硅橡胶。 

 

2.4 半导体器件台面高绝缘强度保护涂料 

高电压工作的半导体元器件大多采用台面结构

芯片。通常硅橡胶的绝缘强度约为 20MV/m，甲基

苯基硅树脂的绝缘强度高达 80 MV/m 以上。 

应用亲核催化反应合成的高固化活性有机硅树

脂，不仅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交联固化，而且硅树

脂固化膜对多种基材粘附牢固，固化后的涂膜永不

返粘。以高固化活性硅树脂作绝缘保护涂料，大大

提高了器件的绝缘强度。 

 

光电器件的封装保护材料 

LED 管芯保护材料 

LED 管芯应用低模量硅橡胶作为管芯保护，可

以在发挥防潮绝缘作用的同时，缓和由于工作时温

升引起的 LED 芯片与键合引线之间的应力，从而延

长器件工作寿命。大功率 LED 透镜封装用甲基苯基

乙烯基硅树脂高折射率高透明度的甲基苯基乙烯基

硅树脂用于大功率 LED 的透镜材料。 

应用亲核反应合成硅树脂技术，在硅树脂合成

过程中会优先缩合脱掉苯基取代位置的硅羟基，即

使残留微量甲基取代位置的硅羟基，因其反应活性

较高，可以采用含乙烯基的羟基清除剂取代消去硅

羟基，避免后续交联反应可能产生氢气的根源，因

而可以制得透光率更高的硅树脂产品，以其封装

LED 器件，不仅改善器件工作稳定性，还将提高 LED

的发光效率。 

 

电子信息设备配套用有机硅材料 

电路板与电子模块保护涂料 

单组分室温固化甲基苯基硅树脂吸收空气中的

潮气，活性反应基团水解，进而发生聚合物的缩合

交联反应，涂膜完成交联固化。特别适用于印刷线

路板和电子模块的保护涂料。 

生产室温下可快速固化甲基苯基硅树脂经济实

用的技术路线：从甲基氯硅烷和苯基氯硅烷出发，

在有机溶剂存在下共水解，得到的硅醇混合物，经

水洗除酸，再经亲核催化缩合反应，制得具有适量

活泼硅羟基的硅树脂预聚物，然后添加专用交联剂

和催化剂，进一步进行催化预缩合反应，制得可室

温固化的甲基苯基硅树脂。 

 

电子组件防潮绝缘导热用有机硅材料 

液体硅橡胶 

液体硅橡胶用于电子部件、组合件的灌封，可

以起到防潮、防尘、防腐蚀、防震等保护作用，并

提高使用性能和稳定参数。 

导热性硅脂或半固体状导热硅橡胶垫片将导热

硅脂或导热硅橡胶垫片填充于金属散热器和热源之

间，即可排除空气间隙对导热性能的不良影响。 

 

低压缩永久变形、高疲劳寿命、低故障率键盘

用硅橡胶 

用于加工键盘的硅橡胶聚合物分子量分布过宽

影响硅橡胶键盘的工作寿命，硅橡胶料中的挥发组

分导致导电硅橡胶键盘故障率高。 

改进硅橡胶生胶生产设备的传质传热效果，保

证硅橡胶聚合过程物料配比均衡和温度稳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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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降低硅橡胶挥发分的聚合物封头剂，以避免低

聚物生成。制备分子量分布均匀、挥发组分含量低

的基础胶料，配合改进的混炼工艺，不用或少用结

构控制剂加工混炼硅橡胶，因排除了结构控制剂等

低分子物组分迁移扩散的不利影响，不仅降低导电

硅橡胶键盘故障率，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生

产成本。 

 

应用硅橡胶加工电子印刷设备部件 

硅橡胶具有优良的耐热、耐电弧和抗粘附性能，硅

橡胶可用于制做电子打印机胶辊、传真机 

胶辊和塑料薄膜辉光放电处理的胶辊。为保证硅橡

胶辊的长期可靠工作，用于制做硅橡胶辊的胶料需

要具备适当的粘接性能，或同时配套用于对金属辊

轴处理的高效增粘底涂剂。 

 

汽车电器配套用有机硅材料 

在汽车上广泛应用有机硅粘接与密封剂、灌封

胶、凝胶、绝缘涂料等，用于保护发动机控制模块、

点火线圏与点火模块、动力系统模块、制动系统模

块、废气排放控制模块、电源系统、照明系统、各

种传感器、连接器等，此外还经常应用导热硅橡胶

等材料作为电子器件的热接口材料。 

汽车分电器发动机点火装置电触头应用有机硅

软凝胶灌封，既可隔绝空气避免触头烧蚀，还可避

免因电火花激发产生臭氧而加速橡胶塑料部件老

化，减少点火系统故障，延长正常工作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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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氢气碳杂质对多晶硅化学气相沉积 
影响的机理分析 

 

■ 四川亚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蔡跃明、钟雨明、周齐领、钟娅玲 
 

摘要：本文针对多晶硅化学气相沉积（CVD）体系中碳杂质的 CVD 机理及其对多晶硅沉积与品质的影响机

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还原氢气中的碳杂质沉积率接近零；造成碳杂质掺入多晶硅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还原炉中的硅棒（芯）不纯以及石墨炉底材料；可以采用水电解、甲醇裂解、天然气裂解制备超纯氢，

以及还原循环氢净化提纯的方法，为多晶硅还原提供氢气原料。 
 

一、引言 

在西门子改良法生产多晶硅的过程中，对作为

还原剂以及载流气体的氢气质量要求非常高，纯度

一般在 99.9999%以上，露点-55℃，含氧量小于

3ppm、碳含量小于 2ppm。通常认为，氢气中的主

要杂质，诸如水、氧、HCl 等，以及 CO、CH4、CO2、

CH3OH 等含碳化合物，在多晶硅化学气相沉积

（CVD）过程中，极大影响多晶硅沉积生长的质量。

水、氧、HCl 等杂质对多晶硅品质的影响分析与研

究报道比较多，而微量的碳化合物杂质在复杂的多

晶硅 CVD 体系中，是如何影响多晶硅生长的机理等

的相关分析与报道，比较少见。 

本文依据 Sirtl、Valente、Swihart 等对西门子改

良法多晶硅还原体系建立的各种多晶硅 CVD 模型，

利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CFD）数值模拟分析结果，

结合 Huettingger、Pierson 等建立的热解碳 CVD 模

型以及多晶硅生产过程中的实际经验，对氢气中碳

化合物杂质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二、氢气中含碳化合物杂质的实际影响 

在多晶硅还原工段中，氢气的来源主要由新鲜

的超纯氢气及还原尾气回收提纯的超纯氢。新鲜氢

气包括电解纯氢、甲醇裂解纯氢、天然气裂解纯氢

等。 

一般认为，水电解制氢可以达到还原氢气所要

求的 6N 级纯度，而甲醇裂解、天然气裂解制备的

氢气很难达到 6N 级，容易在多晶硅中掺入热解碳

等杂质，并且影响硅芯（棒）表面硅沉积速率与沉

积硅的质量。同时，在还原炉里 1000 多度高温下的

SiHCl3-H2 气氛中，微量的 CO 可能与三氯氢硅氢还

原反应的各种中间产物及反应物，诸如 SiCl2、

HSiCl、SiCl4 等发生歧化反应，既可能生成热解碳

或晶体碳，影响多晶硅品质，又可能扰动硅芯（棒）

表面 SiHCl3-H2 边界层气体均应分布，影响多晶硅沉

积速率及炉内的温度梯度。 

此外，在国内一些多晶硅生产企业中，还原尾

气含有较多的 CH4 工况下所产出的多晶硅，其碳含

量往往超标。比如，某企业还原尾气 CH4 含量高达

50-100ppm，多晶硅碳浓度超过了三级品（≤2×1016 

at/cm3）的标准。同时，多晶硅成品出现表面不平整

及类似氧化夹层的现象。 

然而，经过对该企业使用的硅棒及炉底材料分

析发现，所使用的硅棒和炉底材料中含有较多的碳

元素，加上炉内还有相当浓度的副产物 HCl 气体，

与硅棒或炉底材料接触产生腐蚀现象，可能使原子

碳掺入到腐蚀点上。实际上，很难确定是还原氢气、

净化提纯后的还原尾氢、三氯氢硅气体中的碳杂质，

还是硅棒或炉底材料中的碳掺入到多晶硅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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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依据氢气碳水化合物含量是否超标，来评价对多

晶硅品质的影响或相关性，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三、多晶硅与热解碳 CVD 机理 

3.1 多晶硅 CVD 机理 

很多文献对多晶硅 CVD 机理进行了研究与分

析。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三氯氢硅和氢气高温

系统下的反应，主要是由气相反应和硅（棒）表面

反应所组成。影响硅沉积率及质量的控制步骤是硅

棒表面反应。但是，在硅棒表面形成稳定的原料气

体速度边界层中的物质输送过程与气相反应过程，

非常容易受到进料气体流量、流速、原料组分摩尔

比、喷嘴安装位置、炉内温度梯度分布、反应温度

控制等因素影响，从而会影响硅棒表面反应过程的

顺利进行。 

Su 等认为，在三氯氢硅和氢气反应系统中，三

氯氢硅是不能直接或反应生成固体硅，而是先发生

热裂解生成中间产物 SiCl2、HCl 等。二氯二氢硅的

分解，也存在两种形式。其它氯硅烷的分解反应也

有多种形式。Coso、Li 等发现，在一定反应温度下，

硅沉积速率是随三氯氢硅浓度增加而增加。当三氯

氢硅浓度达到一定浓度（比如摩尔比为 0.2-0.4）时，

硅沉积率基本保持恒定。而反应温度越高，硅沉积

率达到稳定值时，三氯氢硅浓度就越高，相应氢气

浓度就越低。因此，多晶硅 CVD 过程主要有两个控

制因素：物质运输控制和反应动力控制。在三氯氢

硅浓度较高区（氢气浓度较低），硅的沉积过程是由

反应动力控制；在三氯氢硅浓度较低区，硅的沉积

过程由三氯氢硅的扩散控制。 

但是，在三氯氢硅高、低浓度（即氢气低、高

浓度）两个区域内，硅沉积率随三氯氢硅浓度变化

的相关性有所不同。在三氯氢硅浓度较低区，硅沉

积率几乎随氢气浓度减少而线性地增加。硅沉积率

达到一定值时，又随氢气浓度下降而减少。而在三

氯氢硅浓度较高区，硅沉积率与氢气浓度关联性呈

现相对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其机理为，在三氯氢硅

浓度较高区域，高温下的三氯氢硅，容易发生热分

解，此过程由气相反应动力控制，所生成的中间物

及反应物，诸如四氯化硅、二氯化硅、硅油等，阻

碍了硅的沉积。 

3.2 热解碳 CVD 机理 

由于多晶硅还原反应的温度高达 1000℃以上，

三氯氢硅和氢气反应体系中所含有的碳化合物杂

质，诸如 CH4、CH3OH、CO、CO2 等，可能倾向于

热裂解或还原反应生成热解碳，甚至晶体碳、石墨

化。 

一般认为，低分子量烃的热解碳 CVD 机理是，

低分子量烃热解聚集形成的许多碳原子排列构成的

平面大分子。各种烃热解过程的共同点是，气态烃

脱氢聚合、晶核形成、生长；不同点是，中间物的

类型及反应顺序上。反应温度、浓度、反应时间等

也是影响热解碳 CVD 机理的重要因素。 

Pierson、Venkateswaran、Hoffman 等研究表明，

热解碳沉积过程动力学控制步骤发生在气相中，而

不是在固相基体的表面上。 

比如，CH4 沉积体系中，初期的诱发反应： 

CH4 → CH3 + H-  + 421kJ/mol  

成为 CH4 热解体系中速率决定反应的步骤。 

在氢气浓度较高的气氛中，H2 会在碳表面形成

稳定的 C-H 络合物，使沉积基体上的活性点失活。

因此，氢气对热解碳沉积过程有抑制作用。 

此外，对于低碳醇，比如甲醇的热裂解，不可

能直接产生热解碳，而是 CO、CO2、H2。同样，在

高温、无专门的催化剂下，气态 CO、CO2、H2 之间

合成烃或醇等有机化合物，以及热解碳的几率均接

近 0。不过，CO、CO2 等高温气态质子化、电子化

或离子化状态下与三氯氢硅还原中间物之间的反应

是否间接导致热解碳的存在，很难从机理上分析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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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还原体系中微量碳化合物影响多晶硅 CVD 的机

理讨论 

以上对多晶硅及热解碳 CVD 机理描述，是在

一定的操作条件下分别进行的。但是，在多晶硅还

原炉内，微量碳化合物杂质与多晶硅 CVD 的机理既

可能相互影响，又有可能受到实际操作条件影响。

然而，多晶硅 CVD 机理起着主导作用，这一点是肯

定的。 

4.1 反应初期 

对于硅沉积，反应初期，反应温度变化较大，

还原炉内的温度梯度或热力学过程影响较大。此时，

三氯氢硅浓度相对较高，硅沉积的控制步骤是气相

反应，相应的硅沉积率比较低。 

对于 CH4 碳沉积，反应初期，甲烷热解碳 CVD

控制步骤是气相反应，与硅沉积的控制步骤是一样

的。因此，无论操作条件如何变化，热解碳沉积率

也是非常小。此外，由于还原炉内存在大量的氢气，

导致碳表面反应中心失活，从而抑制了反应初期的

表面反应发生。如果固体基体是纯度很高的硅棒，

且大量氢气存在条件下，热解碳的沉积率为零。 

如果出现以下有几种情况，在反应初期的热解

碳、晶体碳或石墨化碳的沉积率可能不为零。 

第一，还原炉中的硅棒不纯。硅芯（棒）作为

热载体与硅沉积的基体，其纯度要求相当高。由于

硅棒的生产过程中，采用焦炭作为还原剂。因此，

硅棒中碳杂质是不可避免的。另外，硅棒中碳杂质

的存在，极大影响硅棒热载体的伏安特性。硅棒热

载体伏安特性曲线是起始电压很高，电流较小。随

着反应的进行，电流加大，电压快速下降。此时，

作为原子态的碳，在硅棒的分子布朗运动中被迅速

地重新排列，但是否呈现出与硅原子正态分布一样，

不是很清楚。可见，在反应初期，气相中的碳化合

物杂质并不能发生碳沉积，而是硅棒中的碳原子发

生迁移物理过程，是控制步骤，有可能在硅棒的表

面出现微量的原子碳，或者分子碳； 

第二，还原炉的石墨炉底。通常还原炉底材料

是由熔点极高的石墨。但是，石墨结构较为松散，

其表面的碳原子和分子非常容易与高温下的 H-结

合，形成分子结构稳定的 CH4。而在反应初期，加

之氢气过量的气氛中，CH4 发生热裂解沉积碳的几

率几乎为 0。实际过程中，还原尾气中含有较多的

CH4，主要是在多晶硅还原反应初期形成的； 

第三，还原尾气净化或原料氢气活性碳脱水净

化。一般情况下，还原尾气中含有大量的氢气，主

要采用干法全组分回收技术。其中，采用活性碳或

碳分子筛等吸附剂进行脱水、脱碳等。因此，在再

生不完全情况下，有可能将吸附剂上吸附的杂质和

吸附剂本身的污染物带入还原氢中，进而影响硅沉

积。如果采用尾气循环氢，即使在反应初期控制步

骤是气相反应，也有可能出现微量的碳沉积，尤其

是循环氢中 HCl 含量超标，易使硅棒或沉积硅的表

面产生腐蚀，导致不纯的硅棒中的杂质碳或气相中

的碳，可能直接掺入到沉积硅中去。此外，原料新

鲜氢气的脱水、脱碳等净化吸附，无论是水电解制

氢，还是甲醇或天然气裂解制氢，都有可能出现这

种再生不完全所导致沉积硅被二次污染的现象。因

此，控制好再生，是可以防止反应初期杂质碳掺入

到多晶硅工况的出现。 

4.2 反应期间 

多晶硅还原反应过程中，随着三氯氢硅浓度的

下降，氢气浓度增加，多晶硅沉积的控制步骤是硅

表面上发生的动力学以及物质传输过程。相反，对

热解碳 CVD，在 1000 多度的高温下，仍然是与反

应初期一样的气相反应为控制步骤。因此，随着反

应的延续，氢气浓度越来越高，碳沉积的可能性就

越来越小，杂质碳掺入到多晶硅中去的几率也就越

来越小。即便在气相中有微量碳化合物杂质，在反

应期间中，对多晶硅品质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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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忽略不计。 

在反应期间的硅棒表面或炉底材料的碳原子

和分子，由于受到大量氢气的抑制作用，无法进一

步掺入到沉积硅中。可能产生的 CH4 量也趋于缓和。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反应前期还是

反应过程中，热解碳 CVD 的控制步骤始终是气相反

应，并且在过量氢气环境下，热解碳沉积率为 0。

而在反应初期，硅棒的纯度和炉底材料的含碳量，

是最有可能通过分子或原子迁移实现对多晶硅棒内

表面的掺入。 

因此，从多晶硅 CVD 机理分析，可以断定，

新鲜的超纯氢气除了采用水电解制备以外，也可以

采用更加经济的甲醇裂解、天然气裂解制备 5N 级

以上的氢气，作为还原原料氢气的来源。同样，还

原循环氢气经过适当地净化处理，其含有微量的碳

杂质，对多晶硅沉积率和品质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

不计的。 

4.3 实际操作条件的影响 

在实际操作时，由于在还原炉里 1000 多度高

温下的 SiHCl3-H2 气氛中，微量的 CO 可能与三氯氢

硅氢还原反应的一些中间产物及反应物发生歧化反

应，既可能生成炭黑或晶体碳，影响多晶硅品质，

又可能扰动硅芯（棒）表面 SiHCl3-H2 边界层气体均

应分布，进而影响多晶硅的沉积率及温度分布。因

此，实际上，碳杂质对多晶硅沉积率和质量的影响

机理很复杂。 

另外，进料气体流量、气体流速、喷嘴安装位

置、进料组分摩尔比、反应温度控制等，都会影响

到沉积硅的 CVD 机理和质量，进而也会影响到杂质

碳的掺入。 

值得注意的是，还原副产物 HCl 对多晶硅表面

的腐蚀，与杂质碳的掺入，有着经验上的相关性。

这一点，作为本文下一步研究的课题。 

此外，在执行停炉拆炉工序时，防止降温过程

中产生碳沉积（析碳）的现象。因为此时操作过程

中，往往不注意，在还原炉空烧与赶掉炉内的氢气

时，容易造成炉内气体出现紊流，并且在炭黑或石

墨化的炭质最容易产生的 500-900℃温度区间内产

生碳杂质，掺入到多晶硅成品中去。 

当然，采用纯度高的硅棒以及石墨炉底，是防

止杂质碳掺入到多晶硅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五、结论 

从多晶硅及杂质碳 CVD 机理的分析中得出如

下结论： 

第一，杂质碳掺入到多晶硅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硅棒与还原炉石墨炉底材料不纯； 

第二，在多晶硅 CVD 过程中，热解碳 CVD 控

制步骤始终是气相反应，并且在氢气浓度较高的区

域内，碳沉积率为 0； 

第三，新鲜的还原氢气，可以采用水电解方法

获得，也可以采用更经济的甲醇裂解、天然气裂解

制备 5N 级以上的氢气方法来获得； 

第四，在实际操作中，对新鲜氢气、还原循环

氢气净化，要保证再生完全。同时，防止副产物 HCl

对多晶硅腐蚀所带来的杂质碳的掺入。严格各种操

作程序，尤其是停炉拆炉工序，防止杂质碳的二次

污染； 

第五，进一步研究副产物 HCl 对多晶硅腐蚀与

杂质碳掺入的经验相关性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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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热炉无功补偿及其优化方案分析 
■ 北京思能达节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郑元彬 

 

摘要：矿热炉耗电巨大，功率因数较低，无功损耗很大，笔者通过对各类无功补偿技术的分析，阐明

了低压短网直接补偿的方式节能增产效果最好，还对国内各类短网补偿的执行开关的优劣进行了对比分析，

提出了组合式开关是解决涌流及过电压问题的最优方案，笔者还对低压侧短网补偿和工艺结合的其他问题

进行了分析。 

 

一、前言 

矿热炉是一种耗电量巨大的工业电炉，它主

要用于还原冶炼矿石，碳质还原剂及溶剂等原料。

主要生产电石、工业硅、黄磷、硅、锰铁、铬铁、

钨铁合金等工业原料。其工作特点是采用碳质或

镁质耐火材料作炉衬，使用自培电极或石墨电极，

交流电流分别由三根电极导入炉内，电流经电极

和电极间的炉料在电极下端产生电弧，在电弧的

高温作用下炉料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各种化合物如

硅铁、电石、工业硅等，电极插入炉料进行埋弧

操作，利用电弧的能量及电流通过炉料而产生能

量来熔炼原料的工业电炉。 

矿热炉的供电系统主要是由可调变压器及短

网铜管组成，变压器及短网是一个大电流状态下

工作的系统，最大电流可以达数十万安培，矿热

炉工作时功率因数低，绝大多数的炉子的自然功

率因数都在0.7～0.8之间，炉内的原料在电弧的作

用下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电弧需要从系统吸收大

量无功功率，因此会带来如下问题： 

 由于矿热炉一般长期处于过负荷状态，大量

无功流经电网降低了电网的电压水平，造成

了系统电压的不稳定，不利于电网经济运行； 

 大量无功功率流经变压器及短网，大大降低

了变压器的有功出力，同时也增大了变压器

的损耗，降低了变压器及短网输送有功功率

的能力，导致单位耗电量加大，产能下降，

产品合格率也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影响； 

 大量无功功率流经变压器及短网，会使导体

温升有较大幅度升高，更容易使短网导体受

到锈蚀及破坏变压器的绝缘，降低了电气设

备的寿命，抬升企业运营成本； 

 矿热炉工作时无功功率流经布置长短不等的

短网后加剧了三相功率的不平衡，功率不平

衡导致了功率中心和炉膛中心不重合，降低

了坩埚容量，使矿热炉达不到设计产量，影

响产品的品质； 

二、矿热炉供电补偿解决方案分析 

随着国家及社会对节能减排的重视，减

少矿热炉的损耗、降低矿热炉单位产品的吨

功耗成为了重要议题。众多的工程技术人员

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改善矿热炉的功率因

数，平衡三相功率对于降耗节能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 

根据补偿装置和变压器的位置进行划

分，目前市场上推出了四种类型的矿热炉补

偿形式：高压侧补偿、中压侧补偿、低压侧

直接补偿、低压侧升压后补偿四种形式。这

四种形式各有优缺点，对比如下，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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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类补偿装置性能对比 

项目 高压侧补偿 中压侧补偿 低压侧直接补偿 低压侧升压后补偿

原理图 

  

功率因数 有提高  有提高  有提高  有提高  

节能 无 无 有提高  无 

提高产量 无 无 有提高  有提高  

改善炉况 无 无 有提高 有提高  

提高产品质量 无 无 有提高  有提高  

三相不平衡 无 无 有提高 有提高  

 

各种补偿位置的原理及效果可以从表一

中能清楚地了解，但主要的应用还是高压侧

补偿及低压侧直接补偿。先对这两种常见的

补偿形式进行分析，详见图1，图2所示。 

  

 

针对矿热炉而言，无功的产生主要是由

电弧电流引起，如在炉变高压侧实施的高压

无功补偿，高压侧无功补偿对改善高压侧的

供电状况，提高运行功率因数效果是明显的，

但对于降低短网的无功损耗、提高变压器出

力、提高产品合格率没有任何帮助；如在低

压侧进行补偿，那么大量的无功电流将直接

经低压电容器和电弧形成的回路流过，而不

再经过补偿点前的短网、变压器及供电网路，

在提高功率因数的同时，可提高变压器的有

功输出率，降低变压器、短网的无功消耗，

这一点在图l、图2中表现得很清楚。此时，就

地补偿了短网的无功消耗，无功电流不流经

变压器及短网等，在提高功率因数的同时，

图 1 高压侧补偿简图 图 2 低压侧直接补偿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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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变压器、短网的损耗；另外也提高了

变压器的有功出力，变压器向炉膛输入的功

率将会增大，从而提高产品产量、质量，降

低单位电耗、原料消耗等。 

随着对矿热炉补偿认识的不断深入，大

家认识到给矿热炉加装低压直接补偿装置是

十分必要，但在工程化实施的过程中发现补

偿装置投运初期能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节

能增产的效果都十分明显，补偿装置投运3-5

个月后就会出现电容器及其配件损坏逐渐增

多，严重的甚至整套补偿装置都退出运行，

给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从技术上分析损坏

的原因如下： 

(1)现场环境恶劣，环境温度经常能到55ºC, 而

电容器的使用温度是45 ºC以下，导致电容器因过

热产生鼓肚漏油等事故。 

（2）控制方式落后。传统的接触器投切电容器，

因投入时涌流大，切除时还产生重燃过电压，会

导致电容器出现膜击穿损害、使用寿命短、维护

工作量大、安全系数低等问题，这个原因是造成

接触器触头损坏的主要原因； 

（3）设计经验缺乏，未能给成套装置加装过流

保护及短路保护，没有设置断路器及隔离开关等

必要设备， 

（4）低压补偿装置安装后，改变了矿热炉实际

运行电流，给用户生产操作人员带来操作不便，

容易误导操作人员。 

为解决上述问题，矿热炉补偿的工程技术人

员进行了不断地探索，目前推出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投切开关，主要有真空接触器投切、晶闸管投

切、组合式开关投切（将接触器和晶闸管并联工

作），这三种开关的性能对比见表二 
 

表二：各种投切开关效果对比 

项目 真空接触器投切 晶闸管投切 组合式开关投切 

涌流 很大 无 无 

过电压 较小 无 无 

损耗 小 大 小 

电容器的寿命 1-2年 8-10年 8-10年 

触头烧灼 有烧灼 无烧灼 无烧灼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真空接触器虽然采用真

空灭弧技术，部分解决了的切除电容器时重燃过

电压问题，但由于投切的随意性，投入电容器时

会产生数百倍于额定电流的涌流，会导致电容器

膜极易击穿造成损坏，元件损坏率极高，维护工

作繁重，往往用户的投资还没有得到更大的回报，

装置的使用寿命已达到了极限，给用户又带来更

大的经济损失，但是真空接触器具备运行损耗小

的特点 

采用晶闸管作为投切开关，虽然彻底解决

涌流及重燃过电极的问题，但是晶闸管自身损耗

加大，对于节能效果不利。 

组合式开关是将接触器晶闸管、接触器组

合并联运行的技术。补偿装置投切时让晶闸管工

作，从而解决涌流及过电压，同时避免了接触器

触头的烧灼。补偿装置投入晶闸管后，接触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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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晶闸管停止工作，从而具备运行损耗低的特

点。这种开关彻底解决了电容器容易损坏及触头

容易烧毁的问题，同时还具备了运行损耗低的特

点。 组合式开关投切电容器是一种较为完美的解

决矿热炉补偿的方案。 

 

 

三、设计矿热炉补偿装置需要注意的问题 

1、补偿容量的确定 

矿热炉补偿容量的计算有别于变电站无功补

偿容量的计算，传统变电站补偿后都保持有功功

率不变的原则进行计算，而矿热炉由于生产工艺

的原因，有功功率是补偿前后是变化的，如图 3

所示

 

Ø1
Ø2

图 ：矿热炉补偿前后功率圆周变化

 

 

图中 Saf：输入到矿热炉内视在功率； 

     Sae：补偿后输入到矿热炉内的视在功率； 

     Pab：矿热炉补偿前的有功功率； 

     Pac：矿热炉补偿后的有功功率； 

     Qfb：矿热炉补偿前流经变压器及短网的无

功功率； 

     Qdc：矿热炉补偿后流经变压器及短网的无

功功率； 

     Qed：矿热炉补偿的无功功率，即 ΔQ′； 

传统的无功补偿容量的计算公式是 

ΔQ=Pab×（tanθ1- tanθ2） 

维持变压器的输送视在功率不变的前提下，矿热

炉补偿容量的计算公式应为： 

ΔQ′=Pac×（tanθ1- tanθ2） 

由图三的几何关系可以看出 

ΔQ′>ΔQ 

多输送的有功功率是 ΔP= Pac-Pab 

如果变压器适当降低变压器输送的视在功率，则

图三中两个环的距离拉近即可。 

还需要注意电容的输出无功的能力是和电压

的平方成正比的，基波补偿容量和安装容量还有

个换算：换算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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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1:电容器基波输出量; 

      Q2:电容器的安装容量；  

      :电容器的运行电压； 

      ：电容器的额定电压; 

2、很多厂家为减少造价没有设置有保护设备

及检修的隔离设备，会带来安全隐患。补偿装置

中应设置有断路器实现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功

能，并且设置明显可见断口的开关设备在检修时

能和短网断开。 

3、矿热炉的操作工艺一般是利用高压电流和

电极电流接近成正比例关系的来操作的，当补偿

后高压侧电流和电极电流不成正比例关系，高压

电流表就不能表征电极的电流，会给电极的操作

工艺带来影响，因此应将电极电流的准确数据提

供出来，才能不至于影响电极的工艺操作。 

 

四、经济效益分析 

采用合理的低压补偿的方案是能够保证低压

补偿设备安全长期稳定运行的。矿热炉加装低压

侧无功补偿装置后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提高

功率因数，减少罚款，一般增加产量 10%左右，

节约电耗 3-5%，降低了综合管理成本，一般一年

半左右就能收回全部设备投资。矿热炉加装合理

的低压补偿装置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北京思能达节能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大量研究及工程实践，制造

出了优秀的矿热炉短网补偿装置，目前在运行设

备 50 多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被评

为十一五节能降耗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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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行业电能质量浅析及解决办法 
■ 北京思能达电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郑元彬 

 

摘要：分析了硅行业配电系统的电能质量问题，及谐波污染对供电系统和用电设备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重点讲述了硅企业配电系统电能质量问题的治理措施及治理效果。 

 

一、前言 

硅行业部分设备属于整流负载，由于电力电

子器件的非线性和波形非正弦的特点，由电力电

子器件组成的整流设备的电源侧(网侧)的电流不

仅含有基波，还包含丰富的谐波，其注入电网的

谐波电流分为特征谐波和非特征谐波两类。非特

征谐波在理想状态下不存在，但由于整流机组(或

系统)间负载不均衡，交流侧三相电压或阻抗不对

称等，则产生非特征谐波。整流系统在整个运行

期间功率因数偏低，用电设备的损害严重，使设

备无法正常运行，而且造成大量电容器组的损坏，

这些会给电网的运行和效率带来不良的影响，同

时也会对接在该公用电网中的其他用电设备带来

一些不良的影响甚至危害。随着由电力电子器件

组成的整流装置的广泛应用和容量的不断增加，

上述给公用电网和其他用电设备带来的不良影响

(有人称之为电网污染公害)将日益显著。因此，必

须考虑谐波治理及无功功率补偿的问题。 

 

二、硅行业存在的电能质量问题 

2.1  单晶硅生长炉 

单晶硅生长炉炉是一种在惰性气体环境中，

用石墨加热器将多晶硅等多晶材料熔化，用直拉

法生产无错位单晶的设备。单晶炉作为工业炉的

重要分支，运行中的单晶炉消耗大量电能，造成

高昂的电费支出，且单晶炉运行产生的谐波污染

造成单晶硅产品品质下降，已经成为众多单晶炉

用户的心头之痛。 

单晶炉属典型 6 脉冲整流的非线性负载，在

运行中产生大量的谐波，在消耗电能的同时伴随

产生高次谐波。谐波电流导致电压、电流波形严

重畸变，功率因数严重偏低。单晶炉产生的谐波

次数主要为 5、7、11 次谐波。单晶炉产生谐波导

致变压器利用率下降、电气设备过热、产生振动

和噪声，甚至引起电力系统局部并联谐振或串联

谐振，放大谐波分量，烧毁补偿电容等器件和设

备。而且大量谐波会干扰拉晶控制系统，造成错

位、断晶等现象，影响生产的安全进行和产品质

量。单晶炉谐波还会引起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误

动作，使电能计量出现混乱。 

2.2  多晶硅铸锭 

多晶硅铸锭炉是多晶硅生产的关键设备，其

工艺流程的稳定性、控制设备的稳定性和先进性

直接关系到是否能生产出合格的硅锭。铸锭炉的

生产方法主要是采用感应加热溶化方式。主要原

理是通过交流扰动搅拌方式不断打断晶粒的生

长，使晶粒微小成多晶状态进行细化。中频炉磁

场对熔化的原料有电磁扰动的效应，有利于成分

的均匀和浮渣，所以目前多晶硅铸锭炉的电源一

般均采用中频电源熔炼方式。 

在电力系统中，经统计分析，中频电源是数

量最大的谐波源。其中 6 脉冲中频电源：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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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谐波为 5、7、11、13 次等 12 脉冲中频电源：主

要特征谐波为 11、13、23、25、次等。一般情况

下，小型中频电源采用 6 脉冲。 较大型中频电源

采用 12 脉冲。 

多晶硅铸锭炉的中频电源在工作过程中多产

生大量谐波，导致电网中的谐波污染非常严重。

谐波使电能传输和利用的效率降低，使电气设备

过热，产生振动和噪音，并加速设备绝缘老化，

降低使用寿命，甚至发生故障和烧毁。对于自动

化生产控制系统的影响不可忽视，会使其安全系

数降低，产品质量下降，谐波还会引起自动化装

置误动作，使电能计量增加。 

2.3  线切割锯（线锯） 

线锯的核心是在研磨浆配合下用于完成切割

动作的超细高强度切割线。切割线的速度、直线

运动或来回运动都会在整个切割过程中根据硅锭

的形状进行调整。切割原理看似非常简单，但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很多挑战。线锯必须精确平衡

和控制切割线直径、切割速度和总的切割面积，

从而在硅片不破碎的情况下，取得一致的硅片厚

度，并缩短切割时间。 

线锯的动力系统是由变频装置组成，因此在

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的谐波，而谐波反过来又会对

这些精密电气设备的工作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因

为设备损坏后，电动机重新启动后由于线锯各部

分的张力不同易引起线锯拉断，造成严重事故及

经济损失。因此谐波治理在该行业中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环节。 

 

三、解决措施 

3.1 方案设计 

生产型企业就是要确保各种设备安全稳定

的运行，在创造效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减小对工

作环境及设备寿命的影响。而无功补偿和谐波滤

波系统无论是对企业还是社会都会带来巨大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在设计滤波补偿方案时，以解决

电能质量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为出发点，注重方案

的安全可靠，并且兼顾投资的经济性，为用户提

供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3.2、方案描述

 

T S F

部

分

非 线 性 负 载

输 电 线 路

A P F

部

分

     

低压补偿全部采用集中补偿方式，即每一段

母线配置一套滤波补偿系统，每一套滤波补偿系

统的内部具体架构要根据不同负载的特点来确

定。这里仅以单晶炉为例阐述滤波补偿系统的简

要架构。根据前文对单晶炉负载的详细分析，推

荐方案为低压侧无源滤波(TSF)+有源混合滤波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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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系统。系统如上图。滤波补偿系统内部架构采

用 3 组调谐滤波器，分别滤除 5 次、7 次、l1 次谐

波电流，投入后可以滤除 60％以上的 5 次、7 次、

11 次谐波，同时也提供了大部分无功功率。而剩

下的未被补偿彻底的 5 次、7 次、11 次谐波，以

及其它所有次数谐波、包括不足的无功功率都依

靠有源滤波器处理。有源滤波器以双数字信号处

理器为核心，通过电抗器将自换相桥式电路并联

在电网上，采用实时数据采集技术和动态差拍控

制跟踪技术，实时监测电网和系统的电压、电流，

在快速连续补偿系统无功功率的同时，还可以显

著地改善负荷与公共电网连接点处的电能质量，

其中包括提高功率因数、克服三相不平衡、抑制

电压闪变和电压波动、消除电流谐波污染等。 

3.1采用这种方案的优点 

(1)成本省：无源滤波承担大部分滤波和无功

补偿容量，有源滤波只承受较小容量，减小投资

成本； 

(2)精度高:无源滤波器起到粗调的作用，有源

滤波器起细调的作用。这样可以大量增加滤波和

无功的调节精度 

(3)体积小：整个系统占地小； 

(4)设计简易：不需要作复杂的滤波选型设计，

只需要估算出谐波容量大小就可以； 

(5)反应快：有源滤波器没有任何投切器件，

完全依靠软件控制，响应速度快； 

(6)范围广：除了能够滤除特征次谐波之外，

非特征次谐波也可以通过有源滤波器滤除干净； 

(7)不倒送无功：在负载小的情况下，通过有

源滤波器无功自动调节输出容性无功，因此不会

发生无功倒送现象。 

3.2 方案预期补偿效果 

滤波补偿系统投入以后，用户自身的电能质

量问题将得到根本的解决，供电电压稳定，减少

电能消耗，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无功和谐波电

流得到抑制，设备的发热、损耗下降，系统内各

个元件损坏率降低、设备绝缘老化减缓，尤其是

电容器故障率自然下降，提高了整个配电系统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如表 1）

 

表1 

功率因数 谐波滤除率 电压畸变率 

＞0.95 ＞90% ＜5% 

 

3.3应用案例 

洛阳某硅生产企业购买了北京思能达的滤波

补偿装置，在设备正常运行后设备的故障率明显

降低，电容器组的运行平稳，很少出现电容爆炸

的现象。设备投运后谐波电流的畸变率由36.5降低

到3.9 滤除率为89.32% ，功率因数提高至0.95减

少了电能损耗，补偿效果明显具有很好的经济效

益。 

 

四、SNTA1008 电源安全净化装置技术指标 

4.1 主要特点 

 滤波效果不受系统阻抗影响，可以有效滤除

2-50 谐波，具有全滤波模式和特定次数滤波

模式可选 

 谐波滤除效率高，可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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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只滤波或同时滤波和补偿无功 

 直流侧电压低（仅 200V），有效地提高了 IGBT

及直流电容器的寿命，此项技术为国内首创 

 模块化设计，并联安装方式，可实现多台并

联运行，安装维护方便 

 采用 10.4 英寸高清晰触摸屏，友好人机界面，

提供完整现场信息及历史记录信息，具备谐

波检测仪的辅助功能 

 具备完整的保护功能: 过载、过温、过电压、

过电流、欠电压、故障自诊 

 

4.2 主要参数 

电气特性 

额定电压（V） AC380±15%，AC690±15% 

工作频率（Hz） 50/60  +/-3 Hz 

性能指标 

滤波范围 2~50 次谐波（可以选择滤除特定次数谐波） 

滤波能力 <5%THDi 

无功补偿 模式可选 （滤波/补偿/滤波补偿） 

全响应响应时间 <10ms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15℃~+55℃ 

相对湿度 最大 95%，无凝露 

海拔高度 安装海拔小于 1000 米 

 

总结：针对硅行业的单晶硅生长炉、多晶硅

铸锭炉和线锯产生的谐波和功率因数低等一系列

电能质量问题，已经引起了硅生产企业的高度重

视。这些问题影响到企业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和

产品的质量。采取必要的电能质量治理措施，不

仅避免了电能质量对供电系统造成的污染，同时

对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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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多晶硅月评 
■ 硅业分会 谢晨 
 
一 国内多晶硅价格跌至 21 万元/吨 

 10 月份国内多晶硅价格再次快速下跌并刷新

历史新低。截止到 11 月 2 日，国内多晶硅主流报

价已跌至 21-25 万元/吨，主流成交价 20-25 万元/

吨，短短一个月内跌幅达到 30.1%。根据硅业分会

的了解，目前国内除 4、5 家大厂基本保持全速运

转外，其余多晶硅厂几乎全部关停或减产，整个

行业开工率已从 1 个月前的 70%降为 20%。预期

10 月份国内多晶硅产量不足 4000 吨，较 6 月份至

少降低 4 成以上。不少多晶硅厂商表示如果后市

价格继续下滑，不排除会进一步减少产量甚至停

产。 

国际多晶硅价格也出现了大幅回落，10 月底

国际多晶硅均价已跌至 32-40 美元/千克。国际一

线大厂 OCI 报价由 9 月份的 48 美元/千克降至 35

美元/千克，而瓦克也从 57 美元/千克降至 40 美元

/千克。由于太阳能市场持续疲软，电池片组件价

格不断暴跌，因此下游厂商正尽可能压低多晶硅

价格，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包括瓦克、OCI、

Hemlock 等均在与一线客户进行重新谈判调整价

格。而一些二线国际多晶硅企业也由于产品购买

量急剧减少，计划在近期适当减产，预计四季度

全球多晶硅产量会环比下降 20-30%。 

   有厂商反映，由于现在供应远大于需求且 1、2

级品价差减小，下游采购商在购买多晶硅时明显

偏向于高品质多晶硅，这也造成不少产品质量一

般的多晶硅企业在目前的行情下难以出货。因此

在普通产品成交减少的大环境下，后市将有不少

企业进一步降低产量或完全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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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晶硅价格走势图   单位：万元/吨  来源：硅业分会 

 

二  国内多晶硅进口量升至新高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9 月份我国多晶硅进口量

为 6489 吨，环比增长 0.24%，同比增长 52.9%，

具体来看，9 月份我国从韩国进口多晶硅 1991 吨，

从美国进口多晶硅 1418 吨，从德国进口 1439 吨，

前三国占到了我国进口总量的 74.7%。1-9 月份我

国多晶硅总进口量达到了 4.85 万吨。 

     8 月份，国内多晶硅进口量达到历史新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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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7 吨。然而，1 个月后这一数据再度被刷新。

一方面，多晶硅价格持续下跌，国内厂商反映实

际成交日趋艰难，但另一方面，国内多晶硅进口

量却屡创新高。其主要原因有 3 点 

      第一、欧美太阳能企业大量关停或相对减产，

导致国外多晶硅产品开始更多向中国市场流入。

除 OCI 每月出口量维持高位外，瓦克、Hemlock

等公司对中国的出口量均是在最近半年内明显增

加。 

     第二、国内大量多晶硅厂减产或停工使得国内

供应量逐步下降。市场空缺部分由进口弥补，尽

管下游电池片及组件厂商也在相继减产，但国内

几个主要光伏大厂仍在按部就班进行扩产。 

第三、目前下游电池片供应严重过剩，市场

上只有转换率高的电池片才有出货机会，这也造

成下游企业更偏向于购买高品质多晶硅产品，近

期国际价格的迅速回落使得国外高品质多晶硅更

容易受到企业青睐，也将国内多晶硅进口量有所

推高。 

     综上所述，预计我国四季度多晶硅进口量依然

会维持高位，不过考虑到国外多晶硅厂同样计划

在四季度减少部分产量，因此四季度多晶硅进口

总量可能环比会出现小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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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晶硅进口量走势图  单位：吨  来源：硅业分会 

 

三 终端需求低迷导致下游企业生存环境恶化 

10 月份电池片价格也降至新低，156*156 电

池片从 9 月的 2.95 美元/片降至 2.35 美元/片，跌

幅超过 20%。电池片价格的持续走低造成大量太

阳能企业关停或减产。尤其前段时间多家美国知

名太阳能公司相继宣布破产，给整个光伏业蒙上

一层阴影。 

8 月 15 日，EvergreenSolar 向美国联邦申请破

产，通过拍卖公司资产以偿还债权人 4.8 亿美元的

债务。EvergreenSolar 将破产原因归咎为中国企业

的强力竞争以及美国清洁能源政策的失败。 

8 月 19 日，SpectraWatt 公司向波基普西美国

破产法庭提交申请。申请中列出了要拍卖的近

3400 万美元的资产和超过 3800 万美元的负债。该

公司认为，全球太阳能产能扩张迅速是导致企业

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生存环境逐渐恶化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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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9 月份，Solyndra 宣布破产，这家在 1 年前还

受奥巴马赞赏的太阳能企业也因全球恶化的市场

环境而退出市场。 

眼下破产风波已有在欧洲蔓延并加剧的苗

头。由于欧洲多数企业为扩张迅速普遍背负很高

的资产负债率，因此一旦行业暂时性转衰将使企

业资金链周转出现明显困难，再加上目前欧债危

机导致银行放贷谨慎，欧洲大多数太阳能企业也

面临破产的风险。一旦欧洲企业破产面积扩大，

将给中国光伏业带来新一轮的冲击。 

行情的不断恶化还导致不少国外企业暂缓扩

充计划，包括松下、PV Crystalox 在内的多家公司

已宣布暂停 2012 年的扩产计划。不过中国一线光

伏大厂依旧表示维持年初出货计划指标。多数分

析机构认为今年全球需求量将在 20-22GW 之间，

如果国内龙头厂商达成了 2011 年下半年的指标，

就意味着全球出货量将超出终端市场需求 5GW。

而如果算上生产厂商自身库存的话，2011 年全球

组件过剩量有可能将达到 8-12GW 左右。 

Solarbuzz 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光伏市场需

求第三季度环比仅增长不到 1%，但是同比去年增

长 20%。四季度随着光伏组件价格下滑，预计系

统开发商报酬率将平均提升 15%左右，这将带动

德国、意大利需求出现回升并有望使年内装机量

达到 21GW。 

根据硅业分会的了解，2011 年 1-9 月份我国

多晶硅产量约为 5.5 万吨，进口量 4.85 万吨。而

下游方面，1-9 月份我国电池片产量约为 15GW，

消费多晶硅 9 万吨。前 9 月份我国多晶硅供应过

剩 1.25 万吨。 

                   
表 1   中国 1-9 月份多晶硅供需平衡表 

国内多晶硅产量 5.5 
国内多晶硅进口量 4.85 
国内多晶硅出口量 0.1 
国内多晶硅需求量 9 

供需平衡 1.25 
      来源：硅业分会 

 

      

四 后市预测 

国外分析机构认为，由于现阶段大量库存积

压，四季度国际多晶硅及电池片均价还会继续下

滑 10-15%左右，多晶硅价格保守预估年底恐将触

及 25-28 美元/千克。而如果下游电池片价格依然

保持较快下行的话，多晶硅价格有可能会向 20 美

元/千克探底。 

不过四季度是每年新增装机量的高峰时期，

下游需求会有一定幅度升温，再加上大量光伏企

业及多晶硅厂商减产，目前跌幅过快的情况应该

得到一定缓解，而整体价格也将暂时性地趋于平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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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金属硅月评 
■ 硅业分会 谢晨 

 

一 国内金属硅价格全线走低 

    10 月份国内金属硅价格全线下滑，低品位金

属硅 553、441 价格分别从 9 月份的 13600 元/吨、

14400 元/吨跌至 12600 元/吨及 13700 元/吨，下跌

幅度达到 7.3%，而高品位金属硅 3303 及 2202 也

分别下跌 300-400 元至 14800 元/吨及 15900 元/吨，

下跌幅度 2.4%。 

  下游需求疲软是造成金属硅价格不断下滑的

主要原因。三大下游除铝合金外，多晶硅及有机

硅需求均出现锐减。根据硅业分会的了解，目前

国内多晶硅产量至少已降低三成以上，而三氯氢

硅厂关停率更是达到 80%，仅有几家还在生产的

三氯氢硅厂也面临关停的可能。另外有机硅也因

价格跌速过快出现大量停产，需求不振致使金属

硅购买量急速下滑，带动价格持续走跌。 

   从地区上来看，云南，四川金属硅价格跌幅

最为明显。云南 553、441 价格跌幅均在 1000 元

上下 ，相比之下，福建由于成本较高，厂商让利

空间很小，因此价格下滑相对较缓。眼下随着国

内电价上调在即，多数厂商倾向于观望态度，而

一旦 11 月电价调整后下游需求依然疲软的话，国

内金属硅开工率也将出现明显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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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金属硅价格走势图 单位：元/吨   来源：硅业分会 

 

二 国内金属硅出口量下滑 

海关数据显示，9 月份我国金属硅出口量为

5.38 万吨，同比下滑 1.6%，环比下滑 15.4%。欧

美进口量减少是出口下滑的关键原因。根据统计

结果，9 月份我国共对欧出口 8774 吨，环比 8 月

份 12013 吨下滑 27.1%。对日韩出口 30928 吨，环

比下滑 9.1%。欧洲多晶硅产量下降造成金属硅需

求减少，其主要生产国挪威、德国等进口降幅更

是达到了 22%及 57%。由于多晶硅需求低迷的情

况还将维持很长时间，预计欧洲总体进口量会继

续在低位震荡。 

 日本自地震后，经过 7 个月的恢复，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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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已基本恢复正常，金属硅进口量也回到每月

16000 吨正常均值。由于 8 月份为每年日本铝合金

四季度新长单签订时期，因此铝合金下游观望偏

多，购买相对减少，同时也造成 8 月份日本金属

硅库存增加，降低了 9 月份金属硅的进口量。9、

10 月份随着新长单签订后需求回升，预计日本金

属硅进口将重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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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属硅出口量走势图  单位：吨  来源：硅业分会 

 

根据硅业分会了解，1-9 月份我国金属硅产量

为 98 万吨，同比增长 13.6%；出口量 45.8 万吨，

同比下降 9.1%。下游方面，我国共生产铝合金

280.4 万吨，消费金属硅 14.02 万吨；生产有机硅

约 65 万吨，消费金属硅 16.25 万吨；生产多晶硅

5.5 万吨，消费金属硅 12.05（包括三氯氢硅厂消

费量）。而 9 月底库存方面则较去年增加 16.6%至

7 万吨。 
 

表 1   2011 年 1-9 月份我国金属硅供需平衡表 
 1-9 月份 同比 

产量 98 +13.6% 
进口量 0.8  
出口量 45.8 -9.1% 

铝合金消费量 14.02 +3.7% 
有机硅消费量 16.25 +14.1% 
多晶硅消费量 12.05 +43.6% 
其他消费量 3.5 +5.6% 
库存量 7 +16.6% 

 

三 国际金属硅价格下滑 

10 月份美国金属硅价格小幅下滑，主流报价

从 158 美分/磅降至 156 美分/磅。主要原因在于 10

月是美国下一年金属硅长单签订时期，厂商及贸

易商为拉动成交行情而暂时性地降低报价，一旦

多数供应商完成合同，金属硅价格将逐渐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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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短期受铝合金需求限制，美国金属硅价格缺

乏上涨动力。但多数业内分析认为，年底随着有

机硅及铝合金行业恢复，金属硅均价将重新升至

160-162 美分/磅。 

 欧洲金属硅价格相对持稳，10 月继续保持在

2200-2350 欧元/吨，虽然欧洲多晶硅大厂相对减

产，造成金属硅需求下滑，但整体产量较少使得

价格得到一定支撑。眼下欧洲冬季电价即将执行，

一旦执行后，随着电价上调，不少企业成本将大

幅增加，因此对于欧洲金属硅后市也将起到支撑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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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美国金属硅价格走势图  单位：美分/磅  来源：MB 
 

四  后市预测 

 11 月国内各地将纷纷进入平水期，四川、云

南电价上调在即，如果按每年平均 0.11-0.23 元的

价格幅度来算，金属硅成本将至少增加 1000-2000

元/吨，由于需求低迷的情况还将维持很长时间，

因此电价调整后，国内福建、贵州大部分企业将

相继停产，造成金属硅产量快速减少，对于目前

金属硅价格持续下滑起到稳定作用。不过硅业分

会认为，由于月初不少厂商将处于观望态度，因

此多数企业将至少在 11 月底才会关停工厂。而 11

月金属硅前半段价格也将继续缓慢下行，月底随

着关停企业增多，价格才有望逐步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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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资讯 
 

山西潞安集团多晶硅试车成功 

山西潞安集团年产 1 万吨多晶硅项目一期工程

9 月底一次试车成功，顺利生产出第一炉多晶硅棒。

据介绍，该项目是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项目，

由潞安集团与德国森特塞姆公司合作，生产采用西

门子闭环工艺，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技术和工

艺，可极大地提高各种原料的利用率，并杜绝污染

物排放，真正实现绿色生产。项目投资总额为 100

亿元，建设规模为年产 1 万吨多晶硅，其中电子级

多晶硅 3000 吨、光伏级多晶硅 7000 吨。    

 

马斯葛斥 25 亿悉数增持太阳能多晶硅制造公司 

马斯葛集团(00136)公告全购太阳能多晶硅制造

公司山阳科技余下的 49﹒9%股权，代价 25 亿元，

当中 7.5 亿元以现金支付，17.5 亿以代价债支付｡公

司预期山阳科技多晶硅之商业生产将于今年第四季

度开始，其现有台湾生产厂房之设计年产能达 3500

吨｡ 

     卖方与山阳科技将订备用信贷限额协议,卖方向

山阳科技提供至多 5 亿元之备用信贷限额,以供拨付

山阳科技一般营运资本所需｡另外,谢正陆辞任彼于

目标公司及其全资附属公司禄讯及山阳科技之董事

职务,即时生效。 

 

瓦克多晶硅新厂产能将扩产至 15000 吨 

近日瓦克化学发表示，瓦克在德国 Nünchritz 地

区的多晶硅厂最终产能将达到 15000 吨，比原计划

多出 5000 吨。新厂共投资 12 亿美元，产能预计在

2012 年二季度能够全部释放，新厂达产后将帮助瓦

克化学达到年内 33000 吨的的多晶硅生产规模。 

   瓦克化学 CEO  Rudolf Staudig l 表示，尽管今年

全球光伏产业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瓦克的多晶

硅订单量已经排到了 2015 年，即使加上未来投产的

工厂，瓦克的多晶硅仍然供不应求。 

 

卡塔尔公司与印度公司签订 10 亿美元多晶硅项目

合同 

卡塔尔太阳能技术公司日前宣布，其与印度

PunjLloydGroup公司签订了总金额约10亿美元的卡

首家多晶硅工厂的 EPC 合同。一期工程预计于 2013

年下半年完工，届时将可达到每年 8000 吨高纯度多

晶硅的产能。该厂厂址位于卡东北部新兴工业城拉

斯拉凡市，经将来扩建后最终厂区面积可达 120 万

平方米。 

得益于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及该领域较为先进的

专业科研设施，卡首家多晶硅工厂得以正式启动。

此举被广泛视为卡政府可持续发展远景规划的重要

步骤。 

 

永祥多晶硅二期 3000 吨/年项目顺利投产 

9 月底，永祥股份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二

期 3000 吨/年多晶硅项目正式生产出合格的多晶硅

产品。该项目自 2010 年 10 月全面开工建设以来，

历时 11 个月，全面采用自主创新并拥有国家专利技

术的"永祥生产法"，运用大型节电还原炉、余热利

用等先进的节能技术，实现物料封闭循环，不再产

生四氯化硅等附产物，自动化程度高，能耗、物料

消耗等主要能耗指标均居国内领先水平。据悉，永

祥多晶硅三期 6000 吨/年项目正在四川犍为按计划

快速推进，预计将于 2012 年 6 月底前投产，届时永

祥多晶硅将是四川首家实际产能突破万吨级的多晶

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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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 公司摩西湖多晶硅工厂遭遇电力中断 

10 月 4 日，REC 公司位于华盛顿摩西湖(Moses 

Lake)的多晶硅生产工厂发生断电，从而导致运营完

全中断。REC 表示没有发现安全问题，但需要两到

三周的时间才能使生产全面恢复到停电前的水平。

从而导致该公司此前预期的 19000 吨工厂年度产量

降低了 500 吨。 

 

大全新能源公司采用冷氢化技术 

  位于中国的多晶硅领先制造商大全新能源公司

（纽约证交所股票代码:DQ）（下称“大全新能源”或

“公司”）今天宣布计划在万州多晶硅生产基地采用

冷氢化技术将四氯化硅转化成三氯氢硅。冷氢化技

术的采用有望将万州生产基地每年的三氯氢硅产量

增加到 22 万吨。同时，公司将把目前的热氢化炉改

造成三氯氢硅沉积炉。该技术改进项目将于 2011 年

10 月开始，计划于 2012 年第三季度完成机械安装。

该项目完成后，万州多晶硅生产基地的年产能有望

从目前的 4300 吨提高到 9000 吨。该项目的总资本

支出大约为 1.35 亿美元。 

 

中电投 62.2 亿多晶硅、硅片项目开工 

    10 月 18 日，中电投白音华煤提质扩建工程暨

太阳能级硅片工程在西乌旗白音华能源化工园区开

工。 

    据悉，白音华煤提质项目总规模为年处理原煤

1500 万吨，分两期建设。先期年处理原煤 150 万吨

工业示范系统已于 2009 年 8 月开工建设，目前已经

进入试运收关阶段。二期工程与锦赤铁路、锦州港

煤炭码头工程同步推进，提质后的成品煤将经赤大

白、锦赤铁路和锦州港码头供应华东以及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目前开工建设的中电投白音华煤提质

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 27.7 亿元，建成后形成年加工

原煤 1200 万吨的生产能力和 300 兆瓦余热的发电装

机。 

    中电投白音华太阳能级硅片项目总投资 62.2 亿

元，建成后形成年产 12000 吨多晶硅原料及 1600 兆

瓦太阳能级硅片的生产能力。这个项目采用国际先

进生产工艺技术，具有节能、节水、环保、用地面

积小、投资少成本低等优点，将于 2014 年投产。项

目建设后，将在白音华地区形成国内领先的“煤—电

—硅”产业链。 

 

2015 年全球薄膜光伏市场将达到 72 亿美元 

据美国 NanoMarkets 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预

测，2015 年全球薄膜光伏(TFPV)市场将达到 72 亿

美元，而目前这一数字仅为 10 亿美元。 

报告称，TFPV 具有特殊的优点，如成本低、

质量轻，能加工到柔性基质上，并且可使太阳能发

电装置置于墙壁、屋顶上，甚至窗户上。与许多常

规的光伏采用结晶硅不同，TFPV 能在弱光条件下

工作。 

报告指出，支撑 TFPV 需求增长的因素是，大

多数 TFPV 生产商都在快速扩增生产能力，如

FirstSolar 公司、富士电器公司、Nanosolar 公司、三

洋公司、Uni-Solar 公司和 G24i 公司等都在建设超

过 100MW 能力的工厂。 

目前世界能源价格快速上涨，而光伏价格却快

速下降。预计在美国，光伏最终可望占能源需求市

场的 20%。由于 TFPV 成本低于常规 PV，因而 TFPV

将会得到更快发展。几年以前，TFPV 仅占整个 PV

市场的 5%，但预计到 2015 年将会占到 PV 市场的

35%。 

 

五五工业园 10 万吨光伏线切割韧料项目在一三七

团签约 

 10 月 15 日 ，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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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团、一二七团与青海科源实业责任有限公司联

合出资兴建的 10 万吨光伏线切割韧料项目在一三

七团签约，青海科源实业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

伟，一二七团团长武廷军、一三七团团长张俊杰代

表本公司、团场，在《合资协议书》上签字。 

     据了解，10 万吨光伏线切割韧料项目总投资 3

亿元，由青海科源实业责任有限公司投资 2.4 亿元，

拥有股份 80%，一二七团和一三七团各投资 0.3 亿

元，各占股份 10%。目前，该项目已落户农七师五

五工业园，完成公司注册等相关事宜。 

 

2012 年美国加州太阳能安装量将达 1.2GW 

IHSiSuppli 在北美国际太阳能技术展上表示，

2011 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太阳能安装量增长了

166%。2012 年，加州的太阳能安装量将达到 1.2GW。

加州占全美光伏系统总安装量 2,100MW 的一半左

右。在加州的 10 万个光伏系统中，90%为住宅太阳

能系统。 

 

河北首条单晶硅切割丝生产线项目落户邢台 

9 月 20 日，邢台钢铁线材精制有限责任公司的

单晶硅切割丝及高速铁路冷成型件生产项目在邢台

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据悉，邢钢切割丝项目是该

区 2011 年第一批省重点项目，并将成为我省第一条

切割丝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15.3 亿元，一期工程投

资 3.5 亿元，年产 5000 吨切割钢丝，主厂房建筑面

积 4.5 万平方米，设备 258 台套，从意大利、德国、

比利时进口，预计一期工程计划明年 3 月底竣工投

产，项目全部达产后将年产切割丝 2 万吨。 

 

 

陕西榆林 3000 吨单晶硅项目开建 

10 月 21 日，陕西榆林市榆神工业区太阳能光

伏产业园开园，3000 吨/年单晶硅切片等项目开工，

这标志着榆林市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完善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上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陕西维远 3000 吨/年单晶硅切片项目位于榆神

工业区清水工业园，总占地 330 亩，总投资 15.8 亿

元，自 2011 年 2 月开始筹建。一期计划于今年 12

月建成投产，二期将于 2013 年 10 月开工建设。项

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可生产硅片 20000 万片，实

现年销售收入 30 亿元，上缴税金 3.7 亿元，可提供

400 多个就业岗位。届时，公司将成为陕西省内及

周边最大的单晶硅拉棒切片生产基地。 

 

SIA：9 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环比增长 2.7% 

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日前表示，尽管全球经济

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今年 9 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

仍相比 8 月份增长了 2.7%，达到了 257.6 亿美元，

但相比上年同期下跌 1.7%。数据显示，9 月份美国

的半导体销售额环比增长了 0.7%，而欧洲的销售额

环比增长了 2.1%。与上年同期相比，美国半导体销

售额同比增长 0.4%，欧洲半导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4.7%。 

日本 9 月份半导体销售额环比增幅最大，达到

了 4.2%，亚太地区的半导体销售额环比增长 3.2%。

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指出，在整个第三季度，日本

的需求主要受市场从今年早些时候的地震和海啸灾

难中复苏推动。该协会还表示，来自汽车应用和手

机及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需求也十分强劲。 

 

永修亿元有机硅偶联剂项目落户 

近日，总投资 1.16 亿元的有机硅偶联剂生产项

目正式与永修签约，为永修有机硅产业的发展又添

了一支“生力军”。 据悉，该项目选址在永修云山经

济开发区星火工业园，由南昌赣宇有机硅有限公司

投资兴建，用地 100 亩，项目投资 1.16 亿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为 9600 万元，年生产 2 万吨四氯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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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三氯氢硅、4000 吨有机硅系列、1000 吨精细化

工系列产品。该项目计划于明年初开工建设，2012

年 10 月竣工投产，项目达产达标后，年产值可达

3.15 亿元，税收 1000 万元，可安置就业人员 200 多

人。 

 

道康宁与瓦克化学合资有机硅综合生产基地扩建项

目投产 

道康宁公司与瓦克化学公司 10 月 19 日联合宣

布，双方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共同投资的气相二氧化

硅二期扩建项目正式建成投产。气相二氧化硅工厂

与硅氧烷工厂是道康宁-瓦克有机硅综合生产基地

重要的组成部分。该基地位于张家港的江苏扬子江

国际化学工业园内，由两家公司共同投资建设。 

    张家港有机硅综合生产基地占地面积 100 万平

方米，投资总额达 18 亿美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有

机硅综合生产基地，也是全世界最大、最先进的有

机硅生产基地之一。基地内硅氧烷工厂和气相二氧

化硅工厂（包括二期工程）年产能总计约为 21 万吨。

双方在新建气相二氧化硅工厂的总投资额将达到几

千万欧元。气相二氧化硅与硅氧烷是生产有机硅下

游产品的关键材料。目前几乎各行各业都用到有机

硅产品，如汽车、建筑、化妆品及个人护理产品、

电子、发电和输配电，以及太阳能和纺织业等。 

    道康宁和瓦克在张家港有机硅综合生产基地还

各自拥有独立运营的有机硅下游产品生产工厂，市

场推广及销售业务也由每家公司各自独立运营。 

 

我国最大有机硅生产基地在张家港扩建完工  

投资总额达 18 亿美元的我国最大有机硅综合

生产基地二期扩建项目，今天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建

成投产。 

      该项目由瓦克化学公司与道康宁公司共同投

资，主要生产二氧化硅与硅氧烷等产品。投产后该

基地将采用先进工艺流程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配合

高效节能设计及环境管理技术，使硅氧烷和气相二

氧化硅年产能达到 21 万吨。 
 

 
 
 

 
 
 
 
 
 
 
 
 
 
 
 
 
 



中国硅业                                                                                     2011 年第 4 期 

43 
 

统计数据 

2010-2011 年硅产品出口统计  单位：吨 
 

 
金属硅 多晶硅 

电子工业用直径大

于等于 30cm 单晶

硅棒 

电子工业用直径大于

等于 7.5cm 小于 30cm
单晶硅棒 

电子工业用直径

小于7.5cm单晶硅

棒 
1 月 41536 122 2.8 22 0.015 

2 月 31398 206 4.5 19 0.085 

3 月 53358 209 3.2 46 0.078 

4 月 45250 186 4.6 62 0.061 

5 月 57232 209 4.9 61 0.027 

6 月 49972 219 4.6 22 0.016 

7 月 52155 192 4.4 56 0.023 

8 月 58199 190 3.4 38 0.195 

9 月 54729 131 3.8 86 0.008 

10 月 60315 158 4.5 25 0.018 

11 月 71224 168 5.2 54 0.014 

12 月 58101 232 4.9 88 0.417 

总值 633463 2226 52.9 582 0.957 

1 月 55342 175 6.1 66.1 0.002 

2 月 33982 75 0 52 0.005 

3 月 61405 136 4.5 83 0.031 

4 月 42886 110 4.3 84.4 0.065 

5 月 43472 98 3.4 78 0.394 

6 月 50184 84 3.8 110.8 0.039 

7 月 54147 115 3.3 120.1 0.396 

8 月 63565 171 0 127.2 0.120 

9 月 53799 86 1.8 159.5 1.8 
 
 
 

2010-2011 年硅产品进口统计   单位：吨 
 

 
金属硅 多晶硅 

电子工业用直径

大于等于 30cm 单

晶硅棒 

电子工业用直径大于

等于 7.5cm 小于 30cm
单晶硅棒 

电子工业用直

径小于 7.5cm
单晶硅棒 

1 月 583 3158 0 40.6 0.002 

2 月 673 2647 0 13.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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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44 3239 0.58 32.1 0.010 

4 月 843 3280 0 100 0.012 

5 月 536 3221 0 58.7 0.039 

6 月 718 3784 0 69.4 0.001 

7 月 629 3682 0.29 43.9 0 

8 月 523 3773 0.49 77.0 0.037 

9 月 732 4757 0 108.5 0.122 

10 月 642 4242 0 .59 84.2 0.001 

11 月 735 6153 6.5 91.3 0 

12 月 520 5612 0 14.4 0.005 

总值 8482 47510 8.5 865.9 0.230 

1 月 498 5521 4.1 103 0 

2 月 604 3316 0 84 0.022 

3 月 694 5921 1.5 96 0.002 

4 月 231 5664 2.1 108 0.408 

5 月 619 5273 0 55.3 0.015 

6 月 1017 4692 0.021 40.3 0 

7 月 870 5191 0 51 0.013 

8 月 840 6473 0 31.8 0.078 

9 月 822 6489 0 44.8 0.86 
 
 
 

2010-2011 年金属硅平均价格 
 

月份 国内金属硅价格（元/吨） MB 欧洲价格（欧元/吨） MB 美国价格（美分/磅）

2010-1 11800-12500 1700-1850 116-125 

2010-2 11700-12000 1750-1875 122-130 

2010-3 11900-12400 1775-1975 125-130 

2010-4 12500-12900 1900-2100 125-130 

2010-5 12200-12800 2000-2275 125-150 

2010-6 11800-12200 2100-2350 140-150 

2010-7 12000-12500 2175-2400 140-153 

2010-8 12100-12800 2200-2400 147-153 

2010-9 12850-13500 2200-2400 147-160 

2010-10 13200-13600 2200-2550 150-160 

2010-11 13200-13700 2250-2550 150-165 

2010-12 13600-14100 2250-2550 160-165 

2011-1 13700-14100 2250-2550 160-165 

2011-2 13700-14100 2250-2550 16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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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 13400-13700 2500-2600 165-170 

2011-4 13000-13400 2450-2550 165-172 

2011-5 13200-13600 2200-2450 165-172 

2011-6 12800-13300 2200-2400 157-172 

2011-7 12300-12700 2400-2580 157-172 

2011-8 12500-13100 2400-2550 157-172 

2011-9 13000-13300 2200-2400 157-160 

2011-10 12600-13100 2200-2350 156-160 
 
 
 

2010-2011 年多晶硅平均价格 
 

月份 国内多晶硅现货价格（万元/吨） 国际多晶硅现货价格（美元/千克） 

2010-1 40-41.5 50-55 

2010-2 40-41.5 50-55 

2010-3 40-42.5 50-55 

2010-4 40-42.5 50-58 

2010-5 42-44.5 50-58 

2010-6 46-48.5 55-65 

2010-7 50-58 60-70 

2010-8 58-65 70-80 

2010-9 70-79 85-100 

2010-10 70-75 80-95 

2010-11 69-75 80-95 

2010-12 65-72 70-85 

2011-1 65-70 70-85 

2011-2 68-74 65-80 

2011-3 68-72 70-90 

2011-4 68-70 70-90 

2011-5 42-50 60-75 

2011-6 38-43 50-60 

2011-7 38-45 50-60 

2011-8 40-44 50-60 

2011-9 35-40 45-55 

2011-10 20-32 30-45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