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618794.X

(22)申请日 2020.12.31

(71)申请人 重庆大学

地址 400044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174号

(72)发明人 余文轴　杨帆　陈浩　魏鹏　

张生富　党杰　游志雄　吕学伟　

扈玫珑　刘许旸　辛云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博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0212

代理人 刘桢

(51)Int.Cl.

C01B 33/037(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

脱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对硅废料进行预处

理；（2）把镁料和步骤（1）处理后的硅废料放置于

反应器内不同位置处，将反应器放置于加热炉

中，在真空或保护气氛围条件下加热至650℃~
1200℃，保温5~200min，冷却后得到处理后的硅

料；（3）将步骤（2）冷却后得到的硅料进行酸洗、

过滤、清洗、烘干处理，得到脱氧后的硅。本发明

将火法与湿法相结合，火法阶段所需温度较低，

远低于与现有技术火法工艺的温度，这就使得本

发明所述方法的整体能耗较低，具有回收成本

低、工艺流程短、杂质去除率高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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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对硅废料进行预处理；

（2）把镁料和步骤（1）处理后的硅废料放置于反应器内不同位置处，将反应器放置于加

热炉中，在真空或保护气氛围条件下加热至650℃~1200℃，保温5~200min，冷却后得到处理

后的硅料；

（3）将步骤（2）冷却后得到的硅料进行酸洗、过滤、清洗、烘干处理，得到脱氧后的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洗用酸为

盐酸、硫酸、氢氟酸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洗用酸与

硅废料的质量比为0.5~500: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洗时间为

0.5~8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镁料为镁或

镁合金或含镁合金，镁料中镁元素的质量分数不低于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气为惰

性保护气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硅废料与镁

料中镁元素的质量比为1~100: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硅废料为太

阳能级硅进行金刚石线切割后的硅废料或砂浆切割后的硅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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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硅材料的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金刚石线切割硅

废料的脱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全球能源结构正加速由化石能源主导向清洁能源主导转型，太阳能作为一种清

洁、高效的可再生资源。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正逐年上升，但同时，目前光伏发电总量占全

国发电总量不到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光伏电池所需的多晶硅片制造成本较高，使得

光伏发电成本难以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0003] 太阳能级硅片的制备首先需要使用金刚石线对太阳能级晶体硅锭进行切割，由于

切割工艺的局限性，在切割过程中会有40%以上的高纯硅以切割废料的形式产出，造成大量

的浪费。这些切割废料大量堆积，容易对土壤、空气、水资源造成污染，而且还是间接造成光

伏发电成本高昂的原因之一，不利于太阳能技术的推广。

[0004] 针对晶体硅线切割废料的回收，现有技术主要有火法和湿法这两种工艺，而这两

种工艺均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专利CN109052407中通过全火法流程对硅切割废料进行感

应炉造渣熔炼，然后将所得到的熔块切割分离得到高纯硅，所需温度达到1450℃以上；专利

CN110217797中采用真空中频感应炉熔炼法，将熔炼后的硅液浇铸于模具内得到高纯工业

硅，所需熔炼温度达到1500℃以上；专利CN111646476通过丙酮和乙醇清洗硅废料，然后利

用盐酸溶液酸洗，烘干后风选回收，实现了高纯硅的分级回收。这些方法中，火法工艺针对

表面已经氧化的硅切割废料粉末，所需要的熔化温度高，熔化时间长，导致回收成本较高，

难以实现大规模地工业化应用。而全湿法工艺，在生产上也存在工艺流程长、生产能力低以

及回收得到的硅纯度较低等问题，而且这两种工艺对氧元素的去除效果都不甚理想。不论

火法还是湿法，对于太阳能级晶体硅的纯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因此，如何去除金刚石线切

割硅废料中的氧杂质，已成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

的脱氧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对晶体硅线切割废料的回收成本较高、且对氧元素的去除效

果不佳的问题。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对硅废料进行预处理。

[0007] （2）把镁料和步骤（1）处理后的硅废料放置于反应器内不同位置处，将反应器放置

于加热炉中，在真空或保护气氛围条件下加热至650℃~1200℃，保温5~200min，冷却后得到

处理后的硅料。

[0008] （3）将步骤（2）冷却后得到的硅料进行酸洗、过滤、清洗、烘干处理，得到脱氧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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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

[0009] 其中，可以选择破碎、造球、压片等工艺对硅废料进行预处理，使其能与镁蒸气充

分接触。并且，镁料和硅废料可以混合放置在反应器中，也可以分开放置在同一反应器中。

[0010] 优选地，所述酸洗用酸为盐酸、硫酸、氢氟酸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0011] 优选地，所述酸洗用酸与硅废料的质量比为0.5~500:1。

[0012] 优选地，所述酸洗时间为0.5~8h。

[0013] 优选地，所述镁料为镁或镁合金或含镁合金，镁料中镁元素的质量分数不低于1%。

[0014] 优选地，所述保护气为惰性保护气体。

[0015] 优选地，所述硅废料与镁料中镁元素的质量比为1~100:1。

[0016] 优选地，所述硅废料为太阳能级硅进行金刚石线切割后的硅废料或砂浆切割后的

硅废料。本发明所述方法对硅废料的要求很低，太阳能级硅片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硅废料都

可以通过本发明所述方法进行脱氧。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镁蒸气热还原+酸洗工艺技术，将火法与湿法相结合，火法阶段所需温度

不高，远远低于现有技术火法工艺，解决了传统火法所需温度过高、能耗过大的问题，同时，

还解决了现有湿法技术对杂质氧去除效果不佳的问题，有效地通过低成本的方法去除金刚

石线切割硅废料中的氧杂质。

[0018] 2、本发明对镁料进行加热，使其形成镁蒸气，与硅废料进行反应，硅废料中的氧化

物被镁蒸气还原并生成氧化镁，再通过酸与氧化镁的反应，使氧化镁溶解于酸中，从而实现

将氧元素从硅废料中脱出；本发明对氧元素具有优异的去除效果，能够大幅度降低硅废料

中氧元素的含量，使其满足相关国标中对氧元素含量的严格要求。

[0019] 3、本发明对硅废料的要求很低，适用于绝大部分硅废料的除氧工艺，并且，经过酸

洗后得到的镁盐，也具有工业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以下实施例采用的为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和砂浆切割硅废料，这些硅废料中氧的

质量分数均达到10%以上。

[0022] 实施例1：

（1）将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破碎以及研磨，得到块状和颗粒状硅废料。

[0023] （2）将镁粒（镁质量分数大于99%）加入石墨坩埚中，将上述硅废料用压片机压片，

得到硅废料片，镁粒与硅废料质量比为1:5，硅废料片由细铁丝网固定于坩埚中部，将坩埚

放入中频感应炉中，抽真空后，通入氩气，在氩气气氛条件下加热至950℃，保温120min，冷

却后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片。

[0024] （3）将步骤（2）所述镁热还原后的硅片破碎、研磨，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粉。

[0025] （4）配制的浓度为2mol/L的HCl，加入到步骤（3）所述的硅粉中，液固比为100:1，常

温下酸洗5h，然后经过过滤、清洗和烘干后得到脱氧处理后的硅粉。

[0026]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硅粉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为0.9643%。

[0027]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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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破碎以及研磨，得到块状硅废料。

[0028] （2）将含镁铝合金（镁质量分数大于1%）和硅废料并列放置于舟型坩埚中，合金与

硅废料质量比为20:1，将坩埚放入管式电阻炉中，抽真空后，通入氩气，在氩气气氛条件下

加热至1200℃，保温5min，冷却后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块。

[0029] （3）将步骤（2）所述镁热还原后的硅块破碎、研磨，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粉。

[0030] （4）配制浓度为1mol/L的HCl，加入到步骤（3）所述的硅粉中，液固比为500:1，常温

下酸洗8h，然后经过过滤、清洗和烘干后得到脱氧处理后的硅粉。

[0031]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硅粉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为0.9527%。

[0032] 实施例3：

（1）将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破碎以及研磨，得到粉末状硅废料。

[0033] （2）将AZ91D镁合金颗粒（镁质量分数大于88%）和上述硅废料粉末分层放置于坩埚

中，合金与硅废料质量比为1:10，将坩埚放入中频感应炉中，抽真空后，加热至1000℃，保温

120min，冷却后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料。

[0034] （3）将步骤（2）所述镁热还原后的硅料破碎、研磨，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粉。

[0035] （4）配制含有2mol/L的HCl和0.5mol/L的HF的混合酸，加入到步骤（3）所述硅粉中，

常温下酸洗5h，然后经过过滤、清洗和烘干后得到脱氧处理后的硅粉。

[0036]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硅粉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为0.6908%。

[0037] 实施例4：

（1）将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破碎以及研磨，得到块状和颗粒状硅废料。

[0038] （2）将镁粒（镁质量分数大于99%）放入坩埚中，硅废料块由细铁丝网固定于坩埚中

部，镁粒与硅废料质量比为1:20，将坩埚放入中频感应炉中，抽真空后加热至950℃，保温

150min，冷却后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块。

[0039] （3）将步骤（2）所述镁热还原后的硅块破碎、研磨，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粉。

[0040] （4）配制含有4mol/L的HCl、1mol/L的H2SO4和0.5mol/L的HF的混合酸，加入到步骤

（3）所述的硅粉中，液固比为0.5:1，常温下酸洗6h，然后经过过滤、清洗和烘干后得到脱氧

处理后的硅粉。

[0041]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硅粉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为1.1326%。

[0042] 实施例5：

（1）将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破碎以及研磨，得到块状和颗粒状硅废料。

[0043] （2）将镁块（镁质量分数大于90%）加入坩埚中，将上述硅废料用压片机压片，得到

硅废料片，镁块与硅块质量比为1:5，硅废料片由细铁丝网固定于坩埚中部，将坩埚放入电

阻炉中，抽真空后，通入氩气，在氩气气氛条件下加热至650℃，保温180min，冷却后得到镁

热还原后的硅片。

[0044] （3）将步骤（2）所述镁热还原后的硅片破碎、研磨，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粉。

[0045] （4）配制浓度为2mol/L的HCl  加入到步骤（3）所述硅粉中，液固比为50:1常温下酸

洗5h，然后经过过滤、清洗和烘干后得到脱氧处理后的硅粉。

[0046]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硅粉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为0.8665%。

[0047] 实施例6：

（1）将金刚石线切割硅废料，破碎以及研磨，得到块状和颗粒状硅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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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2）将镁粉（镁的质量分数大于95%）和上述硅废料块分层放入坩埚中，镁粉与硅废

料质量比为1:3，将坩埚放入中频感应炉中，抽真空后，加热至850℃，保温120min，冷却后得

到镁热还原后的硅料。

[0049] （3）将步骤（2）所述镁热还原后的硅料破碎、研磨，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粉。

[0050] （4）配制含有2mol/L的HCl和0.5mol/L的HF的混合酸加入到步骤（3）所述的硅粉

中，液固比为10:1，常温下酸洗3h，然后经过过滤、清洗和烘干后得到脱氧处理后的硅粉。

[0051]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硅粉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为0.8236%。

[0052] 实施例7：

（1）将砂浆切割硅废料，破碎以及研磨，得到块状和颗粒状硅废料。

[0053] （2）将镁粒（镁的质量分数大于99%）加入石墨坩埚中，将上述硅废料用压片机压

片，得到硅废料片，镁粒与硅废料质量比为1:2，硅废料片由细铁丝网固定于坩埚中部，将坩

埚放入中频感应炉中，抽真空后，通入氩气，在氩气气氛条件下加热至750℃，保温180min，

冷却后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片。

[0054] （3）将步骤（2）所述镁热还原后的硅片破碎、研磨，得到镁热还原后的硅粉。

[0055] （4）配制浓度为4mol/L的HCl加入到步骤（3）所述的硅粉中，液固比为100:1，常温

下酸洗6h，然后经过过滤、清洗和烘干后得到脱氧处理后的硅粉。

[0056]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硅粉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为0.7917%。

[0057] 通过以上实施例可以看出：

（1）本发明利用镁蒸气热还原+酸洗的方法脱除硅废料中的杂质氧，火法阶段所需温度

较低，能有效降低硅废料回收过程的能耗，对氧元素具有比较良好的去除效果，实现了金刚

石线切割硅废料的脱氧提纯处理。

[0058] （2）本发明所述方法对硅废料要求低，不仅能对太阳能级硅片的切割废料进行脱

氧，也能对其他工艺得到的硅废料进行脱氧，对环境无污染，具有回收成本低、工艺流程短，

杂质氧的去除率高，易于实现晶体硅线切割废料回收的规模化工业应用。

[0059]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技术方

案，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那些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

不脱离本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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