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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

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用含硼的冶金级硅和

金属铝混合得到混合物料；S2：将步骤S1得到的

混合物料在惰性气体的氛围中放入熔炼炉中进

行熔炼；S3：待步骤S2的混合物料完全熔化后得

到熔体，进行保温，在惰性气体氛围中，向熔体中

通入惰性气体‑氢气混合气体进行除杂反应；S4：

停止通入混合气体，进行定向凝固，使初生硅富

集到熔体的一端形成富集相，杂质硼富集到熔体

另一端铝硅合金中；S5：富集完成后，用倾倒法或

机械切割法将初生硅与铝硅合金分离，使硅中的

杂质硼去除。本发明通过氢与硼反应，提高了定

向凝固提纯冶金级硅过程中硼的去除率，使去除

率达到98.5%，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绿色环保的

硅提纯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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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用含硼的冶金级硅和金属铝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料；

S2：将步骤S1得到的混合物料在惰性气体的氛围中放入熔炼炉中进行熔炼；

S3：待步骤S2的混合物料完全熔化后得到熔体，进行保温，在惰性气体氛围中，向熔体

中通入惰性气体-氢气混合气体进行除杂反应；

S4：反应完成后，停止通入混合气体，进行定向凝固，使初生硅富集到熔体的一端形成

富集相，杂质硼富集到熔体另一端的铝硅合金中；

S5：富集完成后，用倾倒法或机械切割法将初生硅与铝硅合金分离，使硅中的杂质硼去

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铝的纯度

大于99%，与冶金级硅的比例为（1~9）：（9~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熔炼炉为电磁

感应炉或电阻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熔炼温度

为600~16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保温时间

为1~300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惰性气体

为He、Ne、Ar或N2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惰性气体

与氢气体积比为0.1~10: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混合气体

通入时间为1~1000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混合气体

通入流量为1~1000mL/min。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定向凝

固为向上或向下定向凝固，定向凝固过程中向上或向下拉伸的速率为1μm/s~1000μ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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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级硅的提纯技术，具体涉及一种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

生能源，相关的研究和开发得到了快速发展。太阳能级硅是制备太阳能电池的主要原料，其

需求量正逐年增加。光伏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使得太阳能级硅材料的供给出现巨大缺口。目

前工业上制备太阳能级硅的方法主要为改良西门子法，该法通过复杂的化学过程将冶金级

硅提纯，所获产品纯度高、质量好，但存在建设投资大、产品效率低、环境友好性差等缺点。

因此，寻求一种高效、环保、低成本的方法对光伏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0003] 冶金法作为一种规模大小可控、工艺简单、无副产品污染的提纯工艺，目前正受到

各国研究者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冶金法使用冶金级硅为原料，根据硅和杂质之间物理化学

性质的差异，采用真空精炼、定向凝固、造渣精炼、酸浸、溶剂精炼等方法，逐步减少硅中杂

质的含量，最终得到太阳能级多晶硅。定向凝固工艺是冶金法制备太阳能级硅的一个重要

环节，它通过控制温度场变化使得铸锭单向生长，并利用杂质在固、液相之间溶解度的差

异，将杂质元素富集到铸锭的端部，以达到提纯的目的。

[0004] 冶金级硅中的杂质包括金属杂质和非金属杂质，其中硼是较难去除的非金属杂质

之一，主要的原因是硼在硅中的分凝系数(0.8)远大于其他金属杂质的分凝系数，并且硼在

硅中的饱和蒸气压比硅小，这意味着定向凝固精炼或真空精炼均难以实现硅中硼杂质的去

除。因此，现有技术开发了诸如等离子体熔炼和渣处理的精炼工艺用于氧化去除硼，但这些

技术尚存在能耗高、设备成本高、硅损失量大等问题。例如，专利CN1299983中公开了一种光

电级硅的制造方法，在真空负压室中，用中频感应炉升温≥1850℃，把原料化学级硅熔融，

除去铝、硼、磷、硫、碳及其它杂质；采用惰性气体保护在硅溶液中通入水蒸气和氢气，搅拌

精炼，使其它元素高温气化后倒入凝固器；在真空负压室进行从下往上的定向凝固，除去铁

及其它重金属；慢速降温至常温，得光电级硅。该专利能耗很高，要在1900℃的高温条件下

进行熔炼，而且定向凝固需要在真空负压室内进行，增加了设备成本，对硼元素的去除效果

也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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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

除的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对硼的去除效果差、能耗高、设备成本高的问题。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

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用含硼的冶金级硅和金属铝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料；

S2：将步骤S1得到的混合物料在惰性气体的氛围中放入熔炼炉中进行熔炼；

S3：待步骤S2的混合物料完全熔化后得到熔体，进行保温，在惰性气体氛围中，向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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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入惰性气体-氢气混合气体进行除杂反应；

S4：反应完成后，停止通入混合气体，进行定向凝固，使初生硅富集到熔体的一端形成

富集相，杂质硼富集到熔体另一端的铝硅合金中；

S5：富集完成后，用倾倒法或机械切割法将初生硅与铝硅合金分离，使硅中的杂质硼去

除。

[0007] 优选地，所述金属铝的纯度大于99%，与冶金级硅的比例为（1~9）：（9~1）。此处的比

例为质量比，金属铝与冶金级硅的质量比例为1:9至9:1。

[0008] 优选地，所述熔炼炉为电磁感应炉或电阻炉。

[0009] 优选地，步骤S2中熔炼温度为600~1600℃。

[0010] 优选地，步骤S3中保温时间为1~300min。

[0011] 优选地，步骤S3中惰性气体为He、Ne、Ar或N2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2] 优选地，步骤S3中惰性气体与氢气体积比为0.1~10:1。

[0013] 优选地，步骤S3中混合气体通入时间为1~1000min。

[0014] 优选地，步骤S3中混合气体通入流量为1~1000mL/min。

[0015] 优选地，步骤S4中定向凝固为向上或向下定向凝固，定向凝固过程中向上或向下

拉伸的速率为1μm/s~1000μm/s。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控制金属铝与冶金级硅的质量配比，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熔融温度，节

省能耗，本发明的熔融温度可以控制在1100~1200℃的范围内，与现有技术相比有所降低，

另一方面金属铝的加入也能提升硼元素的去除效果，从实施例中能够看出，铝硅合金中Al

占比较高时，硼的去除效果更好。

[0017] 2、本发明采用向熔体中通入氢气，使氢气能够进入到原料硅中，与其中绝大部分

的硼元素进行非常充分的反应，因为在此过程中氢气是处于过量的状态，化学反应平衡更

有利于硼氢化合物的生成。然后再通过定向凝固对其进行提纯，在定向凝固过程中析出初

生硅晶体会富集到熔体的一端形成硅富集相，而硼氢化合物则会富集到熔体另一端的铝硅

合金中，富集完成后采用倾倒法或机械切割法将硅富集相与铝硅合金分离，从而将硅中的

杂质硼去除。本发明中定向凝固这一过程不需要在苛刻的反应条件下进行，能更进一步降

低能耗，还能有效提高定向凝固提纯冶金级硅过程中硼的去除率，使硼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98.5%以上，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绿色环保的硅提纯新技术。

[0018] 3、本发明整个工艺流程简单可控，不需要使用复杂的设备装置，也不会产生三废，

绿色环保，适用于工业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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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种冶金级硅中杂质硼去除的方法

S1：用含硼的冶金级硅和金属铝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料，其中，金属铝的纯度大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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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铝和冶金级硅的质量比为（1~9）：（9~1）。

[0022] S2：将步骤S1得到的混合物料在惰性气体的氛围中放入熔炼炉中进行熔炼，优选

为高频感应炉，其中，高频感应炉的加热电流、熔炼温度可根据铝硅合金的熔点来进行设

定。

[0023] S3：待步骤S2的混合物料完全熔化后得到熔体，进行保温，在惰性气体氛围中，向

熔体中通入惰性气体-氢气混合气体进行除杂反应。其中，熔炼温度为600~1600℃，优选为

1100~1200℃。保温时间越久，硼的去除效果越好，因为保温时间越久，氢气与杂质硼反应得

越充分，所以保温时间为1~300min，优选为30min。惰性气体优选氩气，氩气与氢气的体积比

为0.1~10:1，优选为4:1。混合气体通入时间越长，让氢气尽量处于过量的状态，从化学反应

的角度来看，更有利于反应的进行，使绝大部分杂质硼能够参与反应，所以混合气体的通入

时间为1~1000min，优选为30~150min，更有选为150min。混合气体通入流量为1~1000mL/

min，优选为100mL/min。

[0024] S4：反应完成后，停止通入混合气体，进行定向凝固，使初生硅富集到熔体的一端

形成富集相，杂质硼富集到熔体另一端的铝硅合金中，用拉伸系统缓慢地分别以1μm/s~
1000μm/s的速度从加热区抽出熔融试样，可向上或向下进行拉伸，其中，拉伸速率越慢，硼

的去除效果越好，但也不可太慢，所以拉伸速率优选为5μm/s。

[0025] S5：富集完成后，用倾倒法或机械切割法将初生硅与铝硅合金分离，使硅中的杂质

硼去除。其中，倾倒法是将初生硅上方未凝固的铝硅合金熔体从坩埚中倒出，或者待样品完

全凝固后沿着初生硅和铝硅合金的界面进行机械切割，从而使硅中的杂质硼去除。

[0026] 二、实施例

实施例1：利用高纯铝球团和冶金级硅制备Al-60wt.%Si合金(硼的含量为103ppmw)，样

品总重量为50g，在氩气气氛中在高频感应炉中进行感应熔炼，感应线圈的电流强度保持在

12A，样品保持在1200±5℃，待样品完全熔化后保温30min，然后通入氢气，并且Ar:H2=4:1，

流量控制在100  ml/min，氢气通入时间为60  min。然后用拉伸系统缓慢地以5μm/s的速度从

加热区抽出熔融试样，初生硅富集到一端形成富集相，富集完成后取出坩埚，采用倾倒法将

初生硅与铝硅合金熔体分离，使硅中的杂质硼被去除，得到硅中硼的含量为4.5ppmw。

[0027] 实施例2：利用高纯铝球团和冶金级硅制备Al-55wt .%Si合金(硼的含量为

103ppmw)，样品总重量为50g，在氩气气氛中在高频感应炉中进行感应熔炼，感应线圈的电

流强度保持在11A，样品保持在1150±5℃，待样品完全熔化后保温30min，然后通入氢气，并

且Ar:H2=4:1，流量控制在100  ml/min，氢气通入时间为30  min。然后用拉伸系统缓慢地分

别以5μm/s的速度从加热区抽出熔融试样，初生硅富集到一端形成富集相，富集完成后取出

坩埚，采用倾倒法将初生硅与铝硅合金熔体分离，使硅中的杂质硼被去除，得到硅中硼的含

量为4.6ppmw。

[0028] 实施例3：利用高纯铝球团和冶金级硅制备Al-45wt .%Si合金(硼的含量为

103ppmw)，样品总重量为50g，在氩气气氛中在高频感应炉中进行感应熔炼，感应线圈的电

流强度保持在10A，样品保持在1100±5℃，待样品完全熔化后保温30min，然后通入氢气，并

且Ar:H2=4:1，流量控制在100  ml/min，氢气通入时间分别为150  min。然后用拉伸系统缓慢

地分别以5μm/s的速度从加热区抽出熔融试样，初生硅富集到一端形成富集相，富集完成后

取出坩埚，采用倾倒法将初生硅与铝硅合金熔体分离，使硅中的杂质硼被去除，得到硅中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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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为1.5ppmw。

[0029] 其中，经过研究发现铝硅合金中铝的占比、氢气通入时间、拉伸系统的拉伸速度与

硼的去除率都存在一定关联。铝硅合金中铝的占比越高，不仅可以降低熔炼温度，还可以提

升硼的去除效果，但从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也可以看出，如果氢气通入时间不够，也会对硼

的去除效果产生影响，所以实施例3在提升铝硅合金中铝的含量同时，发现延长氢气通入时

间后，能够较大程度的提升硼的去除率。同时，定向凝固的拉伸速度越慢，为硅和杂质硼的

分离提供充足的时间，也能有效提升硼的去除率，因此在实施例3的工艺条件下硼的去除率

最高。

[0030] 本发明主要用于除去硅中的杂质硼，能够有效提升对冶金级硅中杂质硼的去除效

果，在实际应用时可与其它杂质的去除方法相配合使用。

[0031] 三、对比例

对比例1：分别加入渣金比0.20的不同碱性造渣剂CaO-BaO-SiO2、CaO-MgO-SiO2、CaO-

Na2O-SiO2、CaCO3-NaF-SiO2在中频炉的熔硅中各自造渣一炉（硼含量为5.5ppmw），每炉添加

硅粉质量  5%CaF2或  5%CaCl2作助熔剂，并底吹Ar气，经过3小时的造渣除杂后，扒除悬浮融

硅液面上的浮渣，将融硅小心缓慢倾注于锭模中，得到的提纯后的硅中硼含量为2ppmw，硼

的去除率仅为63.6%。

[0032] 对比例2：采用真空电子束熔炼炉进行熔炼，该设备主要利用炉中的电子枪将几十

至数百kw的高能电子束聚焦于1cm左右，打在Si料的表面，产生3500℃以上的高温将Si料熔

化，同时导致杂质从Si液中挥发出来以达到提纯的目的。试验前采用工业Si（硼含量为

2.3ppmw）将电子束熔炼炉中的水冷铜坩埚进行熔炼清洗，然后进行熔炼试验，相关参数为：

电子枪功率为20～26kw，熔炼时间为20min，电子枪真空度为(0.86～1.40)×10-3Pa，熔解室

真空度为(1.2~8.3)  ×10-8Pa。试验过程中观察到电子枪轰击5min左右Si料熔化，冷却过程

中电子枪的功率逐步减小，然后在水冷铜坩埚中自然冷却，  得到的提纯后的硅中硼含量为

2.2ppmw，硼的去除率仅为4.4%。

[0033] 对比例3：将Al-60wt.%Si铝硅合金与渣料（渣系为40%CaO−20%Al2O3−40%SiO2）混

合，渣金质量比为5，放入石墨坩埚内，置于高频感应炉中，通入高纯氩气保护，加热至1500

℃，恒温2h后以5min/℃  速率降温至900℃，断电自然冷却至室温。取出样品，用多功能切割

机并辅助人工破碎将渣与合金分离。将合金适当破碎后，用适量盐酸除去其中绝大部分未

反应的铝，用混酸(去离子水:盐酸:氢氟酸11:9:2)  70℃酸洗15  h，得到的提纯后的硅中硼

的去除率为92.28%。

[0034] 从以上对比例中可以看出，造渣剂对硼元素的去除效果并不显著，对比例1中所用

的造渣剂精炼温度要控制在1400~1500℃之间，能耗仍然较高，产生的大量尾渣还会成为环

保问题，对硼元素的去除率也不理想，仅为63.6%。

[0035] 对比例2将原料置于高温的真空体系中，让其中的杂质元素进行挥发，然而硼元素

的沸点高，即便在3500℃的条件下对硼元素的去除率只有4.4%，从含量上来看变化不大。

[0036] 对比例3将造渣剂与酸洗结合，由于造渣剂的加入，使得熔炼温度提高到了1500

℃，并且在进行酸洗后硼元素的去除效果也不理想，因为杂质元素在硅中的分布不均匀，有

的沉积在晶界和裂缝处，有的则被包裹在硅晶体中，即使将合金粉碎后，仍然会有相当一部

分杂质位于硅晶体内，这就使得混酸难以与处于硅晶体内部的杂质接触，从而导致硼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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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效果不好。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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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