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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

金的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1)高硅废料烘干后

作为原料；准备造渣剂；(2)开启熔炼炉，将原料

和造渣剂放入熔炼炉内进行造渣精炼，全部熔化

后形成熔体；(3)完成造渣精炼后，将熔体出炉浇

入模具中静置分层，或在熔炼炉内静置分层，硅

熔体/硅合金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硅合金。本

发明的方法实现了晶体硅的金刚线切割废料高

效的回收利用，减少了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实现

了高温熔炼和精炼除杂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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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1)将高硅废料烘干去除水分，作为原料；准备造渣剂；其中原料和造渣剂的质量比为

100:(3～60)；所述的造渣剂为钙系化合物，或者为混合化合物；所述的混合化合物为镁系

化合物、钠系化合物和钾系化合物中的一种或多种与钙系化合物混合而成；所述的钙系化

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CaCO3  0～99％，CaCl2  0～30％，CaF2  0～30％，CaO  1～100％；所述的

镁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MgO  0～100％，MgCO3  0～100％，MgF2  0～30％，MgCl2  1～

100％；所述的钠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Na2CO3  1～100％，NaHCO3  0～99％，NaCl  0～

30％，NaF  0～30％；所述的钾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K2CO3  20～50％，KHCO3  15～30％，

KCl  12～20％，KF  15～38％；其中混合化合物中的钙系化合物占总质量的10～99％；

(2)开启熔炼炉，将原料和造渣剂放入熔炼炉内进行造渣精炼，原料和造渣剂全部熔化

后形成熔体；造渣精炼过程中控制熔炼炉的温度在1420℃以上；

(3)完成造渣精炼后，将熔体出炉浇入模具中，熔体中的硅熔体/硅合金熔体与炉渣熔

体在模具内静置分层，再将硅熔体/硅合金熔体和炉渣熔体分离后分别进行冷凝凝固，其中

硅熔体/硅合金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硅合金；或者完成造渣精炼后，全部熔体在熔炼炉

内硅熔体/硅合金熔体与炉渣熔体静置分层，然后分别倒入不同模具中冷凝凝固，其中硅熔

体/硅合金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硅合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高硅废料有两种：一种是太阳能产业产生的高硅废料，选用太阳能晶体硅硅锭

切片时产生的切割废料、晶体硅锭打磨时产生的打磨废料、晶体硅铸锭后切下来的头尾料、

废弃的晶体硅片和/或淘汰的太阳能电池片；所述的太阳能晶体硅硅锭切片时产生的切割

废料包括金刚石切割产生的废料和碳化硅切割产生的废料；所述的晶体硅为多晶硅和单晶

硅的统称；另一种是高硅合金破碎或者切割时产生的高硅废料，所述的高硅合金为Si的质

量百分比≥50％的合金。

3.根据权利要求1和2所述的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当高硅废料为太阳能产业产生的高硅废料时，将高硅废料先酸洗去除杂质，再水

洗至滤液为中性，最后烘干作为原料；酸洗采用的酸液为质量浓度5～30％的盐酸和/或硫

酸，酸洗时酸液与高硅废料的质量比为(3～15):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中，原料和造渣剂的加入方式为：将原料和造渣剂混合均匀后放入熔炼炉；或

者是将原料和造渣剂混合均匀后压制成团块后再放入熔炼炉；或者是先将原料压制成团

块，然后再将团块和造渣剂混合后放入熔炼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熔炼炉是电弧炉、矿热炉、精炼炉、感应炉、电阻炉或等离子体炉。

6.根据权利要求1和2所述的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当高硅废料为太阳能产业产生的高硅废料时，在静置时硅熔体与炉渣熔体分层，

硅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99.999％；当高硅废料为工业硅和/或

硅合金破碎或者切割时产生的高硅废料时，在静置时硅合金熔体与炉渣熔体分层，硅合金

熔体冷凝后形成硅合金，按质量百分比含Si≥5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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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所述的高纯硅采用定向凝固炉内进行定向凝固，定向凝固结束后出炉冷却至常温获得

硅锭，将硅锭的头尾两端分别切除，头尾两端的切除长度占硅锭总长度20～30％，剩余部分

为太阳能级的多晶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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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

金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太阳能晶体硅(晶体硅指多晶硅和单晶硅)的切片技术主要为金刚线切割或

者碳化硅切割，由于切割丝的直径和所需硅片的厚度相差不大，在切割过程中会有35～

40％的晶体硅以粉末的形式进入到废料浆中，形成晶体硅切割废料。随着光伏能源的快速

发展，可以预见将会产生大量的切割废料，这不仅损失了价值昂贵的晶体硅，而且对环境造

成巨大的污染，因此非常有必要发明能够对这部分废料进行有效回收再利用的方法。

[0003] 高硅废料主要包括有两种：

[0004] 第一种高硅废料是指太阳能产业产生的高硅废料：包括晶体硅的硅锭切片时产生

的切割废料(包括金刚石切割产生的废料和碳化硅切割产生的废料)、晶体硅锭打磨时产生

的打磨废料、晶体硅铸锭后切下来的头尾料、废弃的晶体硅片、淘汰的太阳能电池片；这里

晶体硅是指多晶硅和单晶硅的统称；太阳能产业中产生的高硅废料主要成分是单质硅，纯

度很高，如果能够对其进行回收，重新用来制备高纯硅锭，这样能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此

外，还能间接降低太阳能电池的成本，这对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0005] 第二种高硅废料是指工业硅或高硅合金破碎或者切割时产生的高硅废料。如果能

够对这部分高硅废料回收，也可以减小环境污染，同时还能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采用

钙系化合物等作为添加剂或者造渣剂，将其与高硅废料混合后加入炉内熔化后，然后将硅

液体和炉渣液体出炉后分离，最后冷凝后得到硅。

[0007] 本发明的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8] 1、将高硅废料烘干去除水分，作为原料；准备造渣剂；其中原料和造渣剂的质量比

为100:(3～60)；所述的造渣剂为钙系化合物，或者为混合化合物；所述的混合化合物为镁

系化合物、钠系化合物和钾系化合物中的一种或多种与钙系化合物混合而成；所述的钙系

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CaCO3  0～99％，CaCl2  0～30％，CaF2  0～30％，CaO  1～100％；所述

的镁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MgO  0～100％，MgCO3  0～100％，MgF2  0～30％，MgCl2  1～

100％；所述的钠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Na2CO3  1～100％，NaHCO3  0～99％，NaCl  0～

30％，NaF  0～30％；所述的钾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K2CO3  20～50％，KHCO3  15～30％，

KCl  12～20％，KF  15～38％；其中混合化合物中的钙系化合物占总质量的10～99％；

[0009] 2、开启熔炼炉，将原料和造渣剂放入熔炼炉内进行造渣精炼，原料和造渣剂全部

熔化后形成熔体；造渣精炼过程中控制熔炼炉的温度在1420℃以上；

[0010] 3、完成造渣精炼后，将熔体出炉浇入模具中，熔体中的硅熔体/硅合金熔体与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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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体在模具内静置分层，再将硅熔体/硅合金熔体和炉渣熔体分离后分别进行冷凝凝固，其

中硅熔体/硅合金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硅合金；或者完成造渣精炼后，全部熔体在熔炼

炉内硅熔体/硅合金熔体与炉渣熔体静置分层，然后分别浇入不同模具中冷凝凝固，其中硅

熔体/硅合金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硅合金。

[0011] 上述的高硅废料有两种：一种是太阳能产业产生的高硅废料，选用太阳能晶体硅

硅锭切片时产生的切割废料、晶体硅锭打磨时产生的打磨废料、晶体硅铸锭后切下来的头

尾料、废弃的晶体硅片和/或淘汰的太阳能电池片；所述的太阳能晶体硅硅锭切片时产生的

切割废料包括金刚石切割产生的废料和碳化硅切割产生的废料；所述的晶体硅为多晶硅和

单晶硅的统称；另一种是高硅合金破碎或者切割时产生的高硅废料，所述的高硅合金为Si

的质量百分比≥50％的合金。

[0012] 上述方法中，当高硅废料为太阳能产业产生的高硅废料时，将高硅废料先酸洗去

除杂质，再水洗至滤液为中性，最后烘干作为原料；酸洗采用的酸液为质量浓度5～30％的

盐酸和/或硫酸，酸洗时酸液与高硅废料的质量比为(3～15):1。

[0013] 上述方法中，原料和造渣剂的加入方式为：将原料和造渣剂混合均匀后放入熔炼

炉；或者是将原料和造渣剂混合均匀后压制成团块后再放入熔炼炉；或者是先将原料压制

成团块，然后再将团块和造渣剂混合后放入熔炼炉。

[0014] 上述的熔炼炉是电弧炉、矿热炉、精炼炉、感应炉、电阻炉或等离子体炉。

[0015] 上述方法，当高硅废料为太阳能产业产生的高硅废料时，在静置时硅熔体与炉渣

熔体分层，硅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99.999％；当高硅废料为硅

合金破碎或者切割时产生的高硅废料时，在静置时硅合金熔体与炉渣熔体分层，硅合金熔

体冷凝后形成硅合金，按质量百分比含Si≥50％。

[0016] 上述的高纯硅采用定向凝固炉内进行定向凝固，定向凝固结束后出炉冷却至常温

获得硅锭，将硅锭的头尾两端分别切除，头尾两端的切除长度占硅锭总长度20～30％，剩余

部分为太阳能级的多晶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99.9999％。

[0017] 上述方法中，高硅废料中单质硅的回收率为45～98％。

[0018] 本发明的原理在于：采用钙系化合物作为造渣剂，或采用含有钙系化合物的混合

化合物作为造渣剂，在高温条件下与切割废料一同熔化；熔体在静置过程中炉渣液体与目

标液体(硅熔体/硅合金熔体)分层，在浇注时就能够使目标成分(高纯硅/硅合金)与其他成

分(包括氧化硅)顺利分离。

[0019] 本发明的与现有技术相比，实现了高硅废料的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变废为宝，而且

减少了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了高温熔炼和精炼除杂工序合二为一；该方法具有流程短、

能耗低、简单易行等优点，易于实现工业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用高硅废料造渣精炼生产高纯硅/硅合金的方法流程示

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具体实例来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描述。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9292779 A

5



[0022]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高硅废料按质量百分比含Si  60～90％，含SiO2  5～30％。

[0023] 本发明实施例中酸洗时间为1～2h。

[0024]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CaCO3、CaCl2、CaF2和CaO为市购粉末状试剂产品。

[0025]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MgO、MgCO3、MgF2和MgCl2为市购粉末状试剂产品。

[0026]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Na2CO3、NaHCO3、NaCl和NaF为市购粉末状试剂产品。

[0027]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K2CO3、KHCO3、KCl和KF为市购粉末状试剂产品。

[0028] 实施例1

[0029] 采用的高硅废料为太阳能晶体硅硅锭切片时产生的切割废料；太阳能晶体硅硅锭

切片时产生的切割废料为金刚石切割产生的废料和碳化硅切割产生的废料；将高硅废料烘

干去除水分，作为原料；

[0030] 准备造渣剂；原料和造渣剂的质量比为100:20；造渣剂为钙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

比含CaCO3  2％，CaCl2  33％，CaF2  15％，CaO  50％；

[0031] 开启熔炼炉，将原料和造渣剂放入熔炼炉内进行造渣精炼，待原料和造渣剂全部

熔化后形成熔体；造渣精炼过程中控制熔炼炉的温度在1480～1500℃；其中原料和造渣剂

的加入方式为：将原料和造渣剂混合均匀后放入熔炼炉；

[0032] 采用的熔炼炉是电阻炉；

[0033] 完成造渣精炼后，将熔体出炉浇入模具中，熔体中的硅熔体与炉渣熔体在模具内

静置分层，再将硅熔体和炉渣熔体分离后分别进行冷凝凝固，其中硅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

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971％；

[0034] 硅回收率为54％。

[0035] 实施例2

[0036] 流程如图1所示；

[0037]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38] (1)采用的高硅废料为晶体硅锭打磨时产生的打磨废料；将高硅废料先酸洗去除

杂质，再水洗至滤液为中性，最后烘干作为原料；酸洗采用的酸液为质量浓度5％的盐酸，酸

洗时酸液与高硅废料的质量比为15:1；

[0039] (2)准备造渣剂；其中原料和造渣剂的质量比为100:3；造渣剂为混合化合物，由镁

系化合物与钙系化合物混合而成；钙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CaCO3  89％，CaCl2  5％，CaF2 

4％，CaO  2％；镁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MgO  50％，MgCO3  15％，MgF2  20％，MgCl2  15％；

其中混合化合物中的钙系化合物占总质量的60％；

[0040] (3)造渣精炼过程中控制熔炼炉的温度在1460～1490℃；原料和造渣剂的加入方

式为：将原料和造渣剂混合均匀后压制成团块后再放入熔炼炉；采用的熔炼炉是感应炉；

[0041] (4)完成造渣精炼后，全部熔体在熔炼炉内硅熔体与炉渣熔体静置分层，然后分别

倒入不同模具中冷凝凝固，其中硅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992％；

[0042] 硅回收率为83％；

[0043] 将高纯硅采用定向凝固炉内进行定向凝固，定向凝固结束后出炉冷却至常温获得

硅锭，将硅锭的头尾两端分别切除，头尾两端的切除长度占硅锭总长度20％，剩余部分为太

阳能级的多晶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9999％。

[0044] 实施例3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292779 A

6



[0045] (1)采用的高硅废料为晶体硅铸锭后切下来的头尾料；将高硅废料先酸洗去除杂

质，再水洗至滤液为中性，最后烘干作为原料；酸洗采用的酸液为质量浓度30％的硫酸，酸

洗时酸液与高硅废料的质量比为3:1；

[0046] (2)准备造渣剂；原料和造渣剂的质量比为100:60；造渣剂为混合化合物，由钠系

化合物与钙系化合物混合而成；钙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CaCO3  59％，CaF2  5％，CaO 

36％；钠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Na2CO3  50％，NaHCO3  15％，NaCl  20％，NaF  15％；混合化

合物中的钙系化合物占总质量的40％；

[0047] (3)造渣精炼过程中控制熔炼炉的温度在1420～1470℃；原料和造渣剂的加入方

式为：先将原料压制成团块，然后再将团块和造渣剂混合后放入熔炼炉；采用的熔炼炉是电

弧炉；

[0048] (4)高纯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983％；

[0049] 硅回收率为61％；

[0050] 将高纯硅采用定向凝固炉内进行定向凝固，定向凝固结束后出炉冷却至常温获得

硅锭，将硅锭的头尾两端分别切除，头尾两端的切除长度占硅锭总长度25％，剩余部分为太

阳能级的多晶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9999％。

[0051] 实施例4

[0052] 流程如图1所示；

[0053]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54] (1)采用的高硅废料为废弃的晶体硅片和淘汰的太阳能电池片；将高硅废料先酸

洗去除杂质，再水洗至滤液为中性，最后烘干作为原料；酸洗采用的酸液为质量浓度10％的

盐酸和10％的硫酸等质量混合酸，酸洗时酸液与高硅废料的质量比为5:1；

[0055] (2)准备造渣剂；原料和造渣剂的质量比为100:15；造渣剂为混合化合物，由钾系

化合物与钙系化合物混合而成；钙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CaCO3  74％，CaCl2  10％，CaO 

16％；钾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K2CO3  50％，KHCO3  15％，KCl  20％，KF  15％；混合化合物

中的钙系化合物占总质量的50％；

[0056] (3)造渣精炼过程中控制熔炼炉的温度在1470～1510℃；采用的熔炼炉是等离子

体炉；

[0057] (4)完成造渣精炼后，全部熔体在熔炼炉内硅熔体与炉渣熔体静置分层，然后分别

倒入不同模具中冷凝凝固，其中硅熔体冷凝后形成高纯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890％；

[0058] 硅回收率为85％；

[0059] 将高纯硅采用定向凝固炉内进行定向凝固，定向凝固结束后出炉冷却至常温获得

硅锭，将硅锭的头尾两端分别切除，头尾两端的切除长度占硅锭总长度30％，剩余部分为太

阳能级的多晶硅，按质量百分比含Si  99.9999％。

[0060] 实施例5

[0061]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62] (1)采用的高硅废料为高硅合金破碎时产生的高硅废料；烘干去除水分作为原料；

[0063] (2)准备造渣剂；其中原料和造渣剂的质量比为100:22；造渣剂为混合化合物，由

镁系化合物、钠系化合物、钾系化合物与钙系化合物混合而成；钙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

CaCO3  55％，CaCl2  2％，CaF22％，CaO  41％；镁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MgO  20％，Mg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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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gF2  12％，MgCl2  38％；钠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Na2CO320％，NaHCO3  30％，NaCl 

12％，NaF  38％；钾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K2CO3  20～50％，KHCO3  15～30％，KCl  12～

20％，KF  16～20％；混合化合物中的钙系化合物占总质量的55％，镁系化合物、钠系化合物

和钾系化合物各占总质量的15％；

[0064] (3)造渣精炼过程中控制熔炼炉的温度在1450～1500℃；其中原料和造渣剂的加

入方式为：将原料和造渣剂混合均匀后压制成团块后再放入熔炼炉；采用的熔炼炉是矿热

炉；

[0065] (4)完成造渣精炼后，将熔体出炉浇入模具中，熔体中的硅合金熔体与炉渣熔体在

模具内静置分层，再将硅合金熔体和炉渣熔体分离后分别进行冷凝凝固，其中硅合金熔体

冷凝后形成硅合金，按质量百分比含Si  62％；

[0066] 硅回收率为70％。

[0067] 实施例6

[0068]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69] (1)采用的高硅废料为高硅合金切割时产生的高硅废料；烘干去除水分作为原料；

[0070] (2)准备造渣剂；其中原料和造渣剂的质量比为100:33；造渣剂为混合化合物，由

镁系化合物、钠系化合物与钙系化合物混合而成；钙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CaCO3  69％，

CaCl2  7％，CaF2  1％，CaO  23％；镁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MgO  30％，MgCO3  20％，MgF2 

15％，MgCl2  35％；钠系化合物按质量百分比含Na2CO320％，NaHCO3  30％，NaCl  12％，NaF 

38％；混合化合物中的钙系化合物占总质量的56％，镁系化合物和钠系化合物各占总质量

的22％；

[0071] (3)造渣精炼过程中控制熔炼炉的温度在1430～1480℃；其中原料和造渣剂的加

入方式为：先将原料压制成团块，然后再将团块和造渣剂混合后放入熔炼炉；采用的熔炼炉

是精炼炉；

[0072] (4)完成造渣精炼后，全部熔体在熔炼炉内硅合金熔体与炉渣熔体静置分层，然后

分别倒入不同模具中冷凝凝固，其中硅合金熔体冷凝后形成硅合金，按质量百分比含Si 

59％；

[0073] 硅回收率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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