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气体的领导者
供应半导体，太阳能，平板显示和LED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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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电子合作伙伴

我们知道我们的客户面临着很多的需求和挑战，要创
新，要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要在全球提供优质的
产品并且准时…我们关心的也是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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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北京

河北

山西 山东

陕西 河南

安徽

湖北

四川

江西

福建

上海

江苏

浙江

大宗气体工厂
电子特气工厂
全面材料管理现场
全面气体和化学品管理现场

新竹科技园区
（北部）

台中科技园区
（中部）

台南科技园区
（南部）

现场 / 商户设备
PGP装置
ESG工厂
AUECC装置
ESG仓库
电子研发中心

 → 联华林德ESG装置建于新竹、台中、台南三大科
学园区。

 → 现场 / 商户设备、PGP装置、ESG装置、AUECC装
置、ESG仓库和电子研发中心。

联华林德是联华实业公司和林德集团共同成立的合
资公司，也是台湾最大的工业气体制造商之一。
 
联华林德通过与林德集团的密切合作，能够提供各种高质量的气体和
气体应用技术。此外，为了维持快速增长，联华林德也投入巨资进入高
效气体中。

使命与目标
联华林德的新口号是 “本地的合作伙伴，全球的
专业愿景（Local Partner, Global Expertise）“ 我们
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客户的价值就是我们
的价值。

安全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不断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
靠性。同时致力于通过与林德的合作和多元化的本地生产基地获
得多种资源，以提供全面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我们凭借丰富的运营
经验、林德先进设备的支持、强大的客户关系，打造卓尔不群的竞
争力。

产品与服务
联华林德生产和销售包括电子、化学、金属、玻璃、食
品与饮料、实验室、医疗保健等诸多行业所需的罐装
气体、特殊气体和分子。

我们的罐装气体产品包括氮气，氧气，氢气，氩气和氦气。 特殊气体包
括氧化亚氮（N₂O），二氧化碳（CO₂），硅烷（SiH₄），氨气（NH₃），三氟化
氮（NF₃），激光气体（Laser gas），锗烷（GeH₄），八氟环丁烷（C₄F₈）等。
主要销往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除了提供高纯度、高品质的气体外，我
们还通过多元化的供应基地和强大的工程和运营经验来确保我们客户
的供应安全性和可靠性。联华林德同时提供设备安装和维护服务，以及
全面的气体和化学品管理服务。 

台湾投资分布

中国大陆投资分布

 → 联华林德大宗气体工厂分布于辽宁、北京、江
苏、上海、浙江、湖北、江 西、广东、福建、四
川等省份及直辖市。

 → 江苏、福建设有ESG工厂。 

 → 江苏、上海设有ESG仓库。   



质量
我们将提供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且全面的质
量体系，覆盖整个供应链，从原材料供应到我们
将最终产品交付到客户的工厂供客户使用。

我们通过以下方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 严格的测量 

→ 气体纯度，一致性和可靠性 

→ 业务连续性规划 

→ 工艺和统计质量控制

安全
在联华林德，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对人或环境造
成伤害。我们不断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和安全。我们员工和客户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对
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 安全第一的文化 

→ 将安全植入到我们的工艺流程中 

→ 致力于实现零事故

环境领导者
电子制造工厂并不总是处于材料供应的最佳位
置，因此考虑如何在现场回收，纯化和重新使
用材料，节约运输成本，降低物流风险，减少碳
排放，这些因素至关重要。

我们通过以下方面支持可持续的制造业：

→ 节能型 SPECTRA® 氮气工厂 

→ 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 

→ 降低排放的氟气技术 

→ 降低碳排放的现场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组合，包括环
境方面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严格
控制电子特种气体（ESGs），大宗和
管道气体的设备和服务。

为帮助您获取得成功，我们将通过对工艺，工程和现
场本地化解决方案进行持续投资。我们将与您密切合
作，以更好的了解，预测和满足您不断变化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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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我们将致力于电子行业，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我
们的员工。

我们将通过以下方式证明我们的承诺：

→ 在集群园区投资大宗和管道的基础设施 

→ 与客户在现场和本地解决方案上进行协作 

→ 开发新的应用程序以扩大我们的ESG产品组合 

→ 与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

 

联华林德大宗气体生产工厂将确保供应任何所需体积的可靠的高
纯氮气，氧气，氩气，氢气，氦气和二氧化碳。

联华林德的 Generation-F® 氟气技术科技提供经济高效的室内清洗
解决方案，通过置换温室气体来加快生产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专业技术
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组合和服务，为我们的客户
增添最高的价值。

我们的主要能力有： 

→ 工厂现场（设计，制造和运行） 

→ 大宗气体（连续的高纯度的运输） 

→ 特种气体（合成，纯化，混合，分析和包装） 

→ 现场服务（材料运输和管理） 

→ 采购和全球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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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市场
利用我们的全球化资源为世界上任何一家芯片厂提供超
纯气体，化学品和服务。

半导体行业是最具活力，最先进和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之一。随着超纯气体和化学品业务的
增长，我们对它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长。工厂运营商需要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且具备安
全技术能力的可靠的伙伴，保证高品质，管理成本，减少环境影响并为未来创新。

联华林德是全球半导体制造商的首选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提供广泛的电子特种气体和大宗
解决方案 – 由全球供应链支持 – 为您带来高品质，严格的测量，一致性，可靠性和可持续发
展的半导体制造工艺。 
 
 

电子特种气体

在电子半导体制造中使用大量电子特种气体。以下是联华林德可提供的最常见的电子特种气体（ESGs）:

高纯二氧化碳 浸润式光刻工艺；清洗工艺中去除静电；薄膜生长；深紫外光刻中做为激光光源

一氧化碳 等离子体蚀刻

锗烷混氢 生长硅化锗薄膜

六氯乙硅烷 低温氮化硅、氧化硅、氮氧化硅介电薄膜

氧化亚氮 二氧化硅，氮氧化硅等含氮薄膜生长

氯化氢 选择性外延的硅或者氮化硅薄膜；蚀刻清洗

六氟化硫 等离子体蚀刻

氟碳化合物 二氧化硅或者其他硅基材料的等离子体蚀刻

氨气 气相化学沉积氮化硅，氮氧化硅薄膜；去除光阻；金属薄膜生长中做还原剂

乙硅烷 低温硅生长工艺的前躯体，生长超薄且无针孔的硅或者氮化硅薄膜；ALD 中作为还原剂

溴化氢 硅或者III-V化合物的等离子体蚀刻

硅烷 广泛应用于硅和含硅薄膜的生长；金属硅化物的生长（例如硅化钨等）；钨薄膜的还原剂

氟气/氮气 炉管反应腔体的清洗

三氯氢硅 裸晶圆生长外延硅；

二氯氢硅 生长外延硅；二氧化硅、氮化硅、氮氧化硅、硅化锗等薄膜



氦气 

SPECTRA-N 现场氮气供应量

氢气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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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大宗气体

用于制造半导体的主要的大宗气体是氮气，氢气，氩气，氦气，氧气和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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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气 N₂是目前半导体制造中使用最多的气体。它用于吹扫真空泵，排放系统，还可以用来最为一
种工艺气体。在大型的，先进的工厂，氮气的消耗量可达每小时5万立方米，这使得工厂需要
成本效益好，低能耗的现场氮气发生器。

氢气 由于更大的工厂和更高的工艺强度需求，H₂的使用量正在增加。它用于硅和硅锗的外延沉积和
表面处理。随着EUV（极紫外线）的转变，氢气的需求量将继续增长。联华林德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通过压缩气体或液体形式（仅在美国和欧洲）提供氢气，或在现场通过蒸气形成或电解制
备氢气。

氩气 Ar用于等离子沉积和蚀刻工艺的工厂中，还可用于深UV光刻激光器中半导体芯片的最小特征
的图案上。液化氩气的液滴还被越来越多的用于清洗最小，最脆弱的芯片结构中的碎屑。

氦气 He是第二轻的元素和最冷的液体，用于电子制造中的冷却，等离子处理和泄漏检验。 

氧气 O₂用于在蚀刻中产生氧化物层。现场可提供杂质少于10ppb的超纯液态氧（LOX）且无需外部
净化器。

二氧化碳 CO2可用于支持先进的浸没光刻，专用低温清洗应用以及DI(去离子水)处理。

光刻气体

林德是公认的制造DUV（深紫外）准分子气体混合物的领导者。我们的SPECTRA光刻气体已经使半导体模式化了20多年。我们将稀有气体和卤素的
主要工艺（混合，分析和钢瓶处理）与专有技术相结合，确保客户的光刻设备达到最高水平的稳定性和正常运行状态。

同位素

我们的生产和纯化技术超越了分子水平，为许多领先的应用提供同位素纯特种气体。11BF3 和其他 11B
化合物可使设计的装置避免中子俘获的不利影响。类似地，使用氘（D2）和氘取代气体使装置可以抵
抗对热电子的损伤。随着摩尔定律的推动，装置的尺寸将小于10nm，我们的同位素增强解决方案有助
于成功的设计最小的可实现的尺寸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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氘钝化

林德率先推出商业气体纯化和液化工厂，并
一直是全球领先企业。我们的SPECTRA-N系
列氮气发生器设计用于满足规模较大的客户
的需求并具有最高的运行效率。

林德管理世界上最大和最多样化的氦气生
产，产品源位于五大洲，并且还积极投资新
的长期供应源。

我们为现场氢气生产提供SMR和电解厂，它们
都可以满足客户的纯度和用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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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市场
通过领先的综合气体和化学解决方案为全球太阳能产业
增加价值。

太阳能制造商正在寻求提高产量和电池效率以及降低制造成本的方法。这需要一个像林德
这样的强大，可靠且具备专业技术的合作伙伴，联华林德可为光伏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
专业材料提供专门的解决方案和单点联系。

氩气(Ar) 氨气(NH3)     

氦气(He) 砷烷(AsH3), 乙硼烷(B2H6), 磷烷 (PH3) 混合物

氢气(H2) 四氟化碳 (CF4)    

氮气(N2) 氯气(Cl2)   

氧气(O2) 氟气(F2)

一氧化二氮(N2O)

硅烷(SiH4)

六氟化硫(SF6)

大宗气体 电子特种气体

太阳能合作伙伴的选择

我们的清洁能源，全球气体和工程能力使我们成为各种规模和各个
区域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首选材料技术合作伙伴。我们的技术和
解决方案通过改善二氧化碳排放量，创新的气体和化学技术降低每
瓦的成本来帮助光伏制造商超越电网平价，达到绿色平价。

我们为太阳能行业提供的服务

→ 扩展的产品组合，对客户需求的响应，以及坚实的供应链，能够
将我们的产品运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 客户现场的强大的气体工程能力和化学品运输系统

→ 通过光伏行业多年开发的专业技术，以及通过与几个不同的合作
伙伴如设备制造商和终端用户的合作来支持技术开发

强调技术开发

我们和林德合作率先开发新产品和技术以帮助光伏行业提高太阳能电
池的效率和制造生产力。作为我们最新工艺技术承诺的一部分，我们目
前正在推动从湿式到干式工艺的趋势。凭借我们在薄膜硅太阳能领域
的专业技术，我们的干式工艺技术正在实现更加智能的晶体硅制造工
艺。 
 
林德参加了几个技术合作项目，如：

→ 林德成功实施的薄膜光伏PEPPER项目 使用分子氟清洗PECVD腔室， 
    并大大减少了清洗时间

→ EuroPlas项目，林德正在将分子氟用于硅晶片的干纹理处理 
    林德还为未来的技术转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例如使用更广泛的材料 
    组合制造PERC和异质结电池

异质结 
我们有望提供异质结技术所需的所有气体，这可以提供非常高的效率。
通过我们在薄膜光伏和显示屏行业的发展活动，我们对特别适用于异质
结电池制造的工艺和气体应用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还可以与帮助您降
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电池效率。

太阳能产品组合和供应链

作为全球气体和材料供应商，我们利用我们的全球影响力，提供全领域的气体和化学产品，以支持所有的晶体硅电池制造工艺。这包括超纯大宗气
体，钢瓶电子特种气体和大宗供应，以及特种和湿式工艺化学品。多年来，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专业技术，能够将产品运送到世界
各地。随着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新型电池制造业的发展，林德有能力在这一领域提供完整且安全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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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显示市场
为世界各地的平板显示行业提供服务 – 由亚洲大量的气体
基础设施支持。

平板显示屏的制造需要供应大规模的超纯气体。随着这一竞争行业的动态发展，制造商希
望气体合作伙伴具备可承受性，可靠性和灵活性，像联华林德这样可以进行本地供应，但是
具有全球供应链的背景支持。

氩气(Ar)    氨气(NH3)     

二氧化碳(CO2) 四氟化碳(CF4)    

氦气(He) 激光气（Ne混合物，Xe）

氢气(H2)

氮气(N2) 氧化亚氮(N₂O)

硅烷(SiH4)

六氟化硫(SF6)

大宗气体 电子特种气体

氧气(O2) 磷烷/氢气 (PH₃/H₂)混合物

三氟化氮(NF₃)

全球范围

联华林德作为平板显示行业的全球供应商，在中国，韩国和台湾设
有专门的工艺气体生产设备，并在全亚洲建立了供应大宗气体的基
础设施。我们还提供全面的电子特种气体产品组合，并提供现场氟
气系统，用于清洗腔室，降低碳排放量并减少清洗周期时间。

除了制造所有包装尺寸的平板显示屏所需的全部气体外，我们还提
供独特的增值技术解决方案和承包计划，以帮助客户实现其环境和
成本目标。

中国平板显示行业供应大宗和电子特种气体的领导者

作为中国电子市场领先的气体供应商，随着中国平板显示行业的发
展，我们已经成为中国平板显示行业主要的大宗和电子特种气体供
应商。我们已经从中国三大显示屏制造商那里获得了他们的Gen 8.5
设备的主要大宗气体供应合同，以提高他们显示屏制造工艺的成本
效益和环境效率。我们在中国建立了两家Gen 8 TFT-LCD现场大宗气
体工厂。

这些承包计划包括全面气体基础设施和实际气体的供应。诸如此
类的标杆项目表明我们将致力于通过一流的气体技术和创新来快
速扩张平板显示市场。

我们为平板显示行业提供服务

→ 具有成本效益的大宗气体供应，包括大型现场SPECTRA-N高纯度氮气 
    发生器，这是为显示屏制造商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大量的超纯氮气的最 
    具成本效益和最可靠的方式。当气体浓度低于1ppb时，SPECTRA-N发 
    生器比传统的发生器耗电低，同时它还能提供极佳的降压功能，以满 
    足设备升级的需求。

→ 专用的全面电子特种气体产品组合和平板显示行业的全球供应链

→ 中国，台湾，韩国的新一代高纯一氧化二氮(N₂O)气体设备，支持下一 
    代平板显示技术

→ 现场Generation-F氟气发生器，用于清洗腔室，降低制造产生的碳排 
    放，以及保证供应安全，特别是Gen 10和更大的制造工厂

用于平板显示行业的气体

在中国气体生产基地的林德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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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市场
提供全部的高纯大宗和特种气体并承包现场设备，实现最
大的灵活性和效率提升。

LED固态照明的应用正在迅速增长，特别是液晶电视背光和低能耗普通照明的应用。为了适
应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LED制造商需要大量的氮气，高纯氨气，氢气和氢化物。他们也需要
一个灵活的供应合作伙伴，像联华林德这样可以支持快速，具有成本效益的生产增长。

氢气(H2)

氮气(N2)

大宗气体 电子特种气体

四氟化碳(CF₄)

氯化氢(HCl)

氧化亚氮(N₂O)

磷烷(PH3)

硅烷(SiH₄)混合物

六氟化硫(SF₆)

氨气(NH3)

可靠的合作伙伴和无缝的产品供应链

联华林德可供应制造LED所需的全部的大宗和电子特种气体。随着
材料需求的发展，我们也致力于开发强大的运输解决方案，有灵活
可靠的供应链支持，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效率。 

→ 联华林德在中国，台湾和韩国拥有超高纯度氨气的本地生产设
备，这大约已经是全球80%的LED生产能力

→  作为全球天然气供应商，我们建立了氮气生产网络，可以供应给
世界各地的客户

现场供应

我们提供了电子材料产品组合和全球供应链，为大型LED工厂提供交钥
匙工程能力，其中包括完整的产品组合 - 气体，工程和服务。这些现场设
施确保了连续的，可检测的且灵活的气体供应，并降低了与多个供应商
联系的复杂性。标准化和模块化设计为您提供了最大的成本效率和可靠
性的附加优势。

→ 现场氨气纯化器

→ SPECTRA-N 现场氮气发生器

→ 现场高纯氢气发生器

LED固态照明制造材料

下表中是我们向LED制造商提供的主要的大宗和电子特种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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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服务

联华林德提供广泛的专业服务，可以让您专注于您的核心业务，并保持您的业务顺利运行。这些服务包括现场服务，如承包设计，安装服务，以及您
的气体和化学品从端到端的管理，还包括气体和化学品分配系统和设备。

您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的全球电子特种气体工厂网络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客户和其他主要材料供应商所在的地方进行本地供应。我们
为您提供我们自己的生产专业知识，以及来自于全球且更加全面的供应资源。我们提供所有的包装尺寸，以提供最佳的物流和供应解决方案。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对质量和安全的承诺。我们知道我们的客户对材料有着最严格的要求，生产、供应和分配的质量对您的成功至关重要。安全
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我们将努力保护员工，承包商，客户和团队的健康和安全，并共同管理我们合作伙伴的环境。

电子行业的其他供应
联华林德提供硬件和专业的工程和材料管理服务。我们通过确保安全流畅的工艺流程和定期分享详细的气体和化学品知识来帮助客户以最大程度
地减少停机时间和风险。

硬件

→ 大宗特种气体系统

→ 气柜和气体分配汇流排

→ 阀门汇流排箱和面板

服务

→ 交钥匙设计和工程

→ 全面气体和化学品管理

→ 全面材料管理

超纯湿式化学品

我们通过我们的合资企业联仕电子化学公司（AUECC）- 为全球高科技行
业提供湿式化学品的供应商，为电子制造商提供化学品。



联华林德是全球领先的供应商，为电子市场 – 半导体，太阳能，平板显示和LED提供气源。

联华林德是联华实业公司和林德集团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也是台湾最大的工业气体制造商之一。联华林德通过与林德集团在全球范围的密切合
作，能够提供各种高质量的气体和气体应用技术。此外，为了维持快速增长，联华林德也投放巨资进入高效气体设备领域。

林德电子是林德集团的一部分，林德集团是世界领先的气体和工程公司之一，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约6.5万名员工。公司致力于将客户价值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的技术和产品。

林德电子通过专注于安全，质量，环境领导力和专业技术帮助电子公司实现他们的目标，通过对工艺，工程，现场和本地化解决方案，包括环境可持
续发展解决方案，严格控制的电子特种气体（ESG），大宗和管道气体，设备和服务的持续投资对行业进行承诺，林德还与客户密切合作，以更好地
预测和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销售网点 

亚洲
中国     +86 21 6105 9888 ext. 9310
印度     +91 33 2401 7408
韩国     +82 2 780 9331 
马来西亚     +60 3 7955 4233 
菲律宾     +63 2 702 7500 
新加坡     +65 6866 3190 
台湾     +886 2 2786 6000
泰国     +66 2 338 6100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inde.com/electronics 或通过 LLHCSC.lg.cn@linde.com 与我们联系。 
 

© 2018 The Linde Group

联华林德 
安全  质量  承诺  专业技术  环境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