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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材料：
半导体和显示屏工厂的现场
大宗气体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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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有一种材料，它可以大量连续生产，纯度达

99.9999999%，并且每天用量相当于 500 头大象的重量，

但我们又从来都看不见。它就是 3D NAND 工厂必需的

氮气。

在半导体和显示屏的每个制造工艺步骤和设备中，氮

气都是必不可少的大宗气体之一。从分类来说，它们通常

是消耗量仅次于硅晶圆的大宗材料。它们无法被肉眼所见，

“存在感”薄弱，但在整个工厂中却无处不在。大宗气体

供应设施与每个晶圆厂的主体厂房相邻，且与主体厂房同

步建设，并且需要在首个工艺生产设备进入工厂之前就通

过质量认证并开始量产。

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讨论半导体和显示屏工厂中常

用的大宗气体，包括它们的应用、来源和供应选择。然后，

我们将介绍供应所需的基础设施，并概述建造此一气体供

应关键设施的项目步骤。

大宗气体、应用和供应选择

大宗气体，例如氮气，氧气……是半导体和显示屏制

造业中分子构造最简单的材料。它们在整个工厂中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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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并且和水电一样随时随地可以用于几乎每一道生产

制造工艺中。首先，我们将研究为各种不同行业的工艺而

共同生产的六种气体，针对电子级用途，这六种气体将需

要经过特殊加工和纯化处理。此外，我们还将涵盖五种电

子特种气体，它们通过化学合成生产，并且用量极大，适

用于大宗供应和运输方式。

大宗气体和应用

氮气（N2）：在建设期间，当首批基础管道被焊接到

一起后，晶圆厂就需要使用超高纯氮气吹扫排除管道中的

氧气、水分和颗粒物，防止污染将要接通在管道上的生产

设备。作为整个工艺流程（从进入检验到最终认证）的一

部分，氮气最终会被送入每个设备，以保证晶圆不受任何

污染物的影响。氮气会清除任何进入的空气和残留的工艺

化学品，并确保晶圆和所有生产设备反应室的内部表面和

空间不含氧气、水分和颗粒。氮气还被用于清洁真空泵（该

设备即使在闲置时也需要通以恒定的气流）以及工艺残气

排放处理设备（设备中如存有空气可能会引起自燃）。氮

气是空气分离的三种主要成份之一，此外还有氧气和氩气。

氧气（O2）：超高纯度的氧气会被用作直接氧化剂在

(N2)

主要应用 惰化和吹扫 在氧化反应
中用于沉积
和刻蚀

等离子体处
理和高温惰
化

退火、
外延、
沉积和刻蚀

冷却、
等离子体处
理和载气

清洁、浸没式光刻
和去离子水处理

沉积、刻蚀、
外延和反应室清洁

来源 空气分离 空气分离 空气分离 烃类水蒸汽
重整或电解
水

从天然气田
中提取

氨气、化肥、炼油
厂、面包店和发酵
工厂生产的副产品

化学合成

供应量举例 [Nm³/h]*

3D NAND 
[300 kwspm]#

80,000 -
100,000

2,000 -
3,000 50 - 100 200 - 400 50 - 150 25 - 50 视情形而定

先进代工厂
[60 kwspm]# 

- 30,000 -
50,000 200 - 300 150 - 250 500 - 1,500 25 - 50 100 - 200 视情形而定

供应选择

现场制气或管
道输送

散装运输 + 
储罐

ISO罐式集装箱

*标准立方米/小时
#千片初制晶圆/月

氮气
(N2)

氧气 
(O2)

氩气 
(Ar)

氢气
(H2)

氦气 
(He)

二氧化碳 
(CO2)

大宗特种气体：
氨气 (NH₃)
氯化氢 (HCl)
三氟化氮 (NF₃)
一氧化二氮，
又名笑气（N₂O）
硅烷 (SiH₄)

表1. 大宗气体应用、来源和供应

（参见上表：表1. 大宗气体应用、来源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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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圆表面来生长氧化层，还会被用在更复杂的沉积和刻蚀

步骤中作为共反应物。此外，工业级氧气作为氧化剂供应

给工艺残气排放处理设备，将活性废气转化为危害较小且

更易于去除的化合物。

氩气（Ar）：氩气主要用于等离子体沉积和刻蚀反应。

它还可用于深紫外光刻和专用深冷清洁剂。

氢气（H2）：氢气用于硅和硅锗晶圆的外延层生产以

及氧化表面的退火。近来，它还大量被用作清洁剂，去除

极紫外光刻机光源中的锡以避免污染。氢气可通过烃类水

蒸汽重整制氢技术或电解水制氢技术获得。过去常使用高

压气体管束车或液体槽罐车向晶圆厂运输氢气或液氢，而

现在的先进晶圆厂对氢气需求量巨大，采用现场生产的方

式可以使工厂获益良多。

氦气（He）：氦气是第二轻的元素，也是熔、沸点最

低的气体，常用于各种电子制造工艺。晶圆厂中有数以百

计的流程中会使用氦气，包括晶圆背面冷却和晶圆真空进

样室冷却、等离子体处理和泄漏检测。虽然氦是宇宙中含

量第二丰富的元素，但是它在地球上却相对稀有：地球上

的大部分氦气是地壳中重元素核衰变的副产品，与天然气

伴生于同一气田中。全世界只有少数天然气田伴生有较高

含量的氦气，可以经济可行地对其进行分离、提纯并供应

市场。气体公司会把氦气降温至 -269℃以将其液化，并使

用真空夹层的容器运输到全球各地。从生产点到最终使用

点通常需要花费几个月的运输时间。

二氧化碳（CO2）：二氧化碳在先进的晶圆厂中主要

有两种应用方式。沉浸式光刻机在投影物镜最后一个透镜

和晶圆表面之间充入一层水薄膜，以提高光刻分辨率并实

现更小的曝光尺寸。在这一过程中会将二氧化碳添加到浸

没晶圆的液体中以置换排出溶解态的氮（这些溶解态的氮

会在液体中产生极微小的气泡而使得光刻图案被扭曲），

从而能够在光刻过程中产生符合预期的图案。在一些晶圆

厂中，还会将少量二氧化碳添加到超纯去离子水中以增加

水的电导率，从而安全地去除会吸引细小颗粒的任何电荷。

二氧化碳可作为氨气、化肥和碳氢化合物的工业生产的副

产品而获得，也可以在烃类水蒸汽重整制氢的过程中获得。

供应给半导体行业的二氧化碳需要经过特殊处理和纯化，

以确保纯度和一致性。

大宗电子特种气体（ESG）——氨气（NH3）、氯化

氢（HCl）、三氟化氮（NF3），一氧化二氮（N2O）和硅

烷（SiH4）：大宗电子特种气体最初采用独立的气瓶供应

规模、纯度、可靠性、成本。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大宗气体的

供应达到今天的需求水平。

0°C 水的结冰点

-79°C 二氧化碳

-183°C 氧气

-186°C 氩气

-196°C 氮气

-273°C 绝对零度

氮气 (N₂)

空气成分 沸点

氮气（N₂）

氧气（O₂）

氧气（O₂）

氩气（Ar）

21

78

含量百分比（Vol%）

1

氩气（Ar）

图1 . 大宗气体供应成分

（参见33页图：图1. 大宗气体供应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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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晶圆厂。现在，随着投入生产的晶圆和工艺步骤复杂程

度都在与日俱增，先进晶圆厂的巨大的规模和高强度的生

产促使这五种重要的气态化学品需求量大幅增加，只有采

用 ISO 罐式集装箱才能保障供应链物流安全，并且具有

规模经济效益。除了硅烷会以压缩气体的形式运输之外，

其他这些材料都会以加压液体的形态运输到晶圆厂，然后

在输送到使用点之前进行气化。这些气体主要由工业化工

原料进行化学合成以及进一步提纯。其中三氟化氮（NF3）

是一个特例，它是几乎专为电子制造而生产使用的材料。

供应选择

用量、纯度、可靠性、成本。所有这些都是驱动大宗

气体供应达到当前需求水平的因素。我们在下文中描述了

为了优化这四个变量，可用于大宗气体材料运输的选择。

空气分离：空气分离是从空气中获得氮气、氧气和氩

气的主要工艺流程组合。首先通过化学吸收剂从空气

中去除水分、二氧化碳和其他杂质。然后不断压缩和

膨胀空气使之冷却，直至其变成液体，再对液体进行

蒸馏以获得提纯后的氮气、氧气和氩气。电子级空气

分离装置可以生产纯度 99.999999% 以上的这些气体。

由于氩气仅占空气体积的 1%，通常来说在小型工厂

中进行生产并不具备经济效益。

液体 vs 气体：将这些产品的最终形态生产为液体所需

的耗电量是气态的三倍左右。因此，对于现场制备的

气体来说，最经济的方式是将它们中的大部分按照客

户的需求，生产为立即供应给晶圆厂的气体，对其余

少部分进行液化用于存储和后备供应。

卡车运输 + 大容量储罐：卡车运输的经济性因运输产

品而有所不同。由于气体密度远低于液体，通常需要

五辆卡车左右才能运输与一辆卡车的液态产品相同数

量的气态产品。运输成本是整体成本的主要驱动因素，

因此通常会将产品液化用于运输，然后在使用时按需

气化。

现场生产：采用现场生产还是卡车运输的决定因素是

远程操作中心 ISO罐式集装箱汽化器

空气压缩机 冷箱 深冷储罐

图2 . 大宗气体供应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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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对于氮气来说，几乎所有 300 毫米晶圆厂和一

定规模以上的新建显示屏工厂的生产都要求现场制

氮，目的是降低成本、确保稳定供应，并达到最高且

最一致的纯度标准。很多时候它们也会使用现场制气

设备获取所需规格的超高纯度氧气。此外在先进半导

体工厂中，外延工艺和 EUV 光刻技术的双重驱动也

是实现现场制氢的重要考量因素。

管道：在一些地方，多个工厂以集群形式分布或共同

坐落于一个科技园区内。管道可以将大型气体设备的

供应网络连接到多个客户，这就有可能实现更大规模

的经济效益。

后备供应：无论基本供应使用何种方式，电子产品生

产都需要极高的供应保障。因此气体厂商必须部署后

备来源和供应计划。在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需要拥

有一个或多个经认证的远程供应源以及现场的大量液

体存储（存储量相当于几天的生产需求）。

集成供应：先进晶圆厂日益增加的需求也为进一步降

低成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林德的 SPECTRA® I 集成

式氮气、氧气和氩气现场发生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优秀案例。并非所有半导体工厂使用的氮气和氧气都

需要最高纯度；其中一些气体直接进入晶圆加工设备

下游的真空泵和工艺残气排放处理设备。SPECTRA® I

现场气体发生器可以按客户需求定制同时生产超高纯

度和工业级的氮气与氧气以及超高纯度氩气，因此仅

需单一设备即可满足大部分客户的大宗气体需求。

提纯和分析：因为氮气、氧气、氩气、氢气和氦气应

用于整个晶圆厂的许多不同工艺中，其中的部分工艺

对污染物和化学反应极其敏感，所以通常需要进一步

提纯这些材料。对于现有的已经达到十亿分之一的杂

质水平的产品，现场纯化器可确保杂质降低到万亿分

之一的水平。

ISO 罐式集装箱：ISO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缩写，ISO

罐装集装箱是大宗气体和电子特种气体最大的供应容

器选择。其设计符合卡车拖车、铁路轨道运输车和集

装箱船的标准配送要求。对于沸点极低的液体产品，

这些集装箱采用真空夹层隔离以保持深冷产品温度并

延长运输时间。一旦到达现场，带有配送歧管的专用

供应托架将它们与晶圆厂的供应管道连接起来。

项目范围和执行

范围

虽然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在大宗气体装置方面有

许多选择，但主要驱动因素是正确估算需求量。既要能为

晶圆厂提供充足的供应，又不能过剩，这样才能优化成本。

一旦确定了需求，就可以决定项目的两个主要需求：土地

和公用设施。下面，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这三个因素。

需求：成熟的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拥有现成的晶圆

厂和工艺，他们会在此基础上针对新建工厂进行调整，

并调整气体需求和纯度要求。全新的半导体和显示屏

制造商或采用新工艺的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则需要

压缩机

冷却水装置

预纯化装置

空气分离冷箱

纯化器和分析仪

大容量液体储罐

氦气和电子特气ISO存放区

氢气生产装置

图3. 气体生产场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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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始设备供应商的建议和

工程模型进行估算。除了平均

需求之外，还必须规划意外停

产后恢复生产相关的高峰需

求。最后，还要加上冗余和备

份存储要求。总需求和纯度决

定成本，并驱动气体供应设备

方案进一步优化。

场地：一旦确定了气体供应设

备方案，就可以计算出占地面

积。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需

要将其纳入场地总需求中。该

气体生产场地既可以与工厂相

邻，也可以位于数公里外的单

独地块上。但是，气体生成和

使用地点相隔越远，需要的运

输压力就越高，管道直径也越

大，相关投资也越高。气体供

应设备和场地是项目的主要资

本支出。

公用设施：气体供应设备方案还将决定气站需要的公

用设施要求，主要是电力、水和生成氢气可能需要的

天然气。这些公用设施需求也必须尽早加以确定并包

含在工厂场地的整体公用设施供应中。

主要部件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决定气体场地整体占地面积的部

件。

压缩机：这是液化和分离空气的主要机械装置。通过

压缩空气、随后膨胀，将空气温度降低，直至液化。

冷却水：需要冷却水装置以将压缩机的温度保持在操

作要求范围内。

预纯化装置：空气中含有水分、二氧化碳以及其他微

量杂质。吸附器纯化装置会在冷却阶段之前将这些杂

质去除，以避免冻结和阻塞气流。

冷箱：这个高耸的绝热结构是现场最高、最突出的部

件，是容纳液化和精馏关键设备的装置。

大容量液体储罐：各类大容量液体储罐用于储存现场

生产的液化气体，同时还是被运送到现场的其他液态

气体的中间存储器。

汽化器：虽然上述材料以液态运输和存储是最经济的，

但它们最终会以气态形式在晶圆厂中输送并使用。汽

化器是热交换器，它利用环境空气或外部来源的热量

将液态产品达到沸点变为气体。

纯化器：如前所述，气体还需要进一步提纯。这些纯

化器是催化剂和活性金属，可以置于气体生产场地和

/ 或客户工厂中，用来去除残留的痕量杂质。

分析仪：在整个生产工艺流程中，需要对大宗气体进

行测量分析，以确保它们达到预期的纯度，而且流程

处于控制之中。该分析仪的灵敏度极高，必须安装在

温控房间内。

执行：总体时间表

最后，我们列出了大宗气体项目的总体时间表，以显

示其与整个晶圆厂项目的相关度，以及为确保为晶圆厂按

需提供必要的气体材料供应，预先规划的重要性。该时间

表从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确定其工艺流程和设备需求后

开始。

第 1 阶段：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向气体供应商启动

招标流程，提供气体需求和纯度要求。这反过来也有

4

3

2

1工程、
概念设计和招标

主要部件采购、详细设
计和建造

现场建设、管道安装和
大宗氮气供应

启动和认证

气体供应量产

土地配置、
公用设施要求和管道选线

场地平整、晶圆厂厂房建
造和设备采购

晶圆厂布管、设备安装和
整个设施的氮气清洗

设备安装完成并开始启动设备

设备验证、工艺验证和工艺量产

气体项目 晶圆厂项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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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大宗气体供应项目时间表

（参见34页图：图2.  大宗气体供应部件） 

（参见35页图：图3. 气体生产场地布局）

（参见36页图：图4. 大宗气体供应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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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他们制定工艺设计理念，以确定自己的设备要求。

气体供应商向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提供的反馈信息

有助于确定土地和公用设施的总需求。

第 2 阶段：定标后，气体供应商开始采购主要部件，

并转入详细设计和制造。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开始

准备现场，包括气体生产场地、建造其晶圆厂设施并

订购设备。

第 3 阶段：气体供应商开始建设项目。最先建造的两

个装置是大宗氮气供应储罐和将气体供应连接到晶圆

厂的管道。在本阶段末，这两个项目将会联结到一起：

气体工厂开始利用卡车向晶圆厂厂房供应大宗氮气，

以吹扫设施管道并安装第一批设备。

第 4 阶段：在气体生产场地建造完成后，将启动气体

现场发生器并进行资格认证。大宗气体和备用供应链

开始运作。而在晶圆厂中，设备安装完成，并开始启

动设备。

第 5 阶段：晶圆厂继续实施其项目，依次进行设备验

证和工艺验证，最终开始工艺量产。随着生产量的增

加，气体需求量也不断提高，气体供应量也会随之相

应增加。

总结

大宗气体是半导体和显示屏工厂供应支出的重要部

分。高效供应通常要求现场生产、存储和输送。这些设施

与晶圆厂同步建造，一旦工厂主体厂房竣工，就需要立即

交付第一批认证合格的气体。由于项目在土地配置、公用

设施需求和资本支出方面影响重大，大宗气体供应商从新

项目筹划立项开始阶段就与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紧密合

作，以正确估算用量、采购安装调试设备，并建设和运行

大宗气体设施以供应气体和支持项目量产。

从 120 多年前的首批液化和空气分离专利及设备到现

在最大、最高效的装置，林德公司是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

提供所需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领导者。林德工程负责设计、

制造并建设氮气、氧气、氩气，氢气、氦气和二氧化碳的

生产设施，在全球已有数千个装置项目投入运营。林德拥

有并为包括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和显示屏制造商的大量客户

运营气体供应装置。林德开创了令人瞩目的科学园区供应

模式，在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等地为众多客

户和晶圆厂集群，通过管道供应大宗气体。此外，林德还

向全球客户提供产地来源丰富和供应链投资组合多样化的

氦气产品。

造商们越来越多地将大量相同的元件组装在一块印刷电路

板上，随后将这些元件完全封装起来，最后再把它们分割

成多个单独的已封装好的元件。另一种方法是对完全组装

完毕的印刷电路板进行封装，而不是用外壳来保护电路板

免遭环境影响。

大面积灌封可以显著地缩短加工时间，大大节约成

本。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一方法经常遭遇瓶颈。在面对高

化学应力和热应力时，大面积封装这一加工方式会在固化

过程中造成印刷电路板的翘曲。这导致元件之间产生张力，

令单独分割变得困难。造成翘曲的原因是印刷电路板和封

装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相同，前者为 10-20 ppm/K，后者

通常高于 20 ppm/K。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满足对可靠度要求极高的应用

领域的需求，我们研发出了优化的封装材料，其特点是热

膨胀系数极低，仅为 11 ppm/K。这样就把翘曲度降到最低，

令这种封装材料成为高效率大面积芯片封装的最佳选择。

客户还可以选择添加不同的荧光剂，以监控点胶工

艺，在粘合剂固化之前检测所有元件是否已完全覆盖。对

于高价值元件来说，这一选项绝对值得考虑。

目前来说，这类产品的温度上限是 16℃，而且具备

出色的防潮性和耐介质能力。此外，就算基材不加热，它

们仍具有优异的流动性，也可以配合使用筑坝填充工艺达

到效果。使用这种封装材料时，您还可以设置不同的固

化参数：在温度为 150℃ 时，最多只需 20 分钟即可迅速

固化；对于单组分的产品，您可以选择将固化温度降低到

100℃；对于双组分的产品，您可以选择将固化温度设为 

125℃。这样一来，即使是对温度相当敏感的元件也能够

可靠地固化。

结论

承受最高 250℃的温度、高机械负荷，并且长久地接

触具有腐蚀性的介质：在严苛的环境条件下，高端封装材

料与灌封用料是保护敏感电子元件的关键因素。众多新研

发的产品使得如今的制造商们能够满足逐步升高的电力电

子设备的技术要求，满足呼声渐涨的微型化需求，同时提

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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