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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V 光刻技术增加了前沿晶圆厂对氢
气的需求
林德电子 Paul Stockman 博士

概述

在过去 20 年里，前沿逻辑芯片和晶圆代工厂的氢气使用量一直稳步增长。供应商曾经用单个钢瓶供应气体，而现在则

经常使用能装载超过 1 吨氢气的专用大宗拖车，一些晶圆厂甚至还要求每日多次运送。随着 EUV（超紫外）光刻技术

接近商业化和大规模化使用，晶圆厂对氢气的需求将再一次迎来新的拐点。在本文中，我们将阐述当今乃至未来推动这

一需求的应用，还有不同地区供应情况的差异，以及针对大体量客户的现场生产方案。

现有的工艺应用

氢
气是晶圆厂多个工艺步

骤中需要使用的材料，

它独特的化学性质使得

其用途越来越广。这些应用通常需

要 消 耗 100 秒 至 1000 秒 的 sccm

（标准立方厘米每分钟）流量：

外延：在晶体薄膜产生过程中，氢被

用作还原剂。它通常通过在外部或终

端客户工厂中让新切割和抛光的硅晶

圆与三氯氢硅（SiHCl3）进行反应，

来生产半导体制造的起始硅表面。氢

气可还原气相氯原子，随后会从反应

器中将 HCl产物作为气体去除。前沿

的材料，例如应变硅、锗硅和锗，也

会使用氢介质导外延增长。

沉积：氢气也可以直接掺入薄膜中，

破坏晶格，使其产生更少结晶和更多

非晶质。该技术通常与硅薄膜一起使

用，因为硅薄膜需要更好的电绝缘性。

等离子刻蚀：氢和含氢等离子体用于

直接与晶圆表面反应，以清洁或去除

多余的薄膜，特别是用于去除氧化硅

上多余的氟碳化合沉积物。

等离子刻蚀：氢和含氢等离子体用于

直接与晶圆表面反应，以清洁或去除

多余的薄膜，特别是用于去除氧化硅

上多余的氟碳化合沉积物。

退火：硅晶圆通常在高压下被加热到

1000℃以上的温度，以修复它们的晶

体结构。氢气有助于在晶圆表面上均

匀地传递热量，也有助于渗透到晶格

中，与原子杂质发生反应。

钝化：氢气用于反应和去除硅表面上

的天然氧化物，并在晶体的最终层中

对硅 -硅键的重组进行调整。

离子注入：用氢气生产的质子比整体

退火和钝化更加精确，可以用离子注

入机在薄膜中注入特定深度和浓度的

质子。氢原子不仅可以介入以用来修

饰薄膜，而且在更高的剂量和注入能

量下，它可以用来切割硅和蓝宝石晶

圆的碎片。

载气：氢气被用作载气，可夹带（截留）

和传输无挥发性的化学物质（通常为

大气压和室温下的液体）进入反应室。

氢气会被加热并以气泡方式经过液态

化学品。因为氢气的质量比夹带的化

学蒸气轻，所以可以使用专门的质量

流量控制器来感知、测量和精确控制

所分配的化学蒸气的量。

材料稳定：加入氢气可以延长重要电

子材料的保存期限例如乙硼烷（B2H6）

和乙锗烷（Ge2H6），否则这些电子

材料将被缓慢分解掉。

多晶硅制造：尽管氢气不是半导体晶

圆厂工艺流程的组成部分，但会被大

量使用在制造多晶硅的上游工艺中：

每小时会有数千标准立方米的氢气被

使用，所以现场的氢气生产装置也必

不可少。多晶硅是制造结晶硅的起始

材料，硅晶圆从结晶硅中切割获得。
  

EUV 的应用
超紫外（EUV）光刻是备受期

待的新应用，有望简化前沿设备

关键尺寸的工艺复杂性。尽管这

种技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商业

化，但顶尖的制造商正在统计他们

在 2018 到 2020 年采用 EUV 光刻

批量生产的预测产量。其他耗氢

应用的使用率为 100 秒的 sccm，

而 EUV 将需要比 100 秒 slm（标

准升每分钟）产生更大的流量，或

比之前的每个单独工具大出 100 到

1000 倍。

深紫外（DUV）光刻是当前

图形化工具的主力工具，它利用氖

气或氪气与氟气等卤素气体混合放

电，产生 193 纳米和 248 纳米的紫

外光；而 EUV光的生产要复杂得多，

先将锡金属加热到熔点（232℃）

以上，将迅速（每秒 50,000 滴）

产生小锡滴（直径约 25µm）。这

些锡滴首先会气化，随后用大功

率的 CO2 激光对其进行激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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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的锡原子在 13.5 纳米处发射 

EUV 光，波长比用 DUV 工具产生

的光短 14 倍以上。

光向各个方向散发，通过反

射镜阵列可以将这些光收集和准直

（对准）。然后，在照射晶圆上的

光刻胶前，光将传递到主光刻工具

上，用于聚焦和图像转移。所有材

料都会大量吸收 EUV 光。通过使

用多层反射式光学元件而非 DUV 

光刻中使用的透射透镜，并且让整

个光源和图案成型系统都处于真空

室中，可最大限度降低吸收损耗。

这些高度复杂的工具预计将耗费每

个终端用户约 1 亿美元的成本，如

果完全采用，前沿的晶圆厂可能需

要超过 20 种这样的工具。

锡滴蒸发产生的散落锡碎片，

是采集器和聚焦光学元件污染的主

要潜在来源。毫无疑问，这对于这

些昂贵组件的寿命来说是不可接受

的。氢气可用于遮蔽锡激发区域，

而锡蒸气和异常锡滴将反应形成锡

烷（SnH4），然后可通过真空管

线将锡烷从壳体的这一区域清除。

在定期的基于等离子体的清洁中，

可以使用较大的氢气流量来清除沉

积在采集器光学元件上的锡。

供需情况
尽管在采用 EUV 技术前，前

沿的逻辑芯片和代工厂工艺就已经

开始在每个加工的晶圆上消耗了几

个标准立方米（1000 升）的氢气。

在 EUV 广泛使用前，这种使用趋

势预计在 10 纳米和 7 纳米节点的

商业化生产中继续增加。因此，主

要晶圆厂现在每小时使用数百个标

准立方米的氢气。当 EUV 完全扩

展到所有关键层时，它将让这些晶

圆厂中使用的氢气量增加大约一

倍。在相关的应用中，最大的 LED 

工厂每小时也会使用数百标准立方

米的氢气，主要用于制造发光器件

的镓、砷化氢和磷前体的载气和稀

释剂。

针对电子客户的氢气供应历来

受很多因素的驱动，比如地区来源、

工程和运输法规以及用户偏好和工

艺认证。然而，氢气需求的迅猛增

长正促使用户考虑新的供应方案，

以获得更高的产量、提高供应链安

全性、并减少本地晶圆厂的物流。

全球氢气产量超过 6,000 万公

吨，几乎全部来自天然气、石油和

煤炭等碳氢化合物原料。其中，大

部分氢气用作化学中间体，用于制

造氨气、甲醇和运输燃料。电子产

品使用的氢气量远不足 1%，但需要

依靠工业技术和来源作为供应来源。

钢瓶：氢气量较少时，使用标准尺

寸的钢瓶供应，该钢瓶可在约 175 

bar（2,500 psi 下为 250 立方英尺）

的压力下容纳约 7 立方米的压缩气

体。最大的晶圆厂现在可在不到一

分钟的时间内用完这个量。多个钢

瓶可以连接在一起组成更大的钢瓶

组，这些钢瓶组通常安装在金属托

盘上，以便于操作。这些钢瓶组甚

至可以排列成全拖车的钢瓶连接组。

尽管体积有所增大，但通过这一配

置可行的安全流量水平是有限的。 

压缩气态氢（CGH）拖车：为改善

质量分配和包装 /处理成本，可使

用具有更大容积的可加压容器的专

用拖车。这些 CGH（压缩气态氢）

拖车在与小包装类似的压力下可容

纳 10,000 标准立方米的气体，可

分配至相当于超过 1,400 个单独的

钢瓶。同样重要的是，数量更少、

容量更大的容器的充装速度更快，

并且更容易将质量维持在半导体行

业所要求的超高标准。更少的组件

和人机交互也降低了安全风险。 

液化氢的运输：在北美和欧洲大部分

地区，允许液化氢的运输。这进一步

将每辆卡车的氢气装载量提升至 4万

标准立方米，相当于大约 6,000个钢

瓶。除了增加容积之外，氢气的液化

也是一个额外的提纯步骤。通过将材

料冷却到 21 K（-252℃）的沸点，大

多数杂质被固态化，并可通过吸收来

降低浓度。

然而，这些好处是有代价的。将氢气

液化到所要求的极低温度时则需要消

耗大量能量，并要求额外的安全协议。

此外，与气态设施相比，液态氢生产

源较少，运输距离和供应物流均可能

大幅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主要

半导体生产国家 /地区（中国 1、日本、

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不允许液

态氢运输，因此这些地区的用户不考

虑这种供应方式。
1 中国目前正在对液化氢的运输进行

审核，细节尚未确定 .

 

现场制氢
目前适合一些晶圆厂的解决方

案是现场制氢（图 3 和图 4）。所

有主要的晶圆厂现在都已经能直接

在现场生产气态氮，或者由当地工

氢气通过以上方式供应（图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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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通过管道供应。同样，现场制氢

也需要考虑规划、占地面积、冗余

和备份等因素。

规划和占地面积：现场制氢应该在建

立整个晶圆厂的一开始就规划好。与

现场氮气生产一样，氢气设施的建设

通常与晶圆厂同时开始动工。无论是

占用客户的场地，还是气体供应商预

留的相邻区域，一开始就要考虑好生

产装置和辅助设备的占地面积，管道

供气还需要规划路线。对于氢气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是，根据不同的区域，

必须申请获得许可证。

冗余和备份：持续供应对所有半导体

材料供应链都至关重要。现场生产必

须确保计划内和计划外设备的停机时

间的持续供应，或者在晶圆厂需求增

长超过现场生产能力情况下的供应。

可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如果生产

和提纯方案中包含液化现场产生的氢

气，则可将多余的氢气液化并贮存在

低温罐中。适用于生产半导体级材料

的氢气发生器通常是模块化的，这意

味着将并联使用几个氢气发生器来满

足晶圆厂的全部要求。通过安装附加

或冗余模块，可在计划维护或发生其

他事件的情况下提供额外产能。最后，

非现场氢气通常可以作为补充或临时

替代产品。它常常是制造商工艺记录

的原始来源。

适用于半导体工艺的现场制氢技术可

以是电解水，或者是对碳氢化合物原

料进行的所谓“重组”和“转移”。

电解：电解是使用直流电将水分子分

解成氢元素和氧元素。实际上，电解

反应在设备的两个物理上不同的电极

（阳极和阴极）中发生，成为两个独

立的半反应。净反应为：

2 H2O(ℓ)  →  2 H2 (g) + O2 (g)

尽管在原料水中获得纯度相对

简单，但电解在容量上相对昂贵，

因为破坏水分子键需要大量能量。

蒸汽重组和转移：更经济的方法是使

用蒸气重组和转移工艺，主要利用天

然气、LPG（液化石油气 -主要包括

丙烷和丁烷）和甲醇等碳氢化合物原

料。事实上，现有半导体晶圆厂已经

使用了上述工艺生产出了大量氢气，

而且这种制氢法产量占全球氢气产量

的 95%。天然气（CH4）和蒸气通过

催化剂加热形成合成气（氢气和一氧

化碳的混合物）。

CH4 + H2O → CO + 3 H2

对合成气进行分离即可产生氢气。

随后一氧化碳与蒸气进一步反应，

可产生更多氢气。

CO + H2O → CO2 + H2

总而言之，这些加工工厂被称

为蒸气甲烷重组设备，或 SMR 工厂。

具体选择哪种加工技术，取决于当

地可获得的原料和客户质量要求。

无论氢气是以气态或液化容器

供应还是现场制造，半导体氢气供

应方案都结合了现场制氢，且常常

融入了额外使用点，以及多种技术

提纯：吸附、吸杂和利用氢的独特

性质扩散穿过钯金属膜，而钯金属

膜对大多数其他分子而言都是不可

渗透的。此外，通过多种类型的检

测器，可在分布的多个点监测氢气

纯度。

安全性
与所有化学品一样，安全至

关重要。氢气的主要安全风险与其

易燃易爆性有关。在整个生产和包

装过程中，应使用多种冗余协议来

确保氧化剂不会与氢气相接触或结

合，且工厂设计应当能最大限度降

低泄漏风险。在一些氢气制造和使

用环境中，应身穿防火、防静电的

专用服。建筑材料和组件鉴定对于

防止出现所谓“氢气脆裂”的现象

也很重要，这种现象表现为：在高

温高压的环境中，氢气可能会渗透

和削弱某些金属和合金。最后，液

化氢气带来了与低温材料相关的额

外风险，并要求员工使用绝缘容器

和个人防护装置。

结论
长期以来，半导体制造业一直

将氢气用于多个重要应用领域，并

且应用领域还在不断扩大。氢气供

应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大宗材料方

案，包括原料、运输和物流等方面

的考量。未来几年，技术领先的晶

圆厂会采用 EUV，这将加快氢气消

耗的速度，并推动厂家考虑采用新

的供应方案。终端用户将在其高级

规划中对未来晶圆厂的氢气供应选

择进行评估，以确保未来氢气的质

量、供应量和工艺完整性要求得到

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