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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佑鑫石英科技有限公司、江西中昱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CEMIAXXX-XXXX 

2 

半导体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半导体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的术语和定义， 并规定了尺寸偏差、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高纯石英砂（成份：二氧化硅）为原料，采用电弧熔融法生产的用于半导体单晶硅

生长用石英坩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284-2015石英玻璃化学成分分析方法 

JC/T 2205-2014石英玻璃术语 

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 

3 术语和定义 

JC/T 2205-2014、T/CEMIA 004-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微气泡  micro-bubble  

直径小于0.5mm的气泡。 

[来源：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3.1,有修改] 

3.2 白斑  vapor spots  

目视可见的灰色、乳白色、粗糙或平滑的斑点。 

[来源：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3.2] 

3.3 凸起  bulge 

高出石英坩埚内表面和外表面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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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3.3] 

3.4 圆度偏差 circularity tolerance  

石英坩埚圆柱体同一横截面上最大与最小直径之差。 

[来源：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3.4，有修改] 

3.5  偏壁值  siding value 

石英坩埚圆柱体同一横截面上最大与最小壁厚之差。 

[来源：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3.5] 

3.6  壁内 body 

内表面与外表面之间的区域。 

[来源：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3.6，有修改] 

3.7  弧度间隙  radian gap 

标准弧度卡板与石英坩埚弧度外表面的间隙。 

[来源：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3.7] 

3.8  透明层厚度  bubble free layer thickness 

透明的气泡空乏层厚度。 

[来源：T/CEMIA 004-2018 光伏单晶硅生长用石英坩埚,3.8] 

3.9 附着物 specks attached on surface  

石英坩埚表面附着的固体物。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25，有修改] 

3.10沾污 contamination on surface 

石英坩埚内表面的外来污染物质，如灰尘、水印、指纹、油膜、喷溅物以及其他污染物。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26，有修改] 

3.11划伤  scratch 

石英坩埚内表面的线状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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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27，有修改] 

3.12析晶  devitrification 

石英坩埚在高温下产生不透明方石英而造成的失透。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22] 

3.13凹坑  concave 

石英坩埚内表面凹陷的坑。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15] 

3.14崩边 breach 

石英坩埚切割面端面、边部的缺损。 

3.15浮砂  suface attached sand 

石英坩埚外表面易脱落的石英砂粒。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31] 

3.16杂质点  speck spots 

石英坩埚中有颜色的点。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8，有修改] 

3.17晶纹 irregular microcrack 

石英坩埚中不规则的微小裂纹。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21，有修改] 

3.18 气泡 bubble 

石英坩埚中呈圆形、椭圆形的空穴。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1] 

3.19 气泡群 bubble clusters 

石英坩埚中，由微小气泡（下限尺寸≥0.5mm）密集而成的群集气泡。 

[来源：JC/T 2205-2014 石英玻璃术语，4.3，有修改] 



T/CEMIAXXX-XXXX 

5 

4 规格尺寸 

4.1 石英坩埚外形及表示 

石英坩埚外形如图 1所示。 

 

图 1  石英坩埚外形 

D——外径； 

H——高度； 

r——小弧半径； 

R——大弧半径； 

W1——距石英坩埚切口10mm处壁厚； 

W2——直壁中心处壁厚（W1 和 W3 的距离中心点位置）； 

W3——r角与壁部交接处壁厚； 

W4——r角中心处壁厚； 

W5——石英坩埚底部中心处壁厚； 

Ci——内倒角； 

Co——外倒角。 

4.2 石英坩埚规格 

按石英坩埚外径不同分为两种：D≤22英寸、D＞22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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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尺寸由供需双方确定。 

5 技术要求 

5.1 尺寸偏差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尺寸偏差 

                                                                                     单位为毫米 

石英坩埚 

外径尺寸 
外径偏差 高度偏差 厚度偏差 圆度偏差 偏壁值 

弧度间隙 

透明层厚度偏差 
r R 

D ≤22 英寸 ±2 ±2 ±1.5 ≤1 ≤0.5 ≤3 ≤3 供需双方商定 

D ＞22 英寸 ±3 ±2 ±1.5 ≤1 ≤0.5 ≤3 ≤3 供需双方商定 

注 1：以上规定及未规定的尺寸偏差可供参考，实际执行过程由供需双方商定。 

注 2： +表示上偏差，-表示下偏差。 

5.2 外观质量 

5.2.1 外观缺陷 

应符合表2中的规定。 

表 2  外观缺陷 

单位为毫米 

缺陷名称 位置 

要求 

D≤22 英寸 D＞22 英寸 

划伤 石英坩埚内表面 距石英坩埚端口 40mm 以下不允许。 

晶纹 石英坩埚表面 不允许。 

杂质点 

石英坩埚内表面 

Φ＞1.5 不允许 Φ＞2.5 不允许 

0.5＜Φ≤1.5 ≤2 个 1.5＜Φ≤2.5 ≤2 个 

Φ≤0.5 不计 
0.5＜Φ≤1.5 ≤3 个 

Φ≤0.5 不计 

石英坩埚壁内 

Φ＞2.5 不允许 Φ＞2.5 不允许 

2.0＜Φ≤2.5 ≤2 个 2.0＜Φ≤2.5 ≤2 个 

1.5＜Φ≤2.0 ≤3 个 1.5＜Φ≤2.0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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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Φ≤1.5 ≤5 个 0.5＜Φ≤1.5 ≤6 个 

Φ≤0.5 不计 Φ≤0.5 不计 

长度≤5mm，宽度≤1.5mm 的细长黑点不允许超过 1 个。 

气泡 石英坩埚壁内 

Φ＞2.5 不允许 Φ＞2.5 不允许 

2.0＜Φ≤2.5 ≤2 个 2.0＜Φ≤2.5 ≤3 个 

1.5＜Φ≤2.0 ≤3 个 1.5＜Φ≤2.0 ≤4 个 

1.0＜Φ≤1.5 ≤5 个 1.0＜Φ≤1.5 ≤8 个 

0.5＜Φ≤1.0 ≤10 个 0.5＜Φ≤1.0 ≤10 个 

Φ≤0.5 详见 5.2.2 Φ≤0.5 详见 5.2.2 

开口气泡及因气泡造成凸出的点不允许。 

气泡群 

石英坩埚内

表面光滑 

且无凸起 

石英坩埚壁内 

Φ＞2.5 不允许 Φ＞3.0 不允许 

2.0＜Φ≤2.5 ≤3 个 2.0＜Φ≤3.0 ≤5 个 

1.0＜Φ≤2.0 ≤5 个 1.0＜Φ≤2.0 ≤6 个 

Φ≤1.0 ≤8 个 Φ≤1.0 ≤12 个 

面积范围在

300mm
2
以内 

石英坩埚壁内 不允许超过 2 个。 

附着物 

无凸起 石英坩埚内表面 

Φ＞3.0 不允许 

1.0＜Φ≤3.0 ≤3 个 

Φ≤1.0 ≤5 个，且不得集中存在 

凸出点高度

<1mm 且表面

有光泽 

石英坩埚内表面 

Φ＞2.0 不允许 

Φ≤2.0 ≤2 个 

含晶纹/痕 石英坩埚内表面 不允许。 

白斑 

凸起高度≤

1mm 
石英坩埚内表面 

 Φ＞5.0 不允许 

 3.0＜Φ≤5.0 ≤1 个 

 1.0＜Φ≤3.0 ≤3 个 

 Φ≤1.0 ≤5 个 

凸起高度＞

1mm 
石英坩埚内表面 不允许。 

含晶纹/痕 石英坩埚内表面 不允许。 

凹坑 

无光泽 石英坩埚表面 不允许。 

有光泽能满

足壁厚要求，

直径＜10mm 

石英坩埚表面 面积范围在 300mm
2
以内≤1 个；总数≤3 个。 

凸起 

无光泽 石英坩埚表面 不允许。 

有光泽 

且高度＜1mm 
石英坩埚表面 ≤2 个。 

沾污 石英坩埚表面 不允许。 

崩边 石英坩埚端口 不允许。 

浮砂 石英坩埚表面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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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Φ表示缺陷直径。 

5.2.2 微气泡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微气泡密度 

单位为个每平方毫米 

位置 D≤22 英寸 D＞22 英寸 

透明层 ≤10 ≤8 

5.3 物理化学性能 

5.3.1 杂质元素含量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杂质元素含量 

单位为微克每克
 

位置 

元素名称 

铝 

Al 

钙

Ca 

镁

Mg 

钡

Ba 

铬

Cr 

铜  

Cu 

铁 

Fe 

镍 

Ni 

锰 

Mn 

锂 

Li 

钠

Na 

钾 

K 

锆

Zr 

钛

Ti 

锗

Ge 

磷 

P 

硼 

B 

内层

合成 
0.1 0.02 0.02 0.01 0.01 0.02 0.05 0.01 0.01 0.01 0.05 0.01 0.01 0.02 0.01 0.02 0.03 

内层

高纯 
9.0 0.8 0.1 0.05 0.05 0.1 0.5 0.05 0.1 0.5 0.5 0.5 0.5 1.5 1.5 0.05 0.05 

外层

普通 
13.5 1.2 0.1 0.1 0.1 0.1 0.5 0.1 0.1 0.8 0.8 0.8 0.5 2.0 1.5 0.05 0.1 

5.3.2 抗析晶性 

1500℃±10℃下，恒温6小时，无析晶出现。 

5.3.3 高温变形率 

1500℃±10℃下，恒温1小时，变形率应小于等于4%。 

6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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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尺寸偏差 

6.1.1 外径偏差与圆度偏差 

采用分度值不大于 0.02mm 的游标卡尺，在图 1 所示 W1、W2的位置测量石英坩埚外径，每个位置的

测量点不少于 3 个。最大外径与标称外径之差为外径上偏差，最小外径与标称外径之差为外径下偏差。

同一横截面上最大与最小直径之差，取其中的大数为圆度偏差。 

6.1.2 厚度偏差与偏壁值 

采用分度值不大于0.2mm的超声波测厚仪，在图1所示W1、W2的位置测量石英坩埚厚度，同一圆周上

的测量点不少于3个。最大厚度与标称厚度之差为厚度上偏差，最小厚度与标称厚度之差为厚度下偏差。

同一横截面上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取其中的大数为偏壁值。 

6.1.3 高度偏差 

石英坩埚端口朝下置于精度等级不低于二级的检测平台上，采用分度值不大于0.02mm的高度尺测量

平台与石英坩埚外表面底部中心的高度，即为石英坩埚高度。每隔120度测量一组直径方向的高度值。

最大高度与标称高度之差为高度上偏差，最小高度与标称尺寸之差为高度下偏差。 

6.1.4 弧度间隙 

石英坩埚端口及相同弧度的标准卡板开口朝下，卡板中心点垂直放置在坩埚底部外表面的中心点位

置（W5），使用分度值不大于0.5mm的直尺，分别测量标准卡板与石英坩埚弧度外表面r、R范围内的最大

间距即为坩埚弧度r、R的弧度间隙。 

6.1.5 透明层厚度 

石英坩埚端口水平置于检测平台上，放置石英砂于石英坩埚内表面待测位置作为参照物，采用透明

层测厚仪对准石英砂进行对焦，焦点即为透明层零点，此时将测厚仪读数归零。旋转镜头向透明层内调

焦，直至清晰探测到气泡层为止，此时测厚仪显示的数值即为透明层厚度。透明度测量位置参见厚度测

量位置（W1-W5），每个位置测量180度分布的两个点。最大透明层厚度与标称透明层厚度之差为透明层

厚度上偏差，最小透明层厚度与标称透明层厚度之差为透明层厚度下偏差。 

6.2 外观缺陷 

缺陷尺寸采用分度值不大于0.02mm的游标卡尺进行测量。必要时在带刻度的显微镜下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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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微气泡 

在显微镜下测量微气泡。镜头放大倍数100倍，光照强度1000lm，石英坩埚为干燥状态。测量步骤： 

a) 如图 1 所示，分别以石英坩埚内表面 W1、W2、W3、W4对称的两点及 W5处的位置作为测量点，共

计 9个测量点； 

b) 将镜头对准一个测量点，进行对焦，完成对焦的测量点为零点； 

c) 旋转镜头向透明层内探测，分别在 0.1mm、0.5mm、1.0mm、1.5mm、2.0mm 深度处拍摄图片； 

d) 重复 b)、c)的操作，完成其他测量点的拍照； 

e) 计数每张图片中气泡的个数，选择所测图片中气泡数量最多的图片为该石英坩埚的微气泡密度，

并按下式计算微气密度： 

S




…………………………………………………
（1） 

式中： 

 ——微气泡密度, 单位为个每平米毫米； 

——气泡数量最多的图片中的气泡数量,单位为个； 

S ——与 A对应的面积之和, 单位为平米毫米。 

6.4 杂质元素含量 

按GB/T 3284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5 抗析晶性 

从石英坩埚直壁上切取50mm×50mm原壁厚试样三块，试样切口处用碳化硅（W10）磨平，不能有缺

口及崩口。用10%～15%分析纯盐酸浸泡试样10分钟，然后分别用去离子水、无水乙醇清洗，用脱脂棉擦

净，操作过程中不得直接触摸样品。试样于1500℃±10℃下恒温6小时，冷却至室温后目视检测。 

6.6 高温变形率 

从石英坩埚直壁上纵向切取180mm×20mm原壁厚试样三块，样品处理同6.5抗析晶性的方法。将试样

水平置于跨距为130mm的耐热支架上，在样品中部放置2g±0.2g（直径为15mm～20mm，长度为15mm～20mm）

的石英半管，并使试样与石英半管接触面积最小，放入高温炉中，于1500℃±10℃下恒温1小时，置高

温炉中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取出试样，测量试样的拱高变化值△H(mm),并按下式计算高温变形率： 

%100
130




r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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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高温变形率； 

——测量试样的拱高变化值。 

6.7 等效试验 

允许采用等效试验方法，但在出现争议时应以本部分规定的试验方法为准。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组批 

以同批原料、相同工艺生产的同种规格的石英坩埚为一批。 

7.2.2 抽样 

逐件检验。 

7.2.3 判定规则 

石英坩埚的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均符合要求，则判定该只产品出厂检验合格。任意一项不符合要求，

则判定该只产品不合格。 

7.3  型式检验 

7.3.1  总则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生产试制定型； 

b）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停产2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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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抽样规则 

按 GB/T 2828.1-2012中规定的特殊检验水平S-1，AQL为0.65，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即表2-A）

执行。 

7.3.3  判定规则 

7.3.3.1  不合格 

检验项目中有不合格项时，允许对其进行一次重复试验。重复试验后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型式检验

不合格。 

7.3.3.2  不合格处理 

如果试样未通过型式检验，应按下列程序进行处理： 

a) 立即停止出厂检验和产品交付； 

b) 查明不合格原因，制定并实施纠正措施； 

c)完成纠正措施后，重新进行型式检验，直至型式检验合格为止。 

7.4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的项目、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应符合表5相应条款的规定。 

表 5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条款 

名    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尺寸偏差 

外径偏差 5.1 6.1.1 ● — 

高度偏差 5.1 6.1.3 ● — 

厚度偏差 5.1 6.1.2 ● — 

圆度偏差 5.1 6.1.1 — ● 

偏壁值 5.1 6.1.2 — ● 

弧度间隙 5.1 6.1.4 ● — 

透明层厚度偏差 5.1 6.1.5 ● — 

外观质量 
外观缺陷 5.2.1 6.2 ● — 

微气泡 5.2.2 6.3 ● — 

物理化学性能 

杂质元素含量 5.3.1 6.4 — ● 

抗析晶性 5.3.2 6.5 — ● 

高温变形率 5.3.3 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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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符号“●”表示应检验的项目，符号“—”表示不必检验的项目。 

8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8.1 标志 

每个包装箱外应标明“防潮、朝上、小心轻放/易碎、堆码层数”等字样或图形标识以及产品名

称、产品标记、生产日期、厂名或商标。 

8.2 包装 

每件产品采用独立、复合包装。采用抗静电塑料薄膜封闭石英坩埚端口，然后放入抗静电塑料袋

内，外包装为无钉纸箱。内外包装之间填加缓冲隔离物。 

8.3 运输 

运输工具的选择应保证产品安全、质量不受影响。产品装、卸、运过程中应防潮、轻拿轻放、避免

碰撞。 

8.4 储存 

8.4.1产品应放在干燥、洁净的室内，叠放层数不超过4层。 

8.4.2涂层石英坩埚自涂层之日起保质期为180天。 

8.4.3无涂层石英坩埚自检验之日起保质期为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