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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材料比对鉴定分析： 
利用分析结果提升半导体制造水平

作者：Carl Jackson，林德公司电子产品研发主管

 “如果你无法衡量它，你就不能管理它” 是一句经常

被引用的商业格言，出自上世纪 50 年代一位享有盛誉的

运营管理大师之口，当时半导体时代才刚开始起步。Peter 

Drucker 是这种新管理方法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即日益

需要利用客观数据来改进业务流程。在半导体制造领域，

这种方法已运用到极致，通过一系列的测量、创新、改进，

能够使半导体行业的晶体管缩小一百万倍。但在当今数据

以指数级增长的时代，知道哪些数据重要，以及如何将不

同数据源组合在一起，以获取决策所需的信息，这一点至

关重要。 

本文我们将介绍林德公司如何将一种先进和全面

的化学计量方法用于电子材料，我们称之为比对鉴定

（fingerprinting）。为了在工业化学材料来源和零缺陷原子

级制造之间严把质量关，我们必须控制化学材料的质量，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真实的生产示例，展示如何在整个电

子材料供应链上应用这些先进的方法。 

电子材料：  来自化学工业的半导体原材料

电子材料是用于半导体制造的分子组成部分。这些

材料对所有半导体制造工艺都至关重要（图 1），前沿公

图1. 主要的半导体工艺都广泛采用各种电子材料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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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设备供应商经常称他们为驱动未来创新的关键因素之

一。当前使用的很多材料（例如硅烷、氨和氯化氢）自半

导体行业起步以来一直都在使用，随着晶体管尺寸不断缩

小，对这些材料的纯度要求也日益严格。另外，镓和锑等

很多新材料也在快速开发和引入，旨在应对客户日益面临

的更大挑战，不断提高电子设备速度，降低功耗和成本。

将任何新材料引入制造工艺之前，必须针对该材料的整个

供应链开发量测方法。

所有这些材料几乎都源自工业或开采矿源，而不是专

门合成供电子产品使用。大规模制造的成本优势推动了这

种供应需求。如图 2 所示，常用材料的工业需求远高于电

子行业需求。但是，大多数工业应用和半导体制造之间存

在巨大的质量差异。电子材料供应商面临的挑战是确定稳

定的电子材料来源，并与供应商合作，让他们了解半导体

行业的质量控制要求，以及纯化和包装这些材料供电子制

造厂使用。通过在每个环节进行分析测量，以确保达到供

应链的供应要求。  

化学分析是确保获得半导体级质量电子材料的主要手段

早在 Peter Drucker 为企业管理做出重大贡献之前，

19 世纪的科学家 Lord Kelvin 就指出：“测量出真知。”  化

学分析和化学科学一直在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早期的电

子材料分析技术主要关注环境污染中的几种杂质，即水份、

氧气和微粒。这些杂质通常使用各种专用分析仪进行测量。 

随着工艺流程变得更加复杂，测量更多的杂质对于电

子材料的表征和控制至关重要。现在通常使用能够识别和

测量多种不同杂质的光谱技术。图 3 显示了其中最重要的

三种技术，并提供了使用相应技术通过比对鉴定区分两种

简单类似杂质的示例。 

在所有电子材料中，可能同时存在许多不同的杂质，

即使按照我们行业的标准，大多数杂质的含量也很微小。

通常，只测量其中一部分最常见、影响最大的杂质，作为

上游供应链控制和下游工艺控制的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

材料的商定规格，每个包装或批次材料在装运时会附带这

些测量结果的清单，称为分析证书（CoA）。 

近年来，电子材料供应商与先进的器件制造商展开合

作，增强质量控制的反馈机制。装运控制 是指改进质量

反馈机制，我们在其中持续评估和改进产品杂质和其他指

标的统计变化，从而达到超出 CoA 规格的质量，提供更

高价值的材料产品。

比对鉴定：编译数据

比对鉴定是一种广谱化学分析方法，它利用一系列仪

器和分析技术来提供完整的材料表征或特定图谱。这种方法

不仅仅用于 CoA 上指定的杂质、或者已知杂质， 未知杂质也

可以用。当然，它采用 FTIR（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GC（气

相色谱分析法）和 MS（质谱分析法）来同时检测各种不同

的杂质，再结合其他测量方法，全面了解材料的特征。 

对于可检测出但没有完全识别或表征的杂质，比对鉴

定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方法。随着复杂分子被引入半导体制

造中，这种情况日益普遍，并且这些复杂材料具有类似的

复杂杂质。这些杂质甚至离开了大批量材料就可能不稳定，

也没有任何标准物质可用于校准它们的浓度。使用比对鉴

定技术，我们可通过制造流程中的不同点，或随着时间的

推移，检测不同来源的材料整体成分的相对变化。它允许图2. 全球电子材料需求只是工业生产材料需求的很小一部分。

Linde analytical chemists discus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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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控制多个变量，控制供应链上的所有点。完全实

现时，比对鉴定技术可以持续改进从装运到控制的目标。 

多年以来，在出现质量偏差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在使

用这种方法帮助进行根本原因分析。随着新分析方法的发

展，当计量设备需要进行复杂的搭配时，还需要定制的项

目专用方法。

近期我们在两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我们在中

国台湾建立了电子材料实验室，能够更高效地将比对鉴定

应用于我们产品组合中的超过 50 款产品。第二个更重大

的变化是，我们现在不仅将相同的计量功能应用于复杂问

题诊断，还用于制造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

● 原材料表征：在开发阶段，我们能够确定和验证原材

料的首选来源，我们能够利用远比供应商更强大的技

术，来监控供应商的质量控制。

● 提纯 ：化学分析引导我们开展提纯技术开发，确保生

产线始终处于控制状态，并随着时间推移持续改进。

● 分析 ：正如我们开发自己的提纯工艺一样，我们也必

须开发自己的分析方法。比对鉴定指引我们从很多不

同角度来看待挑战。在生产方面，我们可以让客户确

信 CoA 规格展现了我们对产品整体情况的控制。

● 包装、物流和贮存寿命：我们的质量责任并未止步于

生产，而是延伸到产品监管，包括我们产品的包装、

运输和整个生命周期。 

案例研究：利用数据为材料增值

● 案例研究 1 ：复杂的碳氟化合物材料使采购、提纯和

分析更具挑战性

长期以来，碳氟化合物一直用作电子制造中的刻蚀材

图3. 用于电子材料分析的三种最常见光谱方法，以及一氧化碳（CO）和二氧

化碳（CO2）的比对鉴定示例。

图4. 高级碳氟化合物的候选原材料来源，可通过结合使用GC和MS方法识别复杂的杂质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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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当它被刻蚀设备中的等离子激活时，会产生化学活性

的氟离子和自由基，它与很多薄膜材料发生反应，形成挥

发性产物，然后通过真空泵抽除。最初，我们使用的刻蚀

剂主要是更简单、更常见的材料，例如 CF4 和 C2F6。而现

在，我们使用更加复杂的材料，例如 C4F6、C4F8 和 C5F8，

旨在提高选择性，以便优先去除一种材料，而留下需要的

另一种材料。 

这些碳氟化合物越复杂意味着各种来源可能包含更

多的杂质，提纯和分析更具挑战性。图４显示了可能用于

我们工艺的原材料，我们结合使用 GC 和 MS 技术来分离

和识别存在的很多杂质。我们使用比对鉴定来选择和验证

材料来源；开发我们专用的提纯技术；进一步开发高级混

合分析技术，以确保从装运到控制整个过程的质量。

● 案例研究 2 ：一氧化碳 – 一种简单的分子，含有极少

量但影响极大的金属杂质

一氧化碳（CO）也用于刻蚀工艺，旨在进一步提高

选择性。供应 CO 的挑战在于它与许多常见金属（例如铁

和镍）会发生反应，形成含有气相金属的化合物，称为羰

基金属。由于羰基金属是易挥发分子，因而可以畅通无阻

地通过粒子过滤器。 

先进工艺对金属杂质极其敏感，现在对于羰基镍和

羰基铁的规格要求均低于 100 个万亿分之一（ppt）单位。

当前市面上分析仪的检测极限不支持ppt级别的羰基测量，

此外，采样系统和分析仪本身也会与一氧化碳发生反应，

产生的羰基水平高于待分析材料中的羰基水平。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将分析系统限定在不会产生羰基

的浸湿材料，可以优先捕捉和聚集羰基金属。此外，我们

还开发了先进的合成方法，具有很高的分辨率和灵敏度，

可实现对这些杂质的检测和测量，达到很低的 ppt 范围。 
● 案例研究 3 ：硅烷和隐藏杂质

硅烷是含硅薄膜沉积的最基本前驱体，已在电子制造

领域使用数十年，不仅用于半导体，还用于显示屏和光伏

板。但是，即便有了良好表征的材料来源和工艺，新的挑

战也会出现。 

我们除了开发新技术来检测低于当前行业检测标准

的杂质水平（例如上面的 CO 例子），还在解决使用标准

工业计量技术会有效隐藏未知杂质的难题，这种现象称为

基体干扰。 

我们使用具有独特重叠功能的不同分析技术，来查找

各种分析物，确保被基体干扰隐藏的杂质不会被遗漏。对

于硅烷，GC 是用于识别杂质的主要分析技术。但是，由

于某些轻质烃具有与硅烷相似的沸点和蒸气压力曲线，它

们很难在提纯工艺中分离。  遗憾的是，这也意味着它们

很难在 GC 分析中区分。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光伏板客户获得的产品符合所有

商定的规格，但由于含有一种未检测出的烃类杂质，客户

Inside view of Linde Electronics R&D Center analytica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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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工艺性能导致生产出的光伏板功率较低。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我们开发了一种补充的 FTIR 方法来分析硅烷，

可从不同角度检测材料。这使我们能够将这些新测量结果

与原始 GC 结果相结合，并检测出极低量的烃类杂质，然

后我们升级了提纯系统将其去除。  有关我们如何识别其

中某一种污染物的示例请参见图 5。
● 案例研究 4 ：乙硼烷分析展现对装运和贮存的质量控制

乙硼烷 (B2H6) 既作为硅掺杂的硼源使用，也用于改

变钨沉积工艺。我们使用的多种材料都可能在运送和贮存

过程中改变它们的成分和纯度。乙硼烷这种产品是对我们

客户至关重要的材料，但如果运输方式不当，特别是如果

乙硼烷包装在运输或贮存过程中暴露在高温下，则可能会

不太稳定。 

可能形成的杂质是它自身发生反应的结果，形成了名

为高硼烷的更大分子的化合物，其中包含更多的硼和氢原

子。这些高硼烷可能导致严重的客户工艺问题。遗憾的是，

它们很难使用当前最先进的分析技术来测量。高硼烷没有

任何化学标准物质，这进一步增加了挑战。

通过与客户合作，我们开发了一种技术，能够直接

检测高硼烷的十亿分之一 (ppm) 含量水平。使用 FTIR、

GC-FID 和 GCMS 的传统方法无法检测出我们特意加入

到产品中来模拟生产问题的高硼烷。相反，使用非常先

进的 GC-ICP-MS 组合技术，我们率先区别和识别了工

程材料中的高硼烷。这种技术非常强大，使用了与半导

体沉积和刻蚀工艺中相同的电感耦合等离子技术（ICP），

但对于电子材料生产而言，它并非始终是最稳定可靠的

技术。然后，我们将第一批结果与更耐受生产环境的纯

GC 技术交叉关联。

结论：继续测量和改进

测量、了解、改进。Lord Kelvin 和 Drucker 的思想见

解仍然在指引着我们，促使我们不断改进，帮助客户实现

创新路线图。在电子材料的供应方面，工业原材料来源和

超高精度原子级制造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我们必须努力

弥合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化学分析是我们了解我们产品和

工艺最有力的工具，我们仍会持续不断地改进。 

林德开创了电子材料比对鉴定分析技术的先河。我们

深知，材料的开发是我们主要客户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

通过对我们在亚洲和美国的世界级分析成果和开发设施进

行投资和利用，林德将持续开发一些对行业发展具有很大

图5. (a) 主要GC生产方法 – 100 ppm烃类指纹图谱（红色）完全被纯硅烷（蓝

色）掩盖。(b) 补充FTIR方法 – 烃类指纹图谱部分显示。我们能够将这个部分

指纹与乙烯的参考指纹匹配，在100 ppm含量下进行测量。 

Linde Electronics R&D Center in Taichung, Taiwan

影响力的材料。将来我们还会继续投资、开发和实现新的

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