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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锗单晶的制备与位错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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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纯锗探测器在辐射探测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经过区熔提纯和单晶生长 2 个阶段，成功制备
了纯度为 13N、位错密度介于 100～10 000 cm-2 之间的高纯锗．其中，区熔实验使用自制水平区熔炉，在高
纯氢气环境下，通过 20～50 次区熔以达到提纯要求．单晶生长采用直拉法，在高纯氢气环境下，沿［100］
晶向生长，单晶有效长度 > 50 mm，有效直径 > 30 mm．采用浸蚀法测量位错密度，利用酸性腐蚀液腐蚀
锗单晶片（100）晶面，读取位错腐蚀坑数量．结果显示，距单晶棒头部 25、50 和 72 mm 处的位错密度
分别为 2 537、3 425 和 4 075 cm-2，表明在晶锭头部 72 mm 前，位错密度满足高纯锗探测器制备的要求．研
究可为高纯锗单晶的制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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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high purity germanium single crystal
and analysis of dislocation density
HAO Xin, GAN Lin, HU Shipeng, LUO Qi, WU Zhengxin, ZHONG Jian,
ZHAO Haige, and SUN Huibin

College of Physics and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Shenzhen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

Abstract : High purity germanium detect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radiation detection. High purity
germanium with 13N purity and dislocation density between 100 ~ 10 000 cm-2 was successfully prepared through
zone melting purification and single crystal growth. In the zone melting experiment, the self-made horizontal zone
furnace is used to achieve the purification requirements through 20 ~ 50 times of zone melting in the environment of
high-purity hydrogen. The single crystal is grown by Czochralski method along the [100] direction in high-purity
hydrogen environment with effective length > 50 mm and effective diameter > 30 mm. The dislocation density
measurement adopts the etching method. The acid etching solution is used to etch the crystal (100) surface and the
number of the etch pits is coun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location densities at 25, 50 and 72 mm from the head
of the single crystal are 2 537, 3 425 and 4 075 cm-2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slocation density
before 72 mm meets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gh-purity germanium detectors.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gh purity germanium single 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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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锗探测器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

种半导体核辐射探测器，在辐射探测领域具有重要
地位．由于锗具有较小的禁带宽度、相对较高的原
子序数和能制备大体积单晶等特性，使得高纯锗探

测器有优越的能量分辨本领和相对较高的探测效
率［1］，在核素分析、辐射环境监测、国防安全和地
质勘探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暗物质和中微子
探测等基础科学实验中，清华大学利用进口高纯锗
单晶材料制备了 10 kg 量级高纯锗探测器 ，未来
［2］

物理学家还可使用吨量级的高纯锗单晶进一步拓展
测量极限．大量的研究和应用需求，使得高纯锗材
料的制备技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3-4］.

位错是晶体内部原子行间滑移形成的缺陷，主

要产生原因是晶体生长时受到杂质、温度变化或振
动产生的应力作用，或在加工中受到机械应力的作
用．位错属于一种线缺陷，分为刃型位错和螺型位
错两种类型，但实际晶体中的位错往往是混合型位
错，即兼具刃型和螺型位错的特征．位错会在半导
体禁带中形成位错能级，从深能级谱的研究发现，
n 型锗单晶中有 2 个禁带能级与位错相关，而 p 型中

只有 1 个 ．在位错线附近杂质会富集，从而改变
［5］

晶生长 .
1. 1

区熔法提纯

区熔是一种物理提纯过程，如图 1．利用电磁

感应加热棒料的一端产生一熔区，使熔区缓慢地向
棒的另一端移动，到达棒料的另一端，完成 1 次区
熔提纯．1 次区熔后的杂质分布为
kx
Cs
= 1 - (1 - k)e l
Co

其中，Cs 为凝固固体的杂质浓度；C0 为平均杂质浓

度；k 为分凝系数；l 为熔区长度；x 为距棒料头部
（熔区起始位置）距离．多次由头至尾的区熔结果是
在前一次基础上的叠加，区熔的次数越多，材料的
纯度越高 .

本实验使用自制区熔炉，长度为 50 cm，环境

气氛为高纯氢气，一般区熔 20 ~ 50 次．实验前采

用理论计算熔区宽度与区熔速度的最优方案，以提
高区熔效率［13］.
x

图 1 水平区熔示意图

器中载流子的收集效率，因此，探测器级高纯锗材

度，通常用晶体外表面单位面积上的露头数来估
算［9］．探测器级高纯锗单晶要求净杂质浓度小于
2 × 1010 cm-3（即纯度在99. 999 999 999 99%以上，记

为纯度 13N）［10］，同时位错密度介于 100～10 000

cm-2 之间［11-12］，过大或过小的位错密度都会使得探
测器能量分辨本领变差．位错密度超过 10 000 cm-2

的晶体将产生大量载流子俘获，降低载流子收集效
率，导致探测器能量分辨本领下降．位错密度小于

!"
)*

l

载流子寿命［7-8］．由于位错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探测

位错密度的定义是单位体积内位错线的总长

#$% v

+,-)* &'(

杂质的分布均匀性［6］，位错的分布和类型还会影响

料对位错密度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1）

Fig. 1 (Color online) Zone-melting method.

1. 2 直拉法生长

直拉法单晶制备是指将晶料熔化在坩埚内，然
后将旋转的籽晶插入熔体，再缓慢提升，主要分为
下晶、引晶、缩颈、放肩、等径生长和收尾 6 个
阶段 .

晶体位错的主要来源为籽晶内部位错、籽晶加

工过程和下晶过程中引入的表面层位错，以及生长
过程中温度不均匀分布形成的热应力导致的位错 .

为了减少位错，晶体生长一般使用缩颈技术，而缩

100 cm-2 的单晶很难避免有害的双空位氢络合物的

颈长度和缩颈直径都会影响位错密度．锗单晶较大

本研究通过区熔法提纯和直拉法生长获得高纯

需要较大的缩颈直径，这对籽晶材料的位错密度要

产生，这也会降低探测器的能量分辨本领［12］.

锗单晶，并利用浸蚀法确定位错密度及其在单晶棒
中的分布 .

1 高纯锗单晶制备

高纯锗制备由区熔提纯和单晶生长 2 个阶段组

成，先将市售 6N 锗锭区熔提纯到 12N，再进行单

的密度和较小的力学强度使得拉制同样大小的晶体
求更高．本实验籽晶材料选用位错密度小于 1 000

cm-2 的单晶．为了避免机械加工导致的籽晶位错，
籽晶加工过程中的切割和研磨尽可能保证应力均
衡．对制备好的籽晶头部进行研磨，以避免在熔化
和晶体生长过程中由于形状不规则产生位错．在单
晶炉中籽晶在接触液体表面前还应充分预热，以减
小籽晶在热应力下产生的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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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实验室制备的高纯锗单晶，晶体在高纯

氢气环境下沿［100］晶向生长，表面光滑，有效长
度 > 50 mm，有效直径 > 30 mm.

并吹干，用金相显微镜（型号为 OLYMPUS BX53M）
放大 200 倍观察．如果腐蚀后锗片表面有腐蚀液沾

污，可以将锗片放入乙酸中用超声波清洗 10 min．
此外在腐蚀操作前，腐蚀液和单晶片要分别用水浴

预热．腐蚀坑的坑形与所使用的腐蚀剂和材料的表
面晶向有很大的相关性，腐蚀坑的直径可以达到几
微米至几十微米 .

为确保金相显微观察可靠，对腐蚀液形成的位

错 腐 蚀 坑 用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进行观察．图 3 给出了扫描电子
显微镜腐蚀坑图片，腐蚀坑直径为 25 μm.
图2

Fig. 2

实验室制备的高纯锗单晶

(Color online) The high-purity germanium single crystal
prepared in the lab.

区熔和单晶生长的原料锗锭都使用电子级试剂
清洗，去离子水冲洗，再用氮气吹干备用．两个阶
段的工作气氛都是高纯氢气环境，这是由于氢可以
连接断裂的键，对抗其与杂质的结合，即晶体暴露
于氢后能使得半导体中原来是电活性的杂质或缺陷
中性化，它的引入可使很多电活性的深能级缺陷
消失［14］.

2 锗晶体（100）晶面的位错密度检测

探测器级高纯锗晶体要求位错密度在 100～

10 000 cm-2 范围，本实验采用浸蚀法检测（100）晶
面的位错密度 .
2. 1

腐蚀前准备工作

分别在制备的高纯锗晶棒距头部 25、50、72

和 92 mm 处切割制备单晶锗片，并进行研磨、抛光

和清洗．研磨分粗磨和细磨，将锗片放在平滑的玻
璃板上，研磨液选用不同粒径三氧化二铝与水的质

20 μm

图 3 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锥形位错腐蚀坑

Fig. 3 Conical dislocation etch pit of Ge single crystal
by SEM.

3 测量结果与讨论

采用九点法求平均位错密度，图 4 为九点法读

数位置示意图．腐蚀坑与位错在晶体的露头端一一

量比为 1∶4 配制成悬浊溶，研磨过程确保研磨面各

对应，因此统计腐蚀坑的数量便可以得出材料的位

2. 2

有出现尖端的圆锥形腐蚀坑才是位错腐蚀坑，并能

个部位均匀受力，最后用去离子水冲洗备用 .
腐蚀及观察

腐蚀液采用高锰酸钾、氢氟酸和硫酸的体积比

错密度．图 5 为各晶片的位错腐蚀效果．其中，只

从腐蚀坑形状判断出位错走向．这是因为一方面，

为 10∶9∶1．其中，高锰酸钾的浓度为 0. 4 mol/L；

经过长时间腐蚀的单晶片，带尖端的圆锥形腐蚀坑

控制在 60 ℃［15-16］.

致；另一方面，带尖端的圆锥形腐蚀坑随着腐蚀时

氢氟酸为分析纯，硫酸的浓度为 4. 0 mol/L．温度

将制备好的（100）晶面锗片腐蚀面向下放入塑

料托网内，并保持水平放入腐蚀液中，烧杯口用塑

料膜封好．腐蚀 120 min 后取出，用去离子水冲洗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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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台阶状，并且尖端走向与台阶走向完全一
间的延长而变大［17］.

测量各晶片的位错密度值．位错密度在距头部

25 mm 处为 2 537 cm-2，在距头部 50 mm 处为 3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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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九点法读数位置示意

Fig. 4

(Color online) Nine point reading method.
（b）

（a）

800 μm

图6

10 μm
（c）

10 μm

晶体尾部出现的位错排

Fig. 6 Dislocation row at the end of crystal.

结 语

（d）

实验用区熔法提纯和直拉法生长获得了 13N

10 μm

图5

10 μm

锗单晶（100）晶面沿轴向不同位置放大 200 倍的

位错腐蚀坑 （a）距头部 25 mm；
（b）距头部 50 mm；
Fig. 5

（c）距头部 72 mm；
（d）距头部 92 mm

The dislocation etch pits amplified 200 time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along the axis of germanium single
crystal (100) at the position of (a) 25 mm, (b) 50 mm,
(c) 72 mm, and (d) 92 mm from the head.

cm-2，在距头部 72 mm 处为 4 075 cm-2．随着距头部

高纯锗单晶，位错密度为 100～10 000 cm-2，指标

达到了探测器制备的要求，制备稳定性高、重复性
好．未来还将进一步开展高纯锗探测器的制备工
作，开展探测器的性能测试与研究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11905136）；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8A030310636）；广东省重
点领域研发计划资助项目 （2020B040420005）
作者简介：郝昕 （1980—），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半导体核辐射探测器研制．E-mail: haox@szu.edu.cn
引
文：郝昕，甘林，胡世鹏，等 . 高纯锗单晶的制备与位错密
度 分 析［J］. 深 圳 大 学 学 报 理 工 版 ， 2022， 39（5）：
504-508.

位置越远，位错密度逐渐增大，在距头部 92 mm 处

达到 15 923 cm-2．晶体在距头部 72 mm 前位错密度
均小于 10 000 cm-2，已经满足探测器制备要求 . 为

了保证测量值的精度，被统计的腐蚀坑数量一般不
小于 30 个，必要时应通过多次测量来增加观测区
域的面积，以增加观察到的腐蚀坑的数量 .

多次实验表明，晶体尾部位错密度偏大，甚至

会出现位错排，如图 6．可能是由于轴向温度梯度
对位错密度有重要影响，随着锗熔液的减少，轴向

温度梯度变大［18］，导致尾部位错密度增大 . 为了避

免单晶尾部位错密度过高和位错排的出现，应注意
晶体生长周期中生长条件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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