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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厭氧浮選法分選矽泥之研究
The Separation of Silicon Slurry by Anaerobic Flotation Method

李 珣 琦1  ■  陳 偉 聖2

    H.C. Li, W.S. Chen

切削矽泥是晶圓切割製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目

前，每年約有 2萬公噸的切削矽泥，由於切削矽泥大

都以掩埋或焚燒做為處理方式而無再利用形成資源浪

費。切削矽泥的成分為 40%∼ 50%的矽泥（其中包含

碳化矽、矽及少量金屬粒子），50%∼ 60%的廢切削

油（DEG、PG、PEG）。由於碳化矽及矽具有回收在

再利用的價值，因此如何從矽泥中分選碳化矽及矽為

目前重要的事，並能使企業降低成本並可將資源循環

再利用。

本研究主要希望分選切削矽泥中的碳化矽及矽，

目前的方選主要為物理分選（如重力、離心分選）及化

學分選（如酸溶浸漬）。物理分選無法獲得高純度的碳

化矽，化學分選（如酸溶浸漬）需要使用大量的藥劑，

而浮選法分選切削矽泥為最快的方法。在浮選法中，

主要都是以好氧方式進行浮選，氧氣會使礦漿中的碳

化矽及矽表面顆粒形成二氧化矽薄層，而使浮選效果

變差。本研究利用厭氧方式進行浮選，除能提高浮選

分選效率之外，更可以提高回收率。

由本研究試驗結果得知，厭氧浮選法在浮礦部分

減少碳化矽的流失率（品位減少 7%），沉礦部分可以

提高碳化矽產率（品位提高 5%），同時可以降低藥劑

使用量 16%及減少浮選時間 50%。

關鍵詞： 切削矽泥、碳化矽、好氧、厭氧、浮選法

Silicon slurries were wastes from 

wafer dicing. Annually these silicon 

slurries were approximately 20,000 tons. 

They were disposed off at landf ills or 

incinerated. The solid components of 

these slurries were silicon carbide (SiC), 

silicon (Si), and a small number of metal 

granules; and the liquid components were 

alcohols (e.g., diethylene glycol, propylene 

glycol, and polyethylene glycol). The SiC 

and Si could be recycled. In this study, 

we used anaerobic flotation to expedite 

the separation and increase the recycling 

rate of SiC and Si. Results of our study 

were: (1) the loss of SiC decreased (with 

SiC grade declined by 7%) during ore 

flotation; (2) during ore sedimentation, 

the production of SiC increased (with 

the SiC grade improved by 5%); and 

(3) the dosage of chemical agents and 

flotation time decreased by 16% and 5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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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太陽能矽晶片的的切割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切硝矽泥成為廢棄物，這些切硝矽泥的組成

主要成分為醇類（PEG、PG及DEG等）、碳化矽 (SiC)、矽 (Si)與少量的鐵等組成 (1) (Surek，

2005)。現有的切硝矽泥處理方式，主要還是以焚化、掩埋的方式處理 (2)（陳伯耕等人，

2007），但如果可以將切削矽泥中的碳化矽及矽回收再利用，不但可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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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達到資源循環再利用的目的。

以過去 5年的統計結果，切硝矽泥每年會產生約為 2萬公噸，以目前的處理方式都是將切

硝矽泥作為廢棄物利用焚化及掩埋作為最終處理方式，但是如果處理不當，則為造成環境污

染。由於切削矽泥成分中主要成分有碳化矽及矽，如果可以將切削矽泥中的碳化矽及矽有效分

選，則可以達到減少對環境的傷害，也可以回收再利用。回收的碳化矽粉主要可回用在晶圓製

程中的切削粉，矽粉可以製作成碇狀，推廣至鋼鐵鑄造業做為保溫材料，因此如何將切削矽泥

中的碳化矽及矽有效分離再利用，就可以達到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目的 (2)（陳伯耕等人，2007）。

表 -1　切硝矽泥產生量（本研究彙整）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平均量（公噸）

產生量（公噸） 21720 21506 15753 20678 23942 20720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3)

切削矽泥的分選方法，主要可以物理分選法、化學分選法及浮選法。物理分選法主要是以

重力及離心分選為主 (4,5,6)（吳俊毅等人，2013）（林祐翔，2012）（施郁霈，2011），藉由碳化

矽及矽的比重不同，將碳化矽及矽分選出來。化學分選法 (7)（程東科、蕭立殷，2013），主要是

先利用酸洗先去除矽泥中的金屬物質，同時利用加熱，並將溫度控制在碳化矽及矽熔點之間，

使碳化矽及矽分離。浮選法 (8) (Shibata, 2006)中主要分選碳化矽及二氧化矽，在浮選過程中，

先將矽氧化成二氧化矽，再利用界面活性劑，將碳化矽及二氧化矽分選，進而得到純度較高的

碳化矽沉礦。物理分選的優點是可以快速且低成本的將碳化矽及矽分選，缺點是碳化矽品位沒

有辦法達到高品位。化學分選法的優點是可以獲得高純度的碳化矽，但缺點是缺點為矽無法回

收而被損耗掉。浮選法浮選最好的粒徑為 212um以下，如果低於 38um以下，回收率會較差。

在切削矽泥的分選中，由於碳化矽及矽的平均粒徑分別約為 12um及 3um，如果利用傳統

浮選方法，回收效率會較差。本研究在實驗過程中，先以氧氣做為浮選用氣體，過程中加入氧

化還原電位之觀察，其目的是要觀察礦漿中切削矽泥的氧化還原變化。在本研究的觀察中發

現，當礦漿中的的電位為負值，就代表礦漿中的氧成分稀少，其浮選分選結果較佳，因此本研

究在浮選中，改用以氮氣做為浮選用氣體，在浮選的過程中，減少碳化矽及矽的氧化，使分選

結果更佳。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利用厭氧浮選法分選切硝矽泥中的碳化矽及矽，本研究改變浮選的方

法，浮選大都是將氧氣打入礦漿為主，本研究則利用氮氣通入礦漿，使礦漿中的氧化速度變

慢，並在浮選過程中參考氧化還原電位反應，進而使碳化矽及矽分選品位提高。

二、研究方法

2.1切削矽泥基本性質分析

本研究的切削矽泥樣本來自於晶圓製造廠於製造矽晶圓時所產生之切削矽泥，以化學分

析法進行分析碳化矽、矽含量，X-光螢光分析儀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SPECTRO 

XEPOS)分析金屬成分，ICP分析金屬離子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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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浮選設備

本研究所使用的浮選設備型號為XFD-III型單槽式浮選機，礦漿容積為 3公升，轉速為

800rpm∼ 2800rpm，溫度控制調整礦漿溫度，刮板轉速為 15~30 rpm，葉片轉動攪拌礦漿與藥

劑混合，同時將泡沫細緻化，使要刮除的礦物附著在泡層，此時在調整刮板轉速、注入空氣、

控制礦漿液面，使浮礦可以被刮除。

2.3浮選條件及流程

在浮選實驗中，本研究利用氫氟酸作為界面調整劑，使切削矽泥中的碳化矽變成親水性，

矽則變成疏水性。礦漿表面泡沫形成時，切削矽泥中的矽顆粒已經成為疏水性，矽顆粒會附著

在泡層中，再藉由浮選機之刮板刮除成為浮礦，留在礦漿中的碳化矽顆粒，則成為沉礦。本研

究中浮選礦漿的固液比為 1：4（圖 -1a），浮選的過程中，加入氫氟酸溶解碳化矽及矽表面的二

氧化矽，使碳化矽及矽可以表面呈現親水性及疏水幸而分選（圖 -1b）。產生氣泡所使用的氣體

為氧氣及氮氣，氣體的加入，使矽藉由氣泡附著於泡層上（圖 -1c），碳化矽則沉入礦漿中，最

後將碳化矽及矽分離完成切削矽泥的分選（圖 -1d）。

圖 1a　礦漿混合 圖 1b　溶解顆粒表面二氧化矽

圖 1c　浮礦矽於泡層 圖 1d　沉礦碳化矽於礦漿

圖 1　浮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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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與討論

3.1切削矽泥基本性質

本研究所獲得的切削矽泥（圖 2），先進行烘乾觀察其粒徑狀況，由 SEM的結果可以看

出，矽泥中主要的顆粒較大的為碳化矽（粒徑約為 10um，顆粒較小為矽（粒徑約為 3um）

（圖 3），由粒徑分析中可以看出，碳化矽的粒徑約在 10um∼ 16um，矽顆粒的粒徑約在

2um∼ 4um（圖 4）。由XRD的分析中，切削矽泥的成份，主要為碳化矽及矽（圖 5）。進行

固體、液體量分析，含水量分析為 105度，烘乾時間為 8小時，含油量分析為 250度，烘乾時

間為 4小時。經分析結果得知，如表 -1，含固量為 69.24%，含液量為 30.76%，其中含水量為

30.04%，含油量為 0.72%。在固體的成分分析中，碳化矽含量為 51.2%，矽含量為 45.6%，其

他元素如鐵為 3.2%。

圖 2　切硝矽泥 圖 3　SEM圖 -切硝矽泥

圖 4　粒徑分析 -切硝矽泥



－33－鑛冶 61/4

圖 5　XRD分析圖 -切硝矽泥

表 1　切削矽泥成分分析表

樣品成分 種類 含量wt%

液體成分

30.76%

含水量 30.04

含油量 0.72

固體成分

69.24%

碳化矽 51.2

矽 45.6

鐵 3.2

3.2氧化還原電位之觀察

礦漿中，當氧化還原電位開始反應時，本研究於反應之後的 2分鐘、3分鐘、4分鐘及 5分

鐘分別採樣及觀察氧化還原電位值。由觀察結果可以得知，氧化還原電位在 5分鐘之後，會呈

現平緩。在碳化矽的品位分析中，碳化矽的品位逐漸上升，最後達到平緩。由實驗結果可以獲

得，當氧化還原的電位越往負值，其意義代表礦漿中的氧越來越少，因此本研究在通入的氣體

中，更改為氮氣，讓礦漿中持續為無氧狀態，可使浮選的結果較佳（圖 6）。

3.3切削矽泥浮選結果

本研究在浮選中，將礦漿中環境分為好氧及厭氧，如表 -2。浮礦的浮選結果中，好氧浮選

的浮礦品位為 25%，回收率為 37%，厭氧浮選的浮礦品位為 15%，回收率為 24%。沉礦的浮

選結果中，好氧浮選的沉礦品位為 98%，回收率為 42%，厭氧浮選的沉礦品位為 98%，回收率

為 48%。進一步探討浮選浮礦的結果中可以看到，藉由厭氧環境的浮選在浮礦部分可以提升浮

礦矽品位 10%及減少碳化矽的流失率 13%，在沉礦部分，除了都可達到 98%的碳化矽品位之

外，其回收率也提高 6%，因此可以得知，藉由厭氧浮選，除了可以提高提升沉礦碳化矽的回

收率之外，更可以提升浮選效率。由 SEM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圖 7），藉由浮選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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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切削矽泥中的碳化矽及矽分選，而粒徑分析中也同時可以看出（圖 8），沉礦中的粒徑偏大，

可以得知利用浮選切削矽泥分選碳化矽及矽的結果良好。

表 2　切硝矽泥分選比較表

浮礦 沉礦

浮選方式 好氧浮選 厭氧浮選 好氧浮選 厭氧浮選

回收率 37 24 42 48

品位 25 15 98 98

圖 6　礦漿中氧化還原電位之變化

圖 7　SEM圖 -浮選後沉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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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粒徑分析 -浮選後沉礦

四、結　論

本研究利用浮選法進行切削矽泥之分選，其結論如下

1. 利用好氧浮選法，浮礦碳化矽回收率 37%，品位 25%，沉礦碳化矽回收率 42%，品位

98%。

2. 利用厭氧浮選法，浮礦碳化矽回收率 24%，品位 15%，沉礦碳化矽回收率 48%，品位

98%。

3. 由本研究試驗結果得知，厭氧浮選法比好氧浮選法，在浮礦部分減少碳化矽的流失率

13%，沉礦部分可以提高碳化矽回收率提高 5%，同時可以降低藥劑使用量 16%及減少浮

選時間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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