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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产业链深度报告（一）：高端制造

重要原材料，军民两用市场空间广阔 

摘要 

 

石英产业是以二氧化硅为主要原材料成分的材料及制品产业，广

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光源、光学、光纤、半导体等行业，是高端装备

制造的重要原材料。石英纤维的介电损耗比石英玻璃更低，拉伸强度

和隔热效果更好，同时兼具石英玻璃原有的热膨胀系数低、光谱透过

宽等优良性能。 

从技术路线上看，未来电熔法和合成石英玻璃未来需求量较大。

从材料本身性能来看，制造厂家已不满足于单纯提高石英玻璃纯度和

减少杂质，还通过添加其他化学元素增强石英材料性能，满足产品的

个性化需要。从下游应用领域的扩展来看，移动智能终端及芯片呈爆

发式增长，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业态快速发展，石英材料作

为高端制造的重要辅材的石英产业也将持续增长。 

石英材料产业链中，上游石英砂高端垄断，中游石英玻璃和石英

制品中低端产品厂商基础差别较小，竞争激烈，高端产品国内供应商

较少。 

石英砂方面，由于具有商用价值石英矿物的稀缺，全球高纯石英

砂市场呈现高度垄断性，供给主要由美国尤尼明公司把持。我国石英

矿产资源情况并不乐观，缺乏具有工业价值的高品质矿床。目前中国

高纯石英砂还严重依赖进口，国产化未来可期。 

石英玻璃可分为天然水晶或石英砂熔制的天然石英玻璃以及四

氯化硅等含硅化合物制备的合成石英玻璃。目前由于生产成本和加工

难度的缘故，气炼法和电熔法依然是主流的制备工艺。考虑到天然水

晶和石英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合成石英玻璃的高性能，化学气相沉积法

前景广阔。石英玻璃行业集中度较高，目前国际上主要的石英玻璃材

料企业有美国迈图、德国贺利氏、日本东曹、德国昆希和中国菲利华。 

石英制品是以石英玻璃为材料制成的一系列器件，在半导体、光

纤通信、光伏、光学、电光源等领域广泛应用。石英玻璃制品属于技

术密集型行业，中低端产品厂商之间技术差别不大，竞争较为激烈，

高端市场供应者较少。 

石英纤维是软化石英棒拉丝后制得的一种高性能无机纤维，保持

了石英玻璃的部分特点，但在某些性能上更加优越，具备军民两用特

点。目前具备生产石纤维生产能力企业较少，菲利华正积极拓展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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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英产业基本概念介绍 

1.1 石英产业基本概念 

石英产业是以二氧化硅为主要原材料成分的材料及制品产业，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光源、光学、光纤、

半导体等行业，是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原材料。整个产业链从基础原材料开始，从石英块、天然水晶、四氯化

硅中提取出普通共和高纯度石英砂，普通纯度的石英砂主要制成普通玻璃、耐火材料等，高纯石英砂则广泛应

用于航空航天、半导体等高端制造产业，是附加值较高的材料。高纯石英砂或四氧化硅通过不同加工方式制成

天然和合成的石英玻璃。石英玻璃通过加工后形成各种类型的石英制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光源、光学、

光纤、半导体等高端制造产业。由于理化性质不同，天然石英玻璃和合成石英玻璃的下游应用领域既有区分也

有重合部分，如光纤通信里面用到的芯棒以及半导体里面用到的光掩模基板等由于纯度要求高，大部分使用合

成石英玻璃。 

图1：石英产业链 

一、二级天然水晶

石英块（硅石）

四氯化硅

普通石英砂

高纯石英砂 天然石英玻璃

合成石英玻璃

芯棒

天然石英玻璃棒/锭

合成石英玻璃棒/锭

光掩膜基板

玻璃制品
陶瓷制品
机械铸造
水泥制品
耐火材料

半导体

光纤通信

光伏

航空航天

光源

光学

石英筒

石英片

石英套管

石英舟

石英钟罩

石英法兰

石英坩埚

石英纤维

石英棉、布、纱

石英纤维复合材料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石英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分布广泛。石英质地坚硬，具有稳定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是生产石英砂的主要

原料。根据不同成矿特性和理化特性，石英矿物可分为岩浆岩型、变质型、热液型、沉积型；对应的石英岩分

别为花岗伟晶岩、脉石英岩、石英岩和石英砂岩。 

石英玻璃最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一般以棒或锭的形态保存。按目前国家部颁标准规定:不透明石英玻璃二

氧化硅的含量为 99.5%以上，气炼透明石英玻璃的二氧化硅含量在 99.97%以上，高纯石英玻璃二氧化硅的含量

在 99.999%以上，采用四氯化硅合成的石英玻璃，其二氧化硅含量可达 99.99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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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石英矿物  图3：高纯石英砂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石英纤维是软化石英玻璃棒后拉丝制得的一种无机纤维，二氧化硅含量 99.9%以上，直径一般为几微米到

几十微米。由于石英纤维对纯度以及制备过程的要求高于普通石英玻璃，在耐温性与介电常数等性能上更加优

越，其价格也更加昂贵，多用于生产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和军工等高精尖领域发挥作用。 

石英制品是以石英玻璃为材料制成的一系列器件，包括石英玻璃舟、石英玻璃法兰、石英玻璃钟罩、石英

玻璃坩埚等，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光纤通信、光伏、航空航天等领域。 

图6：石英舟  图7：石英坩埚 

 

 

 
资料来源：上海石创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上海石创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图8：石英纤维制品  图9：光掩膜基板 

 

 

 

资料来源：菲利华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菲利华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图4：石英锭  图5：石英棒 

 

 

 
资料来源：菲利华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菲利华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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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材料产业链中，上游石英砂高端垄断，中游石英玻璃和石英制品中低端产品厂商基础差别较小，竞争

激烈，高端产品国内供应商较少。 

上游石英砂产业中，高纯石英砂生产与高品质矿源密切相关，低品质矿源提纯较为困难。尤尼明以美国

Spruce Pine 的花岗伟晶岩为原料提纯高纯石英砂，垄断了 90%的高纯石英砂市场，是众多高端石英材料企业的

供应商。其余市场参与者包括挪威 TQC 等，挪威 TQC 是以 Spruce Pine 和挪威本地的石英矿，近几年品质提高，

市场占比有增加趋势。我国缺少高品质矿源，提纯难度更大。东海太平洋石英股份公司是国内唯一可量产高纯

石英砂的企业。高纯石英砂行业技术壁垒高，竞争者较少。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掌握定价权，毛利率较高。 

中游石英玻璃材料产业中，不同制备方法影响生产成本和成品质量，能否获得半导体原厂认证极大影响企

业布局。目前全球一共 5 家石英玻璃制造企业获得国际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认证，分别是美国迈图、德国贺

利氏、德国昆希、日本东曹、中国菲利华。美国迈图是国际半导体市场用石英玻璃的主要供应商，德国贺利氏

和日本东曹不仅自己生产石英玻璃材料，还从事石英器件的加工，在材料和加工领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德

国昆希公司起步较晚，却凭借其价格上的优势在近几年发展迅速。菲利华作为后来者，已经掌握合成石英、电

熔石英和石英纤维的核心技术。 

下游石英制品产业，高端产品技术壁垒高，具备供应能力的企业少。中低端产品区别度小，竞争激烈，毛

利率低。在石英玻璃制品的加工方面，国内目前的加工能力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距国际领先还有一定的距

离，主要表现为材料纯度水平不高、产品质量不够稳定、先进产品不具备自主生产技术。国外企业在大功率灯

管、半导体生产用石英炉管、大尺寸光学镜头、液晶显示用合成石英玻璃、光纤套管和光纤预制棒、特种石英

玻璃及高附加值石英玻璃等产品方面的技术更加成熟。国内在半导体领域的认可度还不够，目前还没有内资企

业获得半导体设备原厂认证。 

表1：石英产业链上下游公司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核心竞争力 

石英原料 

尤尼明 ITOA 系列高纯石英砂 半导体、光源、光伏等 

在美国北卡罗来那州的优质花岗伟晶岩中提纯高

纯石英砂，掌握全球 90%的高纯石英砂市场，占据

行业垄断地位。 

挪威 TQC 高纯石英砂 半导体、光学、光源、光伏等 
在 Spruce Pine和挪威西部两地进行生产，在挪

威的产量已达每年 30000 吨以上。 

石英材料 

迈图 
产品主要占据半导体和光

纤市场。 
半导体、光纤等 

获得国际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认证，掌握生产

熔融石英和合成石英的气炼法和电熔法，在熔融

石英制品行业领先。 

贺利氏 
光学石英玻璃、熔融石英

全系列产品 
半导体、光纤、光学等 

具备完整的熔融石英-预制棒-拉丝工艺光纤产业

链，在光纤领域有独特优势。 

东曹 

熔融石英玻璃 N、OP、S系

列石英锭、光学石英玻璃

ES、ED-H 系列石英锭，不

透明 OP 系列熔融石英玻

璃 

公司将近 67%的石英产品用于

半导体行业，此外还有光伏及

光学等应用 

掌握氢氧焰熔融、电熔法生产熔融石英玻璃，以

及火焰水解生产合成石英玻璃，生产的石英材料

制品纯度高且气泡含量低，在半导体领域具有独

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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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希 熔融厚壁石英筒、石英管 半导体、光纤等 

全球唯一一家掌握等离子技术的企业，是全球唯

一使用一步法加热等离子熔融工艺生产透明和不

透明空心圆管的石英供应商，在半导体领域有独

特优势。 

菲利华 

石英棒管、石英锭、石英

筒、石英纤维及复合材料

等 

航空航天、半导体、光通讯 
全球少数几家具有石英纤维批量产能的制造商，

半导体石英砣通过东京电子认证。 

石英股份 

高纯石英砂、石英棒、中

高端石英管、石英锭、石

英坩埚等 

电光源、新型光源、光伏、光

纤、半导体等 

成功研发高纯石英砂提纯技术，是中国国内唯一

具备规模化生产高纯石英砂的企业，产业链长。 

石英制品 

贺利氏信越 

石英舟、石英环、石英窗、

CVD石英衬管、石英蚀刻

元件、窗口片等 

半导体、光纤、特种光源等 德国贺利氏子公司，获得半导体设备厂商认证。 

杭州大和热

磁电子 

石英窗、石英环、石英管、

石英槽、石英舟等 
半导体、光纤、光源、光伏等 日本 Ferrotec子公司，获得半导体设备厂商认证。 

凯德石英 

石英保温筒、石英笼舟、

石英管、石英钟罩、石英

加热器 

半导体、光源、航空航天 
公司逐渐抛弃低端产品，开始向中高端方向转型，

2018 年航空航天用石英玻璃营收大幅增加。 

上海石创 

石英环、石英载具、石英

法兰、石英舟、石英扩散

管、石英平台 

半导体、光纤、光伏等 菲利华子公司 

久智光电 
光纤预制棒衬、套管及把

棒，石英制品等 
光纤、半导体、光电系统等 

国内唯一采用等离子外喷技术生产光纤套管，成

本较低。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及年报，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1.2 石英材料特性及应用领域 

石英玻璃具有优越的理化性能，受到半导体、光纤通信、光伏、光源、航空航天等多领域青睐。石英玻璃

中二氧化硅含量极高，化学稳定性强，耐温性好，在高温下也不会与大部分酸碱发生反应，因此经常用在半导

体和光伏产业中，作为盛放和生产多晶硅、单晶硅的容器或连接仪器，如石英坩埚、石英法兰、石英舟等。同

事由于电损耗低，热稳定性好，是半导体行业刻蚀集成电路的光掩膜基板的原材料。石英玻璃还具有优良的光

学性能，光谱透过波长宽，因此也经常被用于制造棱镜、透镜等光学器件和电光源的泡壳。由于电绝缘性良好，

纯度高，折射率低，是绝佳的光传输介质，且能掺杂多种不同的元素从而具有不同光学特性，因此也是光纤的

重要材料，光纤中的芯棒、靶棒、石英套管由不同纯度的石英玻璃制成。由于超声信号在熔融石英中的传播速

度要比在金属中小十倍，并且具有延迟温度系数相当低的特性，光学石英玻璃可作为雷达天线罩、超声延迟线

玻璃或反射镜等红外线测向仪的组件，在军事上有重要用途。 

石英纤维的介电损耗比石英玻璃更低，拉伸强度和隔热效果更好，同时兼具石英玻璃原有的热膨胀系数低、

光谱透过宽等优良性能。用其制成的石英棉、石英纱一般作为飞行器隔热填充材料或增强透波部件用编织材料。

石英纤维与其他纤维复合制成的复合材料可以制作火箭喷嘴、鼻锥体、宇宙飞船防热罩和观察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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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石英玻璃、石英纤维的物化性质 

  
石英玻璃 石英纤维 

物理性质 

硬度 硬度大可达莫氏七级，抗压和抗拉强度可达到 800—1000Mpa。 拉伸强度达到 6000Mpa 

纯度 
人工合成石英玻璃的金属离子总含量可控制在1 × 10−6以内，

二氧化硅含量在 96%-99.9999999%之间 
99.9%以上 

软化点 1730℃±40℃ 1700℃ 

粘度 粘度随轻基(H0 一)和杂质含量增加而降低。 
 

耐温性 

长期使用温度为 1100-1200 摄氏度，短期使用温度可达 1400

摄氏度。标准规定从 1200℃高温急速投入室温冷水(2O℃)中反

复三次不炸裂才合格。 

长期使用温度在 600-1050℃，短期最高使用温

度达 1200℃ 

热膨胀性 
热膨胀系数小，仅为5.5 × 10−7℃，相当于仅为陶瓷的 1/6，普

通玻璃的 1/20，理论上可以到零膨胀。 

 

电绝缘性 
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20℃时电阻率为 1018Ω/cm，绝缘强度

为 250kV/cm，真空度可达 10～6Pa  

介电强度 介电常数（106 赫）ε=3.7，介电损耗低。 介电常数 3.08，介电损耗 0.0022 

折射率 纯度越高，折射率越低 
 

透光性 
具有优良的光谱特性,既能透出紫外、可见光，也能透出近红外

光。合成石英玻璃透过光的波长范围可达 0.18—3.5pm。  

 透气性 在高温下允许某些气体的离子在结构中扩散，钠离子扩散最快。  

化学性质 化学稳定性 

化学稳定性好，除氢氟酸外，不溶于其他任何酸。高温下也能

耐硫酸、硝酸、盐酸、王水、中性盐类、碳和硫等的侵蚀，化

学稳定性相当于耐酸搪瓷的 30 倍,镍铬合金和陶器的 150倍。 
 

资料来源：《高纯石英砂研究与生产现状》，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1.3 石英材料技术未来发展方向 

从技术路线上看，未来电熔法和合成石英玻璃未来需求量较大。相比于传统的气炼法，电熔法成本更高，

成品羟基含量更低，更符合未来高端石英玻璃材料的需要。光掩膜基板、芯棒等的制造主要是合成石英玻璃，

随着物联网和 5G 的快速发展，高性能合成石英玻璃需求将会越来越大。昆希、菲利华等石英玻璃材料高端玩家

均已布局合成石英玻璃生产。 

从材料本身性能来看，制造厂家已不满足于单纯提高石英玻璃纯度和减少杂质，还通过添加其他化学元素

增强石英材料性能，满足产品的个性化需要。目前已经研制出具有超低膨胀系数（零膨胀）的含二氧化锑石英

玻璃、耐辐射石英玻璃、掺稀土或过渡金属元素的发光和滤光石英玻璃、掺锇石英玻璃光纤放大器（EDFA）、光

纤陀螺仪（FOG）、光线光栅滤波器、光栅光纤激光器、平面光波导、智能光学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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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游应用领域的扩展来看，移动智能终端及芯片呈爆发式增长，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业态快速

发展，石英材料作为高端制造的重要辅材的石英产业也将持续增长。5G 基站的建设推动光纤需求增长，为光纤

领域提供配套产品的石英企业或迎来新的增长点。此外，石英纤维在光纤、汽车、医学等非军工领域应用良好。 

石英玻璃产品正逐渐向“纯、精、净、大、专”方向发展——基础材料的纯度更高，器件产品的加工精度

更高，产品生产和应用环境洁净度更高，产品器型尺寸更大，产品对各种专门应用场合的适应性更强。未来石

英产业可以更好服务于半导体、光纤、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向高性能、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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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英砂材料 

2.1 普通石英砂应用于传统工业，高纯石英砂用于高端制造 

石英砂根据其纯度可以分成普通石英砂和高纯石英砂，两者应用领域差异大。普通工业石英砂是指二氧化

硅的含量在 96%-99%，杂质氧化铁含量小于 0.5%、氧化铝含量小于 2.0%的石英砂，可应用在玻璃制品、陶瓷制

品、机械铸造、水泥制品、耐火材料等领域。普通石英砂制备简单，只需对石英矿进行简单的选矿或分级即可，

中国生产的大部分石英砂都属于普通石英砂。高纯石英砂是指二氧化硅含量大于 99.95%，氧化铁含量小于

0.0001%、氧化铝含量小于 0.01%的石英砂。高新技术产业如半导体、光纤通信、航空航天和军工等领域的要求

则更为严格，通常要求石英砂纯度在 99.998%以上，杂质含量在 22ppm 以下（ppm:百万分之一），单类碱金属

（钾、钠、锂）含量小于 1ppm，高纯石英砂市场需求广阔。2018 年中国石英砂产量总计 8255 万吨，普通石英

砂产量约为 4101 万吨，精制石英砂约为 3518 万吨，高纯及超高纯石英砂产量仅为 636 吨左右。 

表3：石英砂产品及规格 

产品名称 规格/目 二氧化硅含量/% 氧化铁含量/ppm 主要用途 

超高纯石英砂 40-70,70-140 99.99 <2 

电子元件的绝缘材料、大型集成电路封装、不透明石

英玻璃、高级光学玻璃、硅酸钾等化工材料 高纯石英砂 

40-70,70-140 99.98 2 

40-70,70-140 99.96 <5 

40-70,70-140 99.9 <10 

精制石英砂 齐全 99.6 <200 光学、仪器玻璃等 

普通石英砂 齐全 >96 <500 普通玻璃、铸造、耐火材料 

资料来源：石英砂焙烧—酸洗除杂工艺研究 

2.2 石英矿物提纯是高纯度石英砂主要来源，有商业价值的矿源具有较高稀缺性 

高纯石英砂又分为天然高纯石英砂与合成高纯石英砂两种。天然高纯石英砂从一、二级天然水晶或石英矿

物中深度提纯得到。合成高纯石英砂则是由四氯化硅或有机硅烷等含硅化合物化学合成。考虑到成本和加工工

艺难度等原因，目前工业化高纯石英砂主要是从石英矿物中提纯。 

天然水晶制备高纯石英砂工艺较为简单，但水晶资源日趋匮乏，原料成本高。水晶原矿经过粉碎、磁选、

浮选、酸浸、干燥、焙烧后得到成品石英砂。使用天然水晶制备高纯石英砂虽然工艺相对简单，但生产过程中

易带入杂质，能耗高，石英砂成品特性不稳定。水晶矿产资源在世界分布极不平衡，巴西的水晶资源丰富的总

储量有 1556 万吨，且晶体大、质量好，目前国际水晶产量的 90%来自巴西。我国国内天然水晶资源储量仅 4700

万吨，其中一、二级水晶只占 20%，约为 940 万吨。开采后多凭手工分选，各地水晶杂质含量差别较大，产品

质量不稳定，难于实现原料的标准化供应。并且随着经济状况的发展，人们对观赏和装饰用水晶的需求量激增。

我国著名的水晶之乡江苏东海就已经从多年前小作坊式地家庭开采向品牌化、饰品化发展。这更加剧了石英玻

璃原料的紧张状况，熔炼水晶的价格居高不下，一、二级水晶的售价在 30-40 元/kg，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石英玻

璃工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生产高纯石英砂中品质最高的水晶矿主要来自江苏东海，但该地区较大规模的一级、

二级水晶矿也已经基本枯竭。 

从石英矿物中提纯高纯石英砂是当前主要的制备方法，在众多类型的矿床中又以花岗伟晶岩最为理想。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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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成矿特性和理化特性，石英矿物可分为岩浆岩型、变质型、热液型、沉积型；对应的石英岩分别为花岗

伟晶岩、脉石英岩、石英岩和石英砂岩。其中，花岗伟晶岩和脉石英中的石英晶粒结晶粒度粗，易于单体解离，

是替代天然水晶作为加工高纯石英中端和高端产品的理想原料。尤其是花岗伟晶岩，虽然其石英含量仅 30%左

右，但石英晶粒极粗（d>5mm），磨矿后与脉石完全解离，单体石英杂质含量极少，是最理想的原料。 

表4：石英矿物分类 

矿床类型 石英岩类型 特点 典型矿床 主要开采厂家 

岩浆岩型 花岗伟晶岩 
石英含量 30%左右，结晶粒粗，单体石

英杂质含量极少 
美国北卡罗来那州 Spruce Pine 尤尼明、挪威 TQC 

热液型 脉石英岩 石英含量大于 99%，含有少量铁矿物 湖北蕲春，江苏东海 
 

变质型 石英岩 
石英含量在 95%—99%，含有少量黏土、

长石及铁矿物 
安徽凤阳，辽宁本溪 

 

沉积型 石英砂岩 
石英含量>95%，含有长石、云母、硅质

黏土及金红石、铁矿物等 
江苏苏州，云南昆明 

 

资料来源：《高纯石英砂资源及加工技术分析》，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从天然石英矿物中提纯高纯石英砂的主要工序为除去石英原矿中伴生脉石、包裹体杂质及晶体结构杂质，

其中晶格杂质的去除过程是提纯中难度最高的一步。天然石英矿物的伴生杂质可分为 3 类：脉石矿物杂质、包

裹体杂质、晶体结构杂质。常见的伴生矿物杂质主要有长石、云母、金红石、方解石、萤石、赤铁矿、黄铁矿

和黏土矿物等。主要的杂质元素有 Al、Fe、Ca、Mg、Li、Na、K 等。传统石英砂提纯工艺流程是将选矿后的石

英矿石进一步水洗、酸浸、焙烧、水淬和二次酸浸。常规物理、化学选矿手段能够有效去除伴生脉石矿物，高

温煅烧可以破坏包裹体的结构，经过反复强化酸浸、碱浸，能够显著降低杂质含量，但是石英晶格中的杂质难

以通过常规方法去除。酸浸作用后已经达到该工艺的提纯极致，若过度增大 HF 用量、升高温度或延长时间都只

能造成石英矿物的整体溶蚀，降低精矿产率，且对晶格内的杂质元素并不能起到提纯效果。目前去除晶格杂质

的方法主要是氯化焙烧工艺：通过添加氯气、氯化氢，在 800—1600℃条件下高温焙烧，包裹体受热急剧膨胀、

破裂，使其中的杂质暴露至表面。在此过程中，杂质伴随石英晶体结构转变过程迁移至石英表面；或者在高温

气氛（如氯化氢气体）的作用下，与晶格中的杂质发生反应，使得杂质转移至石英表面，最后通过化学浸出使

杂质脱除。实验结果表明高温氯化处理对钠、铁、钾的提纯效果明显，干燥氯化氢气体对石英砂提纯效果最好。 

表5：天然石英岩矿物制取高纯石英砂工序 

作业阶段 加工工序 目的 

选前准备 煅烧、水淬、碎磨、分级 石英充分单体解离，并控制产品的粒度范围 

预先选别 水洗、脱泥、擦洗 脱除泥质黏土矿物，及石英砂表面的薄膜铁、粘结及泥性杂质矿物 

矿物分选 电选、重选、磁选、浮选 根据石英与伴生脉石矿物间物理、化学特性的差异，进行分离与分选 

深度提纯 酸浸、碱浸、络合处理、高温气氛焙烧 去除包裹体、石英晶体结构中的杂质 

资料来源：《高纯石英砂资源及加工技术分析》，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随着全球范围内天然水晶和高品质石英矿脉的逐渐枯竭，化学合成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尼明掌

握的 Junction City 矿山储量约有 9980 吨，资源不断减少，开采成本不断增加，其产品价格逐年增加。近几年，

GE 公司已经开始生产化学合成的高纯石英砂。 

成本问题成为合成石英砂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阻碍。利用含硅化合物合成的高纯石英砂纯度高，性能优良，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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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产成本高昂，制备过程复杂，产品粒度太细极易团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使用有机硅烷作为

原料，使用溶胶—凝胶法生产的高纯石英砂不带任何金属杂质，可调节羟基含量和掺杂，但原料成本高，且溶

剂对人体有害，反应时间长，不利于工业化规模生产。而将四氯化硅在氢氧焰下水解为二氧化硅气体，经冷却、

分离、脱酸后得到成品石英砂的气相合成法，对设备腐蚀严重，对反应器型式、生产设备材质、加热方式、进

料方式要求高，能耗大，生产成本高。 

2017 年国内高纯四氯化硅需求在 5 万-6 万吨，进口占比高达 80%。四氯化硅的主要来源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多晶硅等化合物的副产品，二是工业制备的高纯四氯化硅。前者作为有污染性的副产品，产量巨大，价格

低廉，但内含杂质种类多，分离提纯难度大。我国四氯化硅提纯技术发展晚，目前还不能实现从副产品中提纯

高纯四氯化硅。当前国际上只有日本、美国、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能够大规模生产高纯四氯化硅，我国高纯四

氯化硅原料 80%依赖进口，受国外制约很大。近几年由于光纤产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相继有富通翔骏、武汉新

硅、三孚股份和洛阳中硅等企业陆续生产出符合光纤预制棒生产要求的高纯四氯化硅产品。以三孚股份为例，

高纯四氯化硅每吨 5584 元，几乎是是石英股份生产的高纯石英砂的 3 倍。 

图10：高纯四氯化硅制备过程 

光催化部分 精馏部分

原料四氯化硅
38400t/a

氯气
4.25t/a

精馏原料

光纤级四氯化硅 30000t/a

普通四氯化硅 7200t/a

4N四氯化硅

 

资料来源：《四氯化硅的提纯》，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整理 

表6：制备高纯石英砂的方法比较 

制备原料 原料成本 制备工艺 优点 缺点 

天然水晶 

一、二级水晶的售价在 30-40

元/kg，目前国内储量仅剩 940

万吨，观赏和装饰用水晶的需

求量激增。 

水晶原矿经过粉碎、磁选、

浮选、酸浸、干燥、焙烧

后得到成品石英砂 

工艺简单 

原料成本高，容易带入杂质，能耗高，

粉料特性不稳定，制备效率低且粒径

分布宽 

石英岩矿物 

花岗伟晶岩和脉石英中的石英

晶粒结晶粒度粗，易于单体解

离，提纯效果较为理想 

经过前期选矿后通过酸

浸、碱浸、络合处理、高

温气氛焙烧深度提纯 

天然石英矿物价格

低、资源相对丰富，

制备过程污染小 

制备工艺复杂，容易有较多金属杂质

和羟基，纯度低于化学合成的石英砂 

有机硅烷 原料成本高 溶胶-凝胶法 

不带任何金属杂

质，可调节羟基含

量和掺杂 

原料成本高，污染严重，反应时间长，

不利于工业规模化生产，产品粒度太

细极易团聚 

四氯化硅 

我国高纯高纯四氯化硅原料

80%依赖进口，国产价格 5-6 元

/千克 

四氯化硅在氢氧焰下水解

为二氧化硅气体，经冷却、

分离、脱酸后得到 

金属杂质含量低，

纯度高 

设备腐蚀严重，对反应器型式、生产

设备材质、加热方式、进料方式要求

高，能耗大，生产成本高 

资料来源：《高纯石英砂资源及加工技术分析》，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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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国缺乏商用价值高的矿产资源，高纯度石英砂高度依赖进口 

由于具有商用价值石英矿物的稀缺，全球高纯石英砂市场呈现高度垄断性，供给主要由美国尤尼明公司把

持。经过多年发展，从天然石英矿物提纯高纯石英砂已经可以工业化规模生产，美国尤尼明公司在行业中占据

垄断地位，替代供应商寥寥。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 PPCC 公司在英国西北海岸 Foxdale 地区的花岗岩中提纯石英，

二氧化硅含量达 99.99%，Fe 杂质和其他过渡元素含量极少，供应西欧作为石英玻璃原料。进入 90 年代，美国

尤尼明公司在北卡罗来那州 Spruce Pine 地区的花岗伟晶岩中分选、提纯出高纯石英，经提纯后的二氧化硅含量

达 99.99%以上，纯度最高者可达 99.999%以上。目前美国尤尼明公司的 5N 级石英砂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第 6

代也已经研发完毕，纯度从 99.9992%向 99.9994%迈进。ITOA 系列石英产品已经成为行业标准，尤尼明公司掌

控全球 90%的高纯石英砂市场。 

挪威的 TQC 公司是为数不多的替代供应商之一。TQC 整合英格瓷的美国分公司、KT 长石公司和挪威微晶公

司，形成了一家新的生产石英，长石和云母产品的公司。该公司在美国 Spruce Pine 的产品用来满足半导体和太

阳能产业的标准需求，在挪威西部的产品则主要为光学和照明工业提供。TQC 每年被许可在挪威生产 30000 吨

高纯石英，近几年，挪威水晶高纯石英砂的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并批量投放中国市场，主要用来生产单晶硅拉

制用石英玻璃坩埚，应用于太阳能光伏行业。高纯石英市场的潜在新进入者是莫斯科的 JSC 极性石英，其原材

料供应基于乌拉尔东部斜坡上的 Neroika 矿床，该工厂提供了俄罗斯国内 60%的高纯石英微电子和光学应用需求。 

我国石英矿产资源情况并不乐观，缺乏具有工业价值的高品质矿床。我国已探明的石英矿物包括 23.1 亿吨

的石英岩，15.5 亿吨石英砂岩，以及 0.5 亿吨脉石英，目前还没有开发成熟的具有工业价值的大型花岗伟晶岩

矿床。我国新疆阿尔泰地区在长达 413km、宽 60km 的变质岩区带内，有 10 多个伟晶岩密集区，虽然石英含量

仅为 20%左右，但结晶完好。已有学者正在研究该地区与 spruce pine 地区用于生产高纯石英的花岗伟晶岩特点，

进而评价该地区生产高纯石英砂的资源前景。这决定了我国石英砂提纯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利用脉石英、石英岩

等品质较差的石英原料制备。这种矿床虽然石英含量高，但流体杂质多、矿体规模小、矿石品质不稳定，因此

国内提纯石英砂所需要的设备和工艺会更加复杂。 

目前中国高纯石英砂还严重依赖进口，未来国产化可期。2017 年我国出口中、低纯石英砂 80 万吨，出口

金额 6237 万美元，但进口高纯石英砂 28 万吨，进口金额超过 1.2 亿美元。目前中国国内唯一一家具备规模化

生产高纯石英砂的企业是东海太平洋石英股份公司，该公司在 2009 年自主研发出利用天然水晶生产高纯石英砂

的技术，已达到总体杂质含量在 22ppm 以下，单类碱金属（钾、钠、锂）含量均小于 1ppm 的标准。公司 2010

年、2011 年生产的高纯石英砂主要用于自用生产高档电光源石英管以及外销给单晶石英坩埚制造厂商；其中自

用的高档电光源高纯石英砂占比分别为 29.71%和 58.25%。2018 年石英股份的高纯石英砂产量已经达到 11277

吨，相比起 2017 年产量同比增长 6.8%，其中外销部分 2655 吨，占总产量的 23.5%，还有 73.4%的高纯石英砂

为公司自用。菲利华在 2018 年报中称已经通过对石英砂厂家及石英矿的考察，确定了石英砂的氯化提纯工艺、

厂房选址与实验设备安装与调试，高纯石英砂国产化未来可期。 

表7：制备高纯石英砂的方法比较 

制备原料 原料成本 制备工艺 优点 缺点 

天然水晶 

一、二级水晶的售价在 30-40

元/kg，且目前国内储量仅剩

940万吨，观赏和装饰用水晶的

需求量激增 

水晶原矿经过粉碎、磁选、

浮选、酸浸、干燥、焙烧

后得到成品石英砂 

工艺简单 

原料成本高，容易带入杂质，能

耗高，粉料特性不稳定，制备效

率低且粒径分布宽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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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岩矿物 

花岗伟晶岩和脉石英中的石英

晶粒结晶粒度粗，易于单体解

离，提纯效果较为理想 

经过前期选矿后通过酸

浸、碱浸、络合处理、高

温气氛焙烧深度提纯 

天然石英矿物价格低、

资源相对丰富，制备过

程污染小 

制备工艺复杂，容易有较多金属

杂质和羟基，纯度低于化学合成

的石英砂 

有机硅烷 原料成本高 溶胶-凝胶法 
不带任何金属杂质，可

调节羟基含量和掺杂 

原料成本高，污染严重，反应时

间长，不利于工业规模化生产，

产品粒度太细极易团聚 

四氯化硅 

我国高纯四氯化硅原料 80%依

赖进口，国内价格大致在 5584

元/吨  

四氯化硅在氢氧焰下水解

为二氧化硅气体，经冷却、

分离、脱酸后得到 

金属杂质含量低，纯度

高 

设备腐蚀严重，对反应器型式、

生产设备材质、加热方式、进料

方式要求高，能耗大，生产成本

高 

资料来源：《高纯石英砂资源及加工技术分析》，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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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英玻璃 

3.1 纯度决定石英玻璃的主要应用方向，多种技术路线各有利弊 

石英玻璃可分为天然石英玻璃以及合成石英玻璃，二者在性能和制备方法上均有显著差异。目前市场上较

为主流的制备石英玻璃的工艺包括电熔法和气炼法制备天然石英玻璃，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合成石英玻璃。 

影响石英玻璃质量的主要是其气泡数量、金属杂质含量和羟基含量，这些缺陷与原料和制备方法密切相关，

是衡量石英玻璃质量的主要标准。气泡主要来源于水晶粉颗粒内含的天然气液包裹体，或者是水晶粉颗粒之间

孔隙所裹带的空气、燃烧气等。铁元素通常存在石英颗粒表面赤铁矿、云母等含铁矿相，钠钾钙等碱金属主要

存在于杂质矿相和液固包裹体中，羟基则主要来源于制备过程中使用的燃料和保护气体氢气。 

石英玻璃的气泡数量、金属杂质和羟基含量越低越好，只有特定的羟基才有利于光掩模基板的制作，如何

降低杂质含量是制备石英玻璃的技术难点和技术壁垒。石英玻璃中的气泡会严重影响产品透明度并缩短其使用

寿命。铁元素含量过高会降低石英制品的光透过率和电导率；钠钾钙等碱金属杂质含量过高会降低石英制品的

耐高温性能，进而影响其热稳定性和光学特性。羟基过多会降低石英玻璃的化学稳定性，增加结构的疏松度，

降低熔拉单晶硅工艺所需的强度和形状；引起光波信号的衰减，缩短光信号传输的距离。最近研究光刻集成电

路的光掩膜表明，石英玻璃中特定形式的羟基才有利于紫外光刻工艺，其他形式的羟基反而降低光刻效率，影

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制作。因此，高新技术领域对石英玻璃的纯度、金属杂质和羟基含量都有严格的要求，

如何通过改善制备工艺降低气泡数量和杂质含量是石英玻璃生产企业的重要关注点。 

目前主要的石英玻璃制备方法是用天然水晶或者石英砂通过电熔法和气炼法制备，或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法

将四氯化硅制成合成石英玻璃。电熔法的优点是枪机含量少，但金属杂质多，气炼法的羟基含量高，但是杂质

少，四氯化硅合成的石英玻璃杂质和羟基含量都较少，但是制备成本较高。 

表8：天然石英玻璃与合成石英玻璃制备方法及性能比较 

 

天然石英玻璃 合成石英玻璃 

原料 天然水晶或石英砂 天然水晶或石英砂 四氯化硅 四氯化硅 四氯化硅 

制备工艺 
电熔法：电弧或真空

加压电阻加热 
气炼法：氢氧焰熔融 

MCVD：在氢氧焰中水

解 

PCVD：在无氢等离子焰中

高温氧化 

溶胶-凝胶法：先水

解为胶凝态再高温

焙烧 

性能 

羟基含量 150ppm,铝

含量为 30-100ppm，

碱金属含量 5-10ppm 

羟基含量 180-250ppm，

铝含量少于 20ppm，碱

金属含量低于 5ppm 

羟基含量超过

1000ppm，而且含

100ppm 以上的氯，

金属杂质含氢量低

于 1ppm 

羟基含量低于 5ppm，杂

质含氢量低于 1ppm，氯含

量低于 200ppm，透过光

的波长范围宽

(0.18-3.5pm) 

 

优点 

羟基含量低于气炼

法，成品软化点较其

他制备方法高 50℃

-100℃ 

热值利用率高、原料损耗

小、产品气泡少、紫外线

透过性能好、抗结晶性能

好，使用寿命长，生产成

本低 

杂质含量低、光学均

匀好、透紫外、耐射

线辐照 

纯度可达 99.9999%以上，

羟基含量也极低，光学均

匀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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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 金属含量较高 

羟基含量高，加工后的产

品软化点低于电熔石英

制品 

羟基含量过高，原料

成本高 
原料和生产成本高 

工艺复杂且容易沾

污，降低四氯化硅

原料的纯度 

主要应用

领域 

主要应用于电光源,

也应用于冶金、化工、

半导体等行业 

主要用于半导体，光源行

业，也用于化工、冶金等

行业 

光学材料 
特种光学材料、半导体、

光纤通信等 

 资料来源：《光学石英玻璃的合成制备和应用》，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电熔法又可分为电弧加热和真空加压电阻加热两种，优点是羟基含量低于气炼法，成品软化点较其他制备

方法高 50℃-100℃，但成品金属杂质含量较高。电弧加热采用钨棒做加热器，水晶颗粒经过预热炉预热后再投

入炉内烧融。保护气可用氢气也可用氢氮混合气体，后者的保护效果不如纯氢气好，生产出的管材气线气泡大，

但羟基含量低。加热时如果使用钨坩埚，熔点高，可多次使用；使用钼坩埚,熔点低，只能用一次，但成本低。

真空加压电阻加热要求水晶原料纯度高、粒度均匀、分级使用，一般在 40-60 目。石墨发热体通电加热达 1600

摄氏度时，水晶粉开始烧结，由于相互粘结，熔料逐渐脱离容器而收缩，当温度再升高时，熔料软塌、下沉，

最后完全玻璃化。 

气炼法生产石英玻璃热值利用率高、原料损耗小、生产成本低；且产品气泡少、紫外线透过性能好、抗结

晶性能好、使用寿命长，主要缺陷是成品羟基含量过高。在气炼车床上用石英喷灯的高温氢氧焰将天然水晶或

含有微量掺杂氧化物的烧结石英玻璃颗粒融化为玻璃液并沉积在基体上，不断地长大成管、棒或料块。石英玻

璃棒或料块经中心打孔后再放在电阻炉或高频炉内再次加热后拉制成玻璃管，称气炼二步法。由于气炼法采用

无接触熔融法，生产出的石英玻璃化学纯度高，金属杂质含量少、紫外线透过性能好。产品外观质量好、气泡

气线少、透明度好；抗结晶性能好，使用寿命长。但氢气在燃烧过程中会渗透入石英玻璃，制品中羟基含量高，

损害了石英玻璃本身具有的理化性能。 

CVD 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石英玻璃可根据热源可分为氢氧焰（OCVD）和等离子体（PCVD），合成石英玻璃

纯度更高、气泡更少、金属杂质含量极低，根据热源不同羟基含量有差异。OCVD 是将高纯四氯化硅蒸汽由净

化后的氢气带出，通到氢氧喷灯的火焰中，氢氧焰燃烧生成的水蒸气与四氯化硅蒸汽发生水解反应生成二氧化

硅和氯化氧。水解反应生成的二氧化硅被喷到自传的基础杆上，在石英喷灯的加热下以半熔融的状态粘附在底

坨上，最后长成一定直径和高度的高纯石英玻璃坨。用这种方法生长石英玻璃，二氧化硅含量可达到六个九以

上，气泡可达国内技术标准特级，金属杂质含量很少，紫外光谱透过率高。PCVD 只是将热源换成了无氢的等离

子焰，这种制备方法生产的石英玻璃羟基含量更低。 

图11：石英玻璃车床  图12：石英玻璃加工 

 

 

 
资料来源：上海石创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凯德石英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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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生产成本和加工难度的缘故，气炼法和电熔法依然是主流的制备工艺。光掩膜基板、光纤预制棒

中的芯棒都只能使用高性能合成石英玻璃，但目前国内生产的合成石英玻璃还无法满足下游行业需要。国内合

成石英玻璃供应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许多公司并未掌握等离子体制备石英玻璃的技术，另一原因则是制备合成石

英玻璃的原料高纯四氯化硅还没有完全国产化。四氯化硅在应用中对其纯度要求较高,光纤用四氯化硅纯度要求

在 99.9999999%以上；多晶硅用四氯化硅纯度也要求在 99.99999%以上。利用半导体工业和氯碱工业的副产品制

取四氯化硅、三氯化硅、硅烷等虽然价格便宜，但杂质含量高，制备工艺复杂。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

研制四氯化硅规模生产时间长，成本低，因此国外企业中使用四氯化硅化学气相沉积制备石英玻璃的并不少见。

我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高纯四氯化硅原料 80%依赖进口。近年来随着光线等下游行业需求的大幅增加，陆

续也有国内企业成功研制四氯化硅制备工艺，以三孚股份生产的高纯四氯化硅为例，每吨 5584 元的价格几乎是

石英股份生产的高纯石英砂的 3 倍。由于成本和技术的双重限制，即使合成石英玻璃的性能更加优越，需求前

境广阔，大多数厂商仍以气炼法为主生产石英玻璃。 

考虑到天然水晶和石英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合成石英玻璃的高性能，化学气相沉积法前景广阔。天然水晶和

脉石英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作为原料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各领域对石英玻璃的庞大需求量，未来有价格

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优质天然水晶稀少，价格昂贵，各矿点地质条件也不一样，水晶中所含的矿物杂质波动很

大，容易造成石英玻璃质量不稳定。以四氯化硅等含硅化合物为原料生产石英玻璃，通过氯化提纯，金属杂质

总含量可控制在 1ppm 以下，可以满足半导体和光纤苛刻的性能需求，是未来石英玻璃制备工艺的发展方向。 

3.2 石英玻璃技术壁垒较高，全球产业较为集中 

石英玻璃行业集中度高，目前国际上主要的石英玻璃材料企业有美国迈图、德国贺利氏、日本东曹、德国

昆希和中国菲利华。2013 年全球石英市场份额中，美国迈图公司占比 38%、德国贺利氏占比 21%、日本东曹占

比 4%，三家企业合计占比 63%。近年来昆希因为成本优势占比增长，菲利华的市占率也达到了 10%。 

迈图在熔融石英制品行业领先，掌握生产熔融石英和合成石英的气炼法和电熔法，在熔融石英制品行业领

先，主要占据半导体和光纤市场。 

贺利氏在光纤产业基础深厚。公司掌握气炼法制备石英玻璃的技术已有 117 年，也可以用火焰水解和氢氧

焰熔融法等工艺将四氯化硅和石英晶体制备成石英玻璃，具备完整的熔融石英—预制棒生产—拉丝工艺光纤产

业链。贺利氏使用近净成形—气炼熔融法制备石英锭，连续熔融技术使产品具有低碱、低气泡、杂质含量低的

优良特性，且近净成形工艺和尺寸可达 1300mm 的空心石英锭还有利于降低大批量应用的成本。该公司还生产

均匀性更加的高粘度电熔石英锭，以及 ppb 级别超高纯度、满足半导体行业需求的合成熔融石英锭。贺利氏生

产吸收系数低、适合作为光纤芯材的高纯熔融石英棒吸，以及折射率更低、可以作为特种光纤预制棒包层的高

度掺氟管。 

东曹 67%的产品用于半导体领域。该公司掌握氢氧焰熔融、电熔法生产熔融石英玻璃，以及火焰水解合成

工艺生产合成石英玻璃的制备技术，生产的石英材料制品纯度高且气泡含量低，尤其是不透明 OP 系列熔融石英

玻璃，在半导体领域具有独特优势。 

昆希是全球唯一一家掌握等离子技术的企业，公司生产熔融厚壁石英筒、石英管，是全球唯一使用一步法

加热等离子熔融工艺生产透明和不透明空心圆管的石英供应商，在半导体领域有独特优势。 

菲利华是全球第五家具备半导体原产设备厂商供应商资格的企业。公司可生产石英锭、石英筒、石英管棒、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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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纤维及石英纤维复合材料，石英玻璃材料业务占其 2018 年营业收入的 49.18%。菲利华现有天然石英产能

2400 吨，合成石英锭约 200 吨的产能。公司已在 2018 年完成了高效 CVD 疏松体沉积装置的研制，已可制备较

大尺寸的成型的二氧化硅疏松体坯体，2019 年定增项目将新增 120 吨合成石英锭的产能。菲利华已经试制出大

规格低羟基电熔石英锭，2019 年将新增电熔石英锭 650 吨产能，电熔产品是菲利华未来重要发展方向。这些研

发项目的实施将填补国内高性能合成石英玻璃规模化生产技术的空白，打破国外技术及产品垄断，满足国内航

天、微电子半导体行业等核心领域对高性能合成石英玻璃的需求。 

表9：主要石英玻璃材料企业对比 

企业 主要产品 主要行业 制备技术 重要优势 

迈图 
国际半导体市场用石

英玻璃的主要供应商 
半导体、光纤等 

掌握生产熔融石英和合成石英的气

炼法和电熔法 

获得国际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认

证，在熔融石英制品行业领先。 

贺利氏 
光学石英玻璃、熔融

石英全系列产品 

半导体、光纤、

光学等 

公司掌握气炼法制备石英玻璃的技

术已有 117 年，也可以用火焰水解

和氢氧焰熔融法等工艺将四氯化硅

和石英晶体制备成石英玻璃 

具备完整的熔融石英-预制棒-拉丝工

艺光纤产业链，在光纤领域有独特优

势。 

东曹 

熔融石英玻璃 N、OP、

S 系列石英锭、光学石

英玻璃 ES、ED-H系列

石英锭，不透明 OP 系

列熔融石英玻璃 

公司将近67%的

石英产品用于

半导体行业，此

外还有光伏及

光学等应用 

掌握氢氧焰熔融、电熔法生产熔融

石英玻璃，以及火焰水解生产合成

石英玻璃， 

生产的石英材料制品纯度高且气泡含

量低，在半导体领域具有独特优势。 

昆希 
熔融厚壁石英筒、石

英管 
半导体、光纤等 

全球唯一掌握一步法加热等离子熔

融工艺生产透明和不透明空心圆管

的石英供应商， 

全球唯一一家掌握等离子技术的企

业，生产成本较低，在半导体领域有

独特优势。 

菲利华 

石英棒管、石英锭、

石英筒、石英纤维及

复合材料等 

航空航天、半导

体、光通讯 

电熔法、气炼法，也能生产合成石

英玻璃 

全球少数几家具有石英纤维批量产能

的制造商，半导体石英砣通过东京电

子认证。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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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石英制品 

4.1 高端装备中应用广泛，半导体制造行业重要耗材 

石英制品是以石英玻璃为材料制成的一系列器件，在半导体、光纤通信、光伏、光学、电光源等领域广泛

应用。目前石英制品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半导体，占比已经超过 65%，其次分别是光纤通信、光学、光伏和电

光源。半导体行业生长硅单晶的坩埚、舟皿、扩散炉炉芯管必须使用高纯石英玻璃制品。在光纤通信方面，石

英玻璃用于制作芯棒、靶棒和石英套管。在光学方面，石英玻璃可以做优质高级光学棱镜、透镜、透光窗、吸

收盒、比色槽。在新型电光源方面，由石英玻璃作灯管的高压水银灯、长弧疝灯、碘钨灯、碘化铊灯、红外线

灯、杀菌灯等光效高、寿命长。在高温工业方面，石英玻璃制品可作熔融光学玻璃的坩埚、烧成荧光体的容器、

电炉炉芯管、热电偶保护管。在电工方面，石英制品可作高压高频绝缘管、行波管。在化工方面，可作高温酸

性气体的燃烧、冷却和通风装置。 

图13：石英制品下游行业占比（除航空航天等军工领域外）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表10：石英产品下游应用 

行业 产品 理化性质 用途 

半导体 

石英锭 纯度高，化学稳定性好 硅晶圆制作原料 

石英扩散管 化学稳定性与耐温性好，高温下透气性好 将半导体中杂质原子扩散 

石英玻璃舟、支架 

纯度高，化学稳定性与耐温性好 

硅片酸洗和超声波清洗的承载器具，与单晶硅片直接

接触 

石英玻璃法兰 
单晶硅片扩散、氧化、CVD 沉积炉中与石英玻璃扩散管

配套使用，主要起连接作用 

石英玻璃钟罩 多晶硅的还原炉罩 

石英坩埚 提炼、清洗容器以及制作晶圆 IC载体 

光掩膜基板 
良好的电绝缘性，介电损耗低，热稳定性

好，强度和紫外透明度高 
蚀刻电子线路以制作晶圆 

光纤通信 

石英锭 

纯度和熔点高，折射率低 

生产光纤靶棒和芯棒 

石英管 生产石英尾棒、烧结管 

石英筒 生产石英套管 

半导体, 

65%

光纤, 

14%

光学, 10%

光伏, 7%
电光源, 4%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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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石英管、棒 

纯度高，化学稳定性与耐温性好 

生产单晶硅或多晶硅的精馏塔、挥发器和进料管等仪

器 

石英坩埚 熔融石英料生产多晶硅铸锭 

航空航天 

光学石英玻璃 

高温下能保持很高的介电强度和电阻，极

低的介电损耗以及高温粘度大 

雷达天线罩、超声延迟线玻璃 

石英棉 飞行器用隔热、填充材料 

石英纱 
飞行器耐高温、增强透波部件用编织材料 

石英布 

石英纤维复合材料 火箭喷嘴、鼻锥体，宇宙飞船防热罩和观察窗 

电光源 石英管 光谱透过波长宽 
用于卤素灯和 HID 气体放电灯、杀菌灯等电光源的泡

壳 

光学 石英棒 
耐高温，热膨胀系数极小，化学热稳定性

好，光谱透过波长宽 
窗口片、反射镜、棱镜、透镜和分束器等 

资料来源：《石英市场的开发与利用》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4.2 中低端制品竞争激烈，高端制品壁垒较高 

石英玻璃制品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低端产品厂商之间技术差别不大，竞争较为激烈。光伏产业用和 4、

6 英寸等中低端半导体芯片生产线用石英玻璃制品技术门槛低，产品同质化严重，竞争较为激烈。产品的优劣

主要取决于生产成本及产品品质的稳定性，下游厂商往往倾向于和成立时间较久、在行业内口碑较好的石英玻

璃制品企业合作。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石英制造厂家均已掌握中低端石英制品的生产制造技术，但只有少数几

家厂商掌握生产 8 英寸以上半导体芯片生产线用配套石英制品的生产技术。 

高端石英玻璃制品厂商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资金壁垒。某些石英制品由于应用领域特殊需要较高的技术支撑，

高端石英制品生产厂商非常重视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石英玻璃制品从采购、研发到加工和销售，每一个环节

都需要大量资金来保障产品线的正常运转，企业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建设高洁净度的清洁车间和自动化的生

产厂房。 

高端石英玻璃制品厂商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源壁垒。石英制品生产过程中许多操作需要人工完成，例如半导

体制造中每一道工艺进行前必须清洗附着在晶圆上的材料微粒和化学残留物，对晶圆片的清洗力度只能依赖工

人经验和估计；对石英板的火焰抛光主要依靠人工方式进行；石英管的套接组装过程离不开人工操作，保证不

同石英管的同心度非常困难。一个成熟技术工人的培训周期通常较长，需要人和设备的反复磨合。大规格石英

制品加工工序异常繁琐，例如大尺寸石英舟几百个槽棒都需要设备加工后人工焊接组装、精细尺寸、火焰抛光。

培养一个能独立生产 12 英寸高端石英玻璃制品的成熟工人至少需要 8-10 年，因此大部分石英制品企业员工仅

在 100-200 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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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石英制品加工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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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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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五、石英纤维 

5.1 石英纤维复合材料性能优越，军民两用领域市场空间广阔 

石英纤维是软化石英棒拉丝后制得的一种高性能无机纤维，保持了石英玻璃的部分特点，但在某些性能上

更加优越。石英纤维的二氧化硅质量分数在 99.9%以上，直径一般为几微米到几十微米，具有强度高、化学稳

定性好、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小、耐高温、膨胀系数小、耐腐蚀、光谱透过宽、可设计性能好等特点。石英纤

维的介电损耗比石英玻璃更低，拉伸强度和隔热效果更好。 

石英纤维的质量受原料、拉丝工艺和浸润剂等因素影响。原料直接影响着石英纤维的力学性能和抗烧蚀性

能，石英玻璃棒的纯度、几何尺寸、透明度、羟基含量等都会对石英纤维的质量产生显著影响。拉丝工艺的质

量，例如采用氢氧火焰熔融操作时氢、氧纯度、温度、压力等因素同样影响纤维性能。浸润剂的种类、质量、

涂抹的均匀程度和使用量等也显著影响着制备产物的性能。 

表11：不同类型纤维元素含量 单位：% 

纤维类型 SiO2 Al Ca Fe K Na 

石英纤维 99.99 0.00125 0.00018 0.000066 0.00009 0.00016 

E 玻纤 54.4 14.9 16.6 <0.5 — <0.5 

S 玻纤 52~57 20~25 — <1.2 — — 

高硅氧纤维 96~99 0.15~0.28 0.03~0.18 0.03~0.2 0.01~0.07 0.01~0.1 

玄武岩纤维 51.03~52.0 15.16~17.7 8.75~8.97 6.37~7.67 0.91~1.08 2.22~3.78 

硅酸铝纤维 》51 》45 1.21 — <0.5 <0.5 

莫来石纤维 25.85 73.53 0.01 — 0.038 0.3 

资料来源：《石英纤维的性能及应用》，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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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不同类型纤维理化性能 

纤维类型 使用温度 线膨胀系数 介电常数（10 GHz） 介电损耗(10 GHz) 抗拉强度 密度 

石英纤维 <1200℃ 

 

3.74 0.0002 6000MPa 2.2g/cm
3
 

E-玻璃纤维 <680 
 

 

6.13 0.0016 1800~1900MPa 2.54g/cm
3
 

S-玻璃纤维 
 

 

5.21 0.0068 2600~2900Mpa 2.49g/cm
3 

高硅氧纤维 <1000℃ 

 
    

玄武岩纤维 <650℃ 

 
    

硅酸铝纤维 <1000℃ 

 
    

资料来源：《石英纤维的性能及应用》，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石英纤维的制备过程：将直径 2mm 左右的石英玻璃棒放置于电热或氢氧火焰环境中，液态的高温石英由石

英棒底端滴出，拉丝机则保持恒定的转动速率，从而将纤维牵伸和固化，形成连续纤维。拉丝过程中给纤维表

面涂抹浸润剂，获得单丝直径约几微米到几十微米的原丝后，远红外烘干，合股加捻，从而获得纤维纱或纤维

织物。 

新生态石英纤维（由拉丝机拉出的那些纤维）具有较高的强度，但其抗腐蚀性差，一旦暴露于空气中，在

很短的时间内即可能被腐蚀，因而给其收集带来了困难。因此在实际工艺中需要在纤维拉丝过程中给纤维表面

涂抹浸润剂，以起到抑制纤维断丝、飞丝的作用，进而有助于确保拉丝作业正常进行。石英纤维的浸润剂一般

可分为两大类，即用于制备纺织纱的淀粉型浸润剂和制备增强型制品的增强型浸润剂。浸润剂通常为水乳液，

含水量在 80%以上。石英纤维原丝丝饼含水量可达 10%左右，这些水分在工艺中往往是通过时长约为 8-12h 的

远红外烘干来去除，以避免其对制备工艺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图15：石英纤维制备过程 

石英棒 氢氧焰熔融或电加热 精细拉丝

集束加浸润剂远红外烘干捻线纺织制成成品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石英纤维可分为有捻纱、无捻纱、短切纤维和石英棉，是良好的耐高温材料。无捻纱是石英纤维平行原丝

不加捻并合而成的集束体。有捻纱是由多根原丝经过加捻和合股而成的纱线，又可以进一步加工变为石英套管、

石英布和编织物。短切纤维是通过将高纯度、超细石英连续长丝切割到预定长度而制成的。切碎的纤维增加了

热阻，改善了最后部分的烧蚀，因此广泛应用于增强塑料、成型化合物和陶瓷复合材料。石英棉是使用火焰喷

枪吹制石英纤维而成，具有优异的抗热冲击能力、导热系数低、保温隔热性能优良，同时具有卷曲的外形，能

减小施工中因填塞造成的过度压缩。主要用作火箭喷管、宇宙飞船的烧蚀及隔热材料，光纤拉丝炉、汽车玻璃

钢化炉隔热材料及炉口密封填充材料，高温酸性液体与气体介质的过滤材料和反应堆的保温材料等。石英纱、

石英布和石英编织物可以作为飞行器耐高温、增强透波部件用编织材料。石英布还因其纯度高、低介电、绝缘

0.55

× 10−6 

1.6

× 10−6 

5.4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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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好等性质可制作高频印刷电路板。石英套管可作为汽车玻璃钢化设备配件，航天电子器件导线编织和核工业

组件的耐温耐辐照绝缘护套。 

图16：石英纤维短切丝  图17：石英棉毡 

 

 

 
资料来源：菲利华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菲利华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表13：石英纤维应用领域 

石英纤维产品 使用行业 应用特性 主要应用领域及用途 

石英棉及棉毡 

光通讯 

高纯度、耐高温、隔热效果好 

光纤拉丝炉炉口密封用填充材料 

半导体 半导体行业高温炉炉口密封用填充材料 

航空航天 飞行器用隔热、填充材料 

石英纱 航空航天 
纯度高、耐高温、耐腐蚀、低

介电、透波性能好 
飞行器耐高温、增强透波部件用编制材料 

石英编织物 航空航天 

石英布 
航空航天 

电子行业 纯度高、低介电、绝缘性好 高频印刷电路板 

石英套管 

汽车工业 耐高温、耐腐蚀 汽车玻璃钢化设备配件 

航空航天 耐高温、低介电、绝缘性好 航天电子器件导线编织套 

核工业 耐高温、耐辐照、绝缘性好 核工业中组件的耐温耐辐照绝缘护套 

资料来源：《石英纤维的性能及应用》，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石英纤维复合材料因其热学、力学和电学性能成为优良的透波和耐烧蚀材料，广泛应用于军事及航空、航

天等领域。由于天然的高纯度石英晶体非常稀少，石英纤维比其他替代品（E-玻璃纤维、S-玻璃纤维、高硅氧纤

维等）更昂贵，应用范围有限，主要用于生产复合材料。因其特有的耐温性好、介电常数小、强度高等性能成

为优良透波材料和耐烧蚀材料，受军事、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青睐。 

透波复合材料是指能够透过一定频率电磁波的功能型复合材料，功能是保证飞行器的通讯、遥测、制导、

引爆等系统在恶劣环境条件下能够正常工作。从使用环境和功能考虑，透波材料一般需要具有优良的介电性能，

以获得较高的传输系数和较宽的壁厚容差；较高的抗冲击强度、机械强度和适中的弹性模量，以保证透波材料

构件（如天线罩）在受力时不易变形；优良的抗热冲击性能，能承受较大的温度梯度和较大的热应力，以保证

天线罩在高速飞行时的整体性；良好的耐烧蚀性能和隔热性能；较好的抗粒子侵蚀性能。此外，还要求材料有

较低的密度，使飞行器获得较轻的质量和较快的启动速度 

与 S-玻璃纤维和 E-玻璃纤维相比，石英纤维密度更小，强度和耐温性都更加优越。石英纤维的介电常数及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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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角正切都比较低，往往被用作复合材料的增强体。且随温度的升高，其弹性模量相应增加，因而确保了透

波材料在具有较高的透波率的同时，力学性能不致大幅下降。石英纤维因此成为较为理想的一种透波复合材料

增强体。它的缺点是在高温处理时容易脆化，导致最终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下降。因此，加强高纯耐温石英纤

维的开发和改进其高温性能将是石英纤维透波复合材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耐烧蚀材料是指借材料表面的质量损失消耗大量的热，以达到阻止热流传入飞行器内部进而冷却火箭发动

机燃烧室喷管目的的材料。耐烧蚀材料正在迅速取代黑色金属、有机金属，成为轻质化结构和防热结构的主要

材料。耐烧蚀材料又可以分为无机非金属纤维和有机纤维两大类。前者包括石英纤维、高硅氧纤维和高强纤维

等各类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其机理是利用材料在高温下熔化吸收热量，且主要成分二氧化硅在高温下生成黏度

很高，不易受高速气流冲刷，能生成进一步吸收热量达到表面降温目的的液膜。相比其他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石英纤维二氧化硅纯度和熔点都更高，膨胀系数小，比热容高于高硅氧纤维复合材料 15%，是绝佳的耐烧蚀材

料。 

石英纤维因其特有的优越性能在航空航天、导弹等尖端领域备受青睐，还可作为其他材料的增强体，

其复合材料能更好适应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石英纤维在高频和 700 摄氏度以下工作区域内，保持最低而稳定

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能抵抗航天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因温度陡然变化对材料介电性能产生突变性的影响，

是航天飞行器的理想透波材料。由于相比于 S-玻璃纤维，E-玻璃纤维，石英纤维的价格明显更为昂贵，现在多

用于宇宙飞船的烧蚀及隔热材料，飞行器耐高温、增强透波部件用编织材料。陶瓷基透波复合材料是较为常见

的天线罩材料，现已应用在美国“三叉戟”导弹中；石英纤维增强邻苯二甲腈树脂基耐高温透波复合材料具有

隐身效果，是无人机和导弹的关键材料。随着低空领域改革进程的加快，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将步入发展快车道。

预计 2009－2028 年间，中国需要补充各型民用客机 3800 架，其中大型喷气客机 2900 架，支线客机 900 架，价

值约 4000 亿美元。目前我国在轨卫星 100 余颗，空间基础设施具备一定基础。根据部署，到 2020 年我同将具

备全面的宇宙空间探索能力，届时我国在轨航天器数量将超过 200 颗，形成新一代运载火箭系列，突破重型运

载火箭关键技术。未来石英纤维及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及其他军工领域的应用会越来越多。 

石英纤维在光纤、汽车、医学等领域也有应用，市场前景广阔。石英纤维可作为光纤拉丝炉、汽车玻璃钢

化炉隔热材料及炉口密封填充材料，高温酸性液体与气体介质的过滤材料和反应堆的保温材料；石英套管可作

为汽车玻璃钢化设备配件，航天电子器件导线编织和核工业组件的耐温耐辐照绝缘护套；石英纤维在正畸以及

牙齿修复上的良好效果已经得到临床验证，民用市场前景广阔。 

 

图18：石英纤维制品  

 

 

资料来源：菲利华官网，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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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石英纤维供应企业相对较少，主要企业积极拓展产能  

目前具备批量生产石英纤维能力的企业较少，主要包括法国圣戈班、美国 JPS、俄罗斯 NPO、英国 TFP、日

本 AFG 和中国菲利华。圣戈班是第一家生产石英纤维的企业。JPS 复合材料公司于 1964 年创建了 Astroquartz®

系列面料，以支持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双子座(Gemini)和阿波罗(Apollo)任务。该系列材料二氧化硅纯度达到

99.99%，已成为纯硅(99.9% +)级织物的行业标准，为商业航空连接和军用飞机通信服务，以及为轨道飞行器的

传感器和其他温度敏感部件提供热防护。菲利华是中国航空航天领域用石英纤维及制品的主导供应商，占据着

国内 95%以上的市场份额。在石英制品的军工板块中，菲利华是唯一一家有保密资质的企业和军品生产许可的

企业。近四十年来，公司石英纤维纱和织物已广泛应用于我国航空航天等国防军工领域（神州飞船、多种型号

的战略武器装备）。目前公司正从石英纤维向石英纤维复合材料领域拓展，2019 年新增年产 36.3 吨高性能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制品生产能力，总投资 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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