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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300 mm 氟化钙晶体的生长

甄西合，任绍霞，史达威，彭明林，刘晓阳，葛云程
( 北京玻璃研究院，北京 100062)

摘要: 通过化学处理提纯晶体原料，采用模拟软件设计合理的温场结构，在系统实验优化晶体生长工艺的基础上，

采用改进的坩埚下降生长方法( 布里奇曼法) 成功地生长出直径 300 mm 的 CaF2 晶体。CaF2 晶体的透过率在 0． 15
～ 8． 3 μm 波长范围内超过 80%，最高透过率约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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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w material of CaF2 was purified by chemistry method，the reasonable structure of
temperature field was designed by simulation software，and the technology of crystal growth was optimized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ations，the CaF2 crystal with 300 mm in diameter was successfully grown by
modified Bridgman method． The transmittance of the CaF2 crystal is more than 80% at wavelength from
0． 15 μm to 8． 3 μm，and its maximum is up to about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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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氟化钙( CaF2 ) 晶体在深紫外准分子激光( Deep Ultraviolet) 光刻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而倍受人们的关注。这主要是由于作为光刻机关键光学元件的石英玻璃在波长小于 200 nm 时透过率急剧

下降，且在紫外光辐照下会形成色心及折射率发生变化，从而降低光效及破坏产品。因此，紫外透光性能好、
抗激光损伤阈值高、应力双折射低及折射率高度均匀的 CaF2 单晶体成为当前研究深紫外准分子激光光刻技

术的最佳可选材料。
采用高纯碳酸钙和氢氟酸为原料，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得到 CaF2 高纯粉料。再通过对粉末原料进行脱

气、氟化除氧、除杂，得到理想的 CaF2 结晶物，纯度高达 99． 99%。采用引进的计算机模拟软件 CrysVUN 对

大尺寸 CaF2 晶体的生长环境进行了数字模拟，准确地、定量地预测出一定的晶体生长条件下，晶体生长过程

的热量甚至是物质的连续输运方程，从而能建立合适大尺寸 CaF2 晶体生长的温场环境。CaF2 晶体在加热

或生长过程中必须避免水蒸气的存在，这是因为在温度高于 800 ℃时 CaF2 晶体极易发生水解反应，生成难

熔的氧化钙( 熔点高达 2900 ℃ ) 。通过在 CaF2 原料中中加入重量比为 1% 的氟化铅清除剂，不仅可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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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中吸附或生长炉内残余的水分，同时可以进一步氟化原料，避免生长过程中 CaF2 水解氧化。由于 PbF2

的熔点低( 约 818 ℃ ) ，反应产物 PbO 的熔点也仅有 888 ℃，因此在 CaF2 晶体生长温度( 1360 ℃ ) 下，PbF2 或

PbO 将会完全挥发或分解，不会残留在晶体中。主要晶体生长参数如下: 真空度为 10-3 Pa; 坩埚下降速度为

0． 2 ～ 1． 5 mm /h; 晶体生长结束后的降温速度为 1 ～ 30 ℃ /h; 轴向温度梯度约为 40 ～ 80 ℃ /cm; 径向温度梯

度约为 40 ～ 60 ℃ /cm。
在晶体生长完毕冷却至室温的过程中，由温度梯度产生的热应变将在晶体中形成残余应力，从而导致双

折射率的变化。CaF2 是一种非常软的材料，当加热到接近其熔点温度时热应变通过塑性流动得到释放。因

此，CaF2 晶体的残余应力可以通过退火处理得到缓和。CaF2 晶体退火工艺的步骤为: 把晶体放置在封闭容

器内，有时加入少量的 PbF2 粉末，抽气至高真空状态，然后升温至晶体熔点以下，保温一段时间后在不同阶

段按 0． 1 ～ 20 ℃ /h 的退火速率降温。
本工作组通过改进的坩埚下降生长方法在国内首次成功地生长出直径达到 300 mm 的 CaF2 晶体( 如图

1 所示) 。CaF2 晶体的单晶获得率是考核晶体生长工艺的重要指标，从图 1b 中能明显地看出切割后的直径

300 mm 的 CaF2 晶体由两块单晶组成，其中较大的一块 CaF2 单晶的直径约为 260 mm。通过采用加籽晶定

向生长技术，目前 CaF2 晶体的单晶直径达到 270 mm 以上。

图 1 直径 300 mm CaF2 晶体照片

Fig． 1 Photos of CaF2 crystal with 300 mm in diameter ( a) blank; ( b) blank after cuting

采用 Avatar-360 型红外分光光度计和日立 U3210 紫外分光光度计对加工后的 CaF2 晶体进行透过率测

试，采用大型偏光应力仪对 CaF2 晶体进行应力双折射测试。测试结果显示，3 mm 厚度的抛光样品在 0． 15
～ 8． 3 μm 波长范围内 CaF2 晶体的透过率高于 80%，最高透过率约为 95%。大尺寸 CaF2 晶体的应力双折

射为 10 nm /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