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专家：回收利用

有利于环境，有益于客户
Gas Recovery and Recycle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英国皇家化学会院士 Rob Grant 博士
做客 PES，为我们介绍了他们在氩气回收过程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
展，预计还会有更多突破。ArgonØ ¬™ 是环境友好型产品，使用该产品的公司通过回收再利
用即可降低成本。难怪生意好！
PES：Rob 博士，您好，很高兴能采访
您。如您所知，我们已经关注 GR2L
多年，您也是《PES Solar/PV》杂志
的老朋友了。首先，能否请您简要介绍
一下贵公司的情况？
Rob Grant 博士: GR2L 成立于
2008 年。我们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
开发了化学循环燃烧净化技术，并将
此技术推向商业应用。 这解决了当
前常规气体净化技术未能解决的杂
质水平在10-10,000ppm范围内的净
化问题，此类问题常见于微电子等行
业中。
Rob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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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2L 专门针对高价制造行业（如太
阳能光伏、微电子和 3D 金属粉末添

加剂制造）中使用的惰性吹扫气体进
行回收、净化和再利用。如今，GR2L
的经营重点在于光伏产业对硅在结晶
形成硅锭的过程（这是硅基太阳能电
池制造的第一阶段）中所使用的大量
氩气进行回收再利用。
2010 年，GR2L 与位于英国盖特威
克附近的英国气体技术集团 (Gas
Technologies Group) 建立了合作
关系，旨在共同制造 GR2L 的旗舰产
品 ArgonØ ¬™ 并将其推向市场。在
半导体和医疗市场，英国气体技术集
团在高纯度气体装置方面一直处于领
先地位，并且正在与 GR2L 合作。
PES：您有多个行业的工作经验，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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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对您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您
认为该产业的市场是在不断扩大还是
已经达到了顶峰？
RG：目前为止，太阳能是我们最大的
市场，也是我们在亚洲的主导业务，
未来我们会继续扩展亚洲市场，对我
们来说还没有达到顶峰。如今，每台
太阳能硅锭生产设备都使用高纯度氩
气来吹扫炉膛，以保持所生成硅晶圆
的纯度和性能。
目前的行业趋势是摒弃多晶硅，转而
使用单晶硅，氩气吹扫气体流量因此
增加多达 50%。该趋势连同太阳能光
伏市场的持续扩大意味着对高纯度氩
气的需求正在增加，而其供应水平基
本保持不变。氩气是空气分离的副产
物，受到炼钢等其他行业的制约。
市场对高纯度氩气的需求持续增加，
推动了氩气回收利用行业的发展，使
得硅锭生产商能够降低成本并对成
本进行长期控制，在硅锭的生产成本
中，氩气成本占 3-5%。
PES：这对您的业务有何影响？
RG：目前只有少数硅锭生产商实施
氩气回收利用，但该行业的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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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n0 Installation

意味着这一数字只会增加。在安装
1,000 个单晶炉的基础上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改造机会，同时还需要对新设
备进行规划和调试。
氩气回收利用有助于客户在不增加
氩气供应和存储设备的情况下提
高产能。这对于 GR2L 来说非常有
利，GR2L 在过去两年间业务增长了
10 倍，预计 2019/2020 年将实现两
位数的健康增长，届时我们将推出
第 100 个 ArgonØ 氩气回收利用系
统。
PES：ArgonØ ¬™ 已经上市一段时
间了，该产品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作
用？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RG：高纯度氩气用于吹扫 CZ 炉或
DS 炉的环境，以去除可导致太阳能
电池性能降低的污染物。如果使用
油润滑的真空泵，则炉内废气主要受
到一氧化碳和氢气的污染（污染浓度
为 300 - 3,000ppm），其中还含有
少量水分、二氧化碳和真空泵油。需
要注意的是，通常认为浓度高于 300
ppm 的一氧化碳可直接危害生命。
此类杂质气体主要来源于水分和
一氧化硅与处理室部件（例如，加
热器和绝缘材料）之间发生的反
应。ArgonØ ¬™ 系统能够通过一个
两步式流程对回收自真空泵的已污染
废气进行净化。第一步，一氧化碳和
氢气在固态燃烧反应器内燃烧，生成
二氧化碳和水分。
由于此过程运用了已获得专利的化学
循环燃烧净化技术，因此无需使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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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氧，这可以保证回收利用的气体中
不含氧气。第二步，用沸石材料将气
体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吸走，将高纯
度排出气体送回该流程中，其纯度可
达 99.9998% 或更高。ArgonØ ¬™
系统将两对反应器/吸收器组合在一
起。其中，一对反应器/吸收器上线运
行，另一对用于气体再生和备用，因此
可实现 24/7 氩气回收利用。

中流失，所以，运行中的工厂能够实
现的回收利用率略低于 98%。例如，
在充注气体或打开和重新装填炉子的
过程中，氩气可能会逸入大气之中，
而未能被送入 ArgonØ ¬™ 进行回
收。
PES：ArgonØ ¬™ 系统的特色是什
么？

除了干燥的压缩空气以外，反应容器
内气体再生无需使用其它气体或化学
药品。由于该系统的活动部件很少，
因此，系统可用率达到 99.9%，并且，
系统设计可确保即使在常规维修和
维护频率最高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系
统运行。

RG：ArgonØ ¬™ 内部核心的化学
循环燃烧净化器是GR2L独有的，并
且受专利保护。这样 GR2L 便能够提
供紧凑的使用点，以及分布在易于安
装的设备中的氩气回收利用系统，而
不需要额外的工艺气体（因为该气体
本身已是多重冗余），并使得工厂回
收利用率高于 95%。

尽管 ArgonØ 的固有回收利用率高
于 98%，但是，由于氩气会在该过程

该设备易于使用，只需极少的用户干
预，非常适合对已安装用于生产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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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00 个单晶炉以及新装置进行
改造。对于连接 3-6 个炉子的使用点
系统，客户可以“先试用再购买”
，先
验证自己设备中的氩回收利用率，然
后再将其广泛应用于工厂生产。
竞争对手的氩气回收利用系统往往
是大型、单一的集中式系统，这类系
统的运行还需利用其他工艺气体（如
氧气和氢气），客户需要先承诺在工
厂中广泛安装该设备才能对其进行
测试，因此这种方法对客户而言是一
种“孤注一掷”的选择。
PES：您能否介绍一下如何对该设备进
行控制和监测？
RG：ArgonØ ¬™ 具有板载可编程
控制器，由一台中央 SCADA 计算机
集中监控，计算机会记录硅锭生产设
施周边的各台 ArgonØ ¬™ 设备的
最高回收量和回收率。
SCADA 系统通过互联网链接回英
国和该地区的 GR2L，从而为客户提
供全天候支持。此外，来自 ArgonØ
¬™ 的数据还会被上传至云端，此类
数据通过 WonderWare Insight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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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生成定期性能、管理和维护报
告，并定期提供给客户。
PES：我们想知道在考虑初始购买价格
成本的情况下，该设备在节约成本和环
境方面可为最终用户带来哪些好处。
RG：我们的客户能够实现约 95% 到
98% 的工厂回收利用率，根据原始氩
气的不同地区价格，系统将拥有 18
至 30 个月的投资回收期。例如，我们
有一套装置，内含 15 个 ArgonØs，
可从 60 个 CZ 炉中回收利用氩气吹
扫气体，其设备回收利用率在 96% 到
98% 之间。这意味着整个生产基地的
运行仅需要平均流量为 125slm 的新
鲜补充氩气！
除了显而易见的现金优势
外，ArgonØ ¬™ 系统还可以去除有
毒的一氧化碳气体，这种气体通常只
会排放到大气中，所以不用担心可能
会产生的潜在环境影响。此外，由于
氩气输送量显著减少，因此柴油中型
油罐车的里程和排放量也会相应减
少。如果没有氩气回收利用每个生产
基地每天可能会产生多达 4-6 个液罐
车的氩气输送量！

PES：为什么潜在客户会选择您的解
决方案，是什么让 GR2L 在竞争中脱
颖而出？
RG：现在，我们的装置遍布亚洲和欧
洲，连接了数百个真空炉，回收利用
率水平已达到 95-98%。我们相信所
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成熟技术可以在实
现极高回收利用率的同时支持可靠运
行，并为客户提供 18 至 30 个月的投
资回收期。
PES：进入 2019 年下半年，您预计今
年太阳能/光伏行业以及贵公司的发
展形势如何？
RG：我们预计 H2 将在 H1 的基础上
实现增长，行业顶尖巨头将在线提
供新设施，并进一步巩固自身在行业
中的地位。经过整合，市场对于氩气
吹扫气体的需求将增加，从而推动氩
气价格上涨，促进氩气回收利用业务
的发展壮大。因此，2019/2020 下半
年 GR2L 的发展势头将是积极的，
我们认为这种良好的态势将持续到
2020/2021年。
www.gr2l.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