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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内容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硅异质结（SHJ）太阳电池因其开路

通过调节氢气和硅烷气体的流量比例，

电压高、制备工艺温度低和高温特性优良

制 备 了 三 种 不 同 微 结 构 的 i/n 型 复 合

等特点，成为较有竞争力的高效太阳电池

a-Si:H 薄膜窗口层。利用分光椭偏仪对薄

之一。2014 年，日本 Panasonic 公司获得

膜的微结构进行测试分析，图 1 为 3 种

了开路电压为 740 mV 和转换效率为 24.7% a-Si:H 薄膜的介电函数虚部 ε2 随能量的变
的双面对称结构的 SHJ 太阳电池[1]。2015

化。由图可知，随着氢稀释比例的增加，

年，日本 Kaneka 公司的双面对称结构的

三种薄膜材料对应的 ε2max 值逐渐增加，分

SHJ 太阳电池也获得了 25.1%的高转换效

别为 22.72、23.73 和 24.17。薄膜的介电

率[2]。SHJ 太阳电池的关键钝化技术在于：

函数的大小与 a-Si:H 薄膜的材料密度相关，

位于晶体硅两侧表面的高质量氢化非晶

介电函数值越大，薄膜的材料密度越大[3]。

硅（a-Si:H）薄膜钝化层可以有效降低表

相对于较低 ε2max 的薄膜，ε2max 为 24.17 的

面复合速率且提高少数载流子寿命（τeff）。

薄膜内的弱键键合数量、空位、孔洞和氢

a-Si:H 薄膜钝化层是取得高效 SHJ 太阳

含量较少，薄膜的光电特性相对较好。

电池的关键，其中位于入光面侧的非晶硅

作为窗口层，光学特性直接决定了光

薄膜窗口层对电池的光吸收、载流子输运

透过率的多少。通过分光光度计对以上三

和收集起决定性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内

种不同 ε2max 的 a-Si:H 薄膜进行透过和反

容包括：1）利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

射光谱的测试分析，得到 a-Si:H 薄膜的吸

沉积技术，通过调节氢稀释比例，获得了

收系数随光子能量的变化，如图 2 所示。

三种不同材料致密度的 n 型 a-Si:H 薄膜窗

将纵坐标 104 所对应的光子能量 E04 近似

口层；2）将 3 种不同致密度 a-Si:H 薄膜

看作薄膜的光学带隙。由图可知，ε2max 较

应用在 SHJ 太阳电池中，分析了窗口层致

大即材料密度较大的光学带隙相对较窄，

密度对 SHJ 太阳电池性能的影响。

反之 ε2max 较小的光学帯隙较宽。薄膜的光
学带隙与氢含量有关，氢含量的增加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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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光学带隙增大，同时材料致密度反而会

子注入浓度的变化曲线。由图可知，τeff

少许降低 。如果氢含量的增加是用于钝

随着 ε2max 的增大而增大。随 a-Si:H 薄膜

化薄膜内的悬挂键，那么对于材料质量是

ε2max 的增大，薄膜的致密度增加且薄膜内

有贡献的。反之，如果氢含量的过度增加

缺陷态也相应减少；同时薄膜微结构密度

引起了空洞的增加，那么该薄膜对载流子

的增加也有助于 n 型薄膜和 n 型晶体硅形

的输运就是不利的。也就是说，高质量的

成浅结的场效应增强，因此 ε2max 值较大的

a-Si:H 薄膜窗口层应具有致密的非晶网络

τeff 较大。

[4]

和较宽的光学帯隙。

图 3 有效少子寿命随载流子注入浓度的
图 1 薄膜的介电函数虚部随光子能量的

变化曲线

变化曲线

将 3 种 i/n-a-Si:H 薄膜作为窗口层应
用于 SHJ 太阳电池，图 4 为太阳电池性能
参数随薄膜的 ε2max 的变化。由图可知，随
着 ε2max 的增大，电池的填充因子 FF 和转
换效率 ETA 都相应提高，但短路电流 Jsc
和开路电压 Voc 对 ε2max 变化并不是很敏感。
说明随着 ε2max 增加，i/n-a-Si:H 窗口层薄
膜的致密度增加，非晶硅薄膜中的弱键和
悬挂键数量减少，改善了载流子的输运特

图 2 薄膜的吸收率随光子能量的变化曲线

性，使得 SHJ 太阳电池的 FF 和 ETA 相应

a-Si:H 薄膜窗口层的质量同样可以体

增大。此外，ε2max 增加引起的光学帯隙减

现 在 对 硅 片 表 面 的 钝 化 。 利 用

小并没有影响电池的 Jsc 减小，说明窗口层

n/i-a-Si:H/c-Si/i/n-a-Si:H 对称异质结构可

的材料密度比光学特性更重要，尽可能少

以监测 3 种 i/n-a-Si:H 薄膜的电学特性和

的缺陷态使得载流子在窗口层薄膜内的

对晶体硅表面的钝化。图 3 为 τeff 随载流

复合降低，提升了载流子的收集。

118

第十六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CPVC16）研究简报集

38.8
0.744
0.742

38.6

Voc[V]

Jsc[mA/cm2]

0.740
38.4

38.2

0.738
0.736
0.734

38.0
0.732
37.8
22.5

23.0

23.5

24.0

0.730
22.5

24.5

23.0

23.5

0.800

24.0

24.5

ε2max

ε2max
22.6

0.795
22.4

ETA[%]

FF

0.790

0.785

0.780

22.2

22.0

0.775
21.8
0.770

22.6

22.8

23.0

23.2

23.4

23.6

23.8

24.0

24.2

24.4

22.6

22.8

23.0

ε2max

23.2

23.4

23.6

23.8

24.0

24.2

24.4

ε2max

图 4 异质结电池性能参数随 ε2max 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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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硅薄膜窗口层的密度而改善。

邮

本文通过调节氢稀释获得了 3 种不同
微结构的 i/n 型非晶硅薄膜，作为入光侧
的窗口层应用在 SHJ 太阳电池中。通过研
究非晶硅薄膜窗口层的光电特性对太阳
电池性能的影响，发现：薄膜材料密度的
提升对太阳电池的填充因子改善较明显；
材料密度提升引起的光学帯隙减小并不
会影响太阳电池的短路电流。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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