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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下一代光伏产业的硅太阳电池研究新进展
沈文忠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纳米研究计触）课题（２０１０ＣＢ９３３７０２）；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０８ＸＤｌ４０２２）
关键词

硅太阳电池纳米晶

纳米线

多重激子效应

以晶体硅为代表的第一代太阳电池和以非晶硅薄膜为代表的第二代薄膜太阳电池目前是光伏市场主流。第三
代纳米结构太阳电池研发目标是在维持现有第二代薄膜电池沉积技术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基础上显著提高电池性能
及稳定性，进一步降低太阳电池的价格至每瓦０．５美元，甚至０．２美元及更低。笔者将简要综述近年来国际上面向
下一代光伏产业的硅太阳电池研究新进展，内容集中在纳米硅薄膜叠层太阳电池、硅纳米线（包括轴向、径向和单根）
太阳电池和基于多重激子效应的纳米硅热载流子太阳电池等三个方面。

发展，纳米技术日渐成熟，降低太阳电池成本，提高光电
转换效率和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利用纳米技术。

ｌ刖

罱

纳米结构材料成为新颖的太阳电池材料，它的应用将给

近年来，以晶体硅为代表的第一代太阳电池（目前

蓬勃发展的太阳能光伏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所谓的

光电转换效率１６％～１８％，占光伏市场份额８５％）产量

第三代纳米薄膜太阳电池的研究热潮［２］，目标是在维持

以超过４０％的速度高速递增，２００７年全球产量已达到４

现有第二代薄膜电池沉积技术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基础

Ｇｗ，２００９年超过１０ ＧＷ。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更加惊

上显著提高电池性能及稳定性，迸一步降低太阳电池的

人，２００７年以１．０８８ Ｇｗ的产量一举跃居世界首位，

价格至每瓦０．５美元，甚至０．２美元及更低（图１）。笔

２００９年的产量达到４．０ Ｇｗ，稳居世界第一；无锡尚德

者将简要综述近年来国际上面向下一代光伏产业的硅

在不到五年时间内已经跻身世界前三名，成为中国光伏

太阳电池研究新进展，内容集中在纳米硅薄膜叠层太阳

产业的领跑者。最近三年，数十家光伏企业如雨后春笋

电池、硅纳米线太阳电池和基于多重激子效应的纳米硅

般迅速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虽然２００８年第四季

热载流子太阳电池等三个方面。

度起全球金融危机使晶体硅材料的价格大幅降低，但目
前晶体硅太阳电池的价格仍然每瓦超过１．５美元，这为
第二代薄膜太阳电池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目前
以非晶硅薄膜为代表的第二代薄膜太阳电池产业化正
如火如荼地进行，电池转换效率一８％，非均匀性优于
７％，太阳电池的价格低于每瓦１．０美元。但是非晶硅
薄膜太阳电池的最大问题是光电转换效率比较低，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十几天），它的性能会出现光致衰
退现象（即所谓的Ｓｔａｅｂｌｅｒ．Ｗｒｏｎｓｋｉ效应［１３），其短路电
流、转换效率等也随着下降。随着全球纳米科学的快速

圈１三代（Ｉ、Ⅱ、Ⅲ）太阳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与价格间的关系

编者按：２０１０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世博会是各国展示先进科技的平台，本刊特设能源、环境等专题予以集中报道。太阳能光
伏是世博科技的重要项目之一，本刊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沈文忠教授负责组稿，五篇论文全面介绍太阳能光
伏技术的最新进展，内容包括光伏产业发展趋势、晶体硅太阳电池产业化技术进步、新一代薄膜电池研发进展、光伏系统与应
用及下一代太阳电池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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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比多晶硅和非晶硅高，其光学带隙也可由纳米尺度

２纳米硅薄膜叠层太阳电池
硅材料在太阳电池中的主流地位决定了纳米硅薄膜

效应调节到高效理想太阳电池所需要的带隙区域。同时
在纳米硅中，氢对光照产生的额外悬挂键缺陷起到了有
效的钝化作用，晶化作用使纳米硅内部的弱Ｓｉ．ｓｉ键或者

太阳电池在未来第三代太阳电池中的角色和地位。纳米

Ｓｉ．Ｈ键数量大大降低［３］，因此纳米硅太阳电池的性能和

硅薄膜是一种包含有非晶硅相和晶体硅纳米颗粒（量子

稳定性比起非晶硅太阳电池有了明显的提高。美国Ｕ－

点）的二相体系。和传统非晶硅薄膜的制备技术相容，纳

ｎｉｔｅｄ Ｓｏｌａｒ

米硅薄膜可以通过等离子体增强气相沉积（ＰＥＣＶＤ）在不

膜代替其中的底部和中间非晶锗硅结电池［４］（图２（ａ，

超过３００℃的温度下制备，只需要通过增加反应气体中

ｂ）），利用长波的红光对纳米硅结电池几乎没有光致衰退

Ｏｖｏｎｉｃ公司已经在实验室中尝试用纳米硅薄

的氢稀释比，非常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也有利于在柔性

现象这一特点，明显改善了电池性能的稳定性（图２（ｃ，

衬底上制备太阳电池，而且其耐高温性能优于晶体硅电

ｄ）），并进一步发现小型硅颗粒和有序纳米结构有利于晶

池。纳米硅材料的载流子迁移率、电导率和光学吸收系

界钝化，从而提高电池性能。

图２非晶硅／纳米硅三结薄膜太阳电池的性能（ａ’ｂ）及稳定性（ｃ，ｄ）

在探索提高纳米硅结构有序程度的大量实验和理

样的有序纳米结构中，不仅获得了优异的结构性能、与

论工作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氢在硅晶粒的生长过程中起

单晶硅可比的高室温电子迁移率（超过１００ ｃｍ２／Ｖｓ）（图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生长过程中氢原子与硅原子相

３（ａ））、纳米硅／单晶硅异质结界面上的二维电子气［５］和

互作用微观调控的深层次认识，可以通过合理控制生长

电子退相干特性．而且还观察到体系中明显的量子共振

条件，在优化的衬底材料和衬底温度下生长出均匀有序

隧穿现象和纳米结构中周期性负微分电导现象。同时，

的镶嵌在氢化非晶硅网络中的纳米硅薄膜结构。上海

从体系纳米尺度三维势阱新型能带结构（由非晶硅晶界

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利用改进的ＰＥＣＶＤ方法，通过

中缺陷态导致的硅晶粒内部载流子耗尽所形成）出发，

控制射频功率和反应气压，在２５０℃的单晶硅衬底上成

成功实现不同浅能级掺杂浓度对能带结构的调控［６］及

功地制备出均匀有序的硅量子点结构，其中硅纳米晶粒

对量子共振隧穿现象的调控。在光学特性方面，通过生

之间的非晶硅晶界极薄，厚度仅２～４个原子层。在这

长条件调节晶粒大小或掺杂浓度，借助于纳米尺度效应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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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纳米硅薄膜材料的光学带隙，已经实现纳米硅的带

和更大的光电流［８＿９］（图３（ｂ））。在太阳电池研发方面，

隙在高效理想太阳电池所需的１．７～１．８ ｅＶ左右［７］以

研制的小面积渐变带隙纳米硅薄膜太阳电池初始效率

及体系中较强的室温可见发光。在光电响应方面，揭示

达到１１．４％（ＡＭｌ．５（ＡＭ：ａｉｒ ｍａｓｓ空气量），１０００ Ｗ／

出由于纳米晶粒中光吸收截面的增大以及载流子电导

ｍ２，２５℃）的国际先进水平，获得第１５届ＰＶｓＥＣ（国际

率的提高，纳米硅薄膜与晶体硅相比具有更强的光吸收

光伏科学与工程大会）优秀奖。

图３（ａ）纳米硅薄膜优良的电学输运，（ｂ）光电特性以及（ｃ）叠层纳米硅薄膜太阳电池结构

目前，纳米硅薄膜太阳电池研发的机遇与挑战主要

如图３（ｃ）所示：在透明导电薄膜（ＴＣＯ）上沉积顶层和底

包括两方面：在薄膜材料制备方面，要求生长出高度有序

层纳米硅薄膜ｐ－ｉ－ｎ结电池，分别吸收２．０ ｅＶ和１．５

和高迁移率的纳米硅薄膜，并在产业化需求的快速沉积

的太阳光子，其带隙是由硅量子点的尺寸来调节控制的。

和大面积均匀生长方面取得突破；在电池研制方面，重点

在这种电池中由于没有非晶硅，电池性能的稳定性会比

研发已经有较好产业化前景的叠层纳米硅薄膜太阳电

较好，预计不远的将来会有较好的产业化前景。具体技

池。理论分析发现，在单结太阳电池中入射太阳光能量

术路线包括采用ＰＥＣＶＤ技术来实现硅基薄膜的纳米晶

的２０％左右损失在低于材料带隙光子的不吸收上面，而

化和可控生长：精确控制每一膜层厚度、掺杂浓度、晶态

ｅＶ

４０％左右损失在高于材料带隙的热载流子晶格热离化上

比及其它相关物性，实现可控晶态比、可控纳米晶粒尺

面。叠层多结太阳电池设计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

度、可控禁带宽度和可控生长速度，为实现高光电转换效

解决办法，目的是使不同能量的太阳光子被不同带隙的

率的光伏电池提供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利用反应等离子

结电池所吸收，从而有效地提高太阳光子的利用效率。

体沉积获得高品质ＴＣＯ和缓冲层材料，包括受光面高陷

可以利用已经实现的均匀有序、高迁移率纳米硅薄膜材

光效应、高透光率和电导率ＴＣＯ膜与硅薄膜的界面优

料构筑叠层多结纳米硅薄膜太阳电池。典型的双结结构

化。系统设计的先进性可以实现低成本、高产率和高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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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率的纳米硅薄膜太阳电池。

通过对比硅纳米线与单晶硅、多晶硅等的反射率，发现
硅纳米线的确在红外波段吸收显著增强，原因一方面是
反射率的显著降低，另一方面是纳米线导致的缺陷等对

３硅纳米线太阳电池

光子具有更强的捕获能力［１２］。

半导体纳米线因其独特的光学和电学特性近年来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分校研究组通过光透

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在太阳电池方面具有很

射和光电流的测量表明：有序纳米线阵列能够增加入射

大的潜在应用价值。由于硅材料和工艺在半导体工艺

光光程。加强因子高达７３，优于其它散射方法［１３］。美国

中占有主流地位，与其它材料相比，硅纳米线太阳电池

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组设计了新的陷光技术：纳米线首先

的制作更容易与当前工艺兼容。目前硅纳米线太阳电

覆一层Ｓｉ３Ｎ４，随后沉积透明材料Ａ１２０３纳米颗粒［１４］，

池的研究热点是硅纳米线阵列太阳电池和单根硅纳米

这些纳米颗粒散射入射光进入纳米线以使吸收最大化。

线太阳电池。

结果表明，用不到５％的纳米线面积可以达到９６％的吸

结构最简单的硅纳米线电池就是直接在传统的晶

收，整天可以吸收８５％带隙以上的太阳光。同时，纳米

体硅电池上制备合适的硅纳米线，以此作为减反层来增

线阵列也加强了近红外吸收，使整体光吸收超过对等的

加光吸收从而提高电池的效率。人们通过理论分析和

传统平板陷光限制（图４（ｂ））。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组

数值计算，发现半导体纳米线具有极低的光反射率［１０３，

研究了单根纳米线的漏模共振（ＬＭＲｓ）现象。指出纳米

纳米线的吸收在短波长更高，只是在长波长较低，不过

线光吸收不仅与材料的本征吸收有关，还可以通过控制

可以通过延长纳米线的长度或陷光技术来弥补；并将这

纳米线的尺寸、几何形状和纳米结构的方向改变光吸

种光学特性归因于光在纳米线结构中的多次散射，同时

收【１５］。他们又进一步研究了单根纳米线的光学天线效

指出通过优化纳米线的直径和合适的折射率匹配可以

应，指出纳米线能够加强光吸收而几乎不依赖光照角

增强光的吸收、减少反射…］。实验上确实已证明了硅

度［１６３（图４（ｃ）），这说明纳米线可以作为近乎完美的电

纳米线的反射率明显低于硅薄膜和晶体材料（图４（ａ）），

池元素。

圈４（ａ）硅纳米线吸收与硅薄膜和晶体硅材料的对比，（ｂ）测量的硅纳米线吸收与等厚平面硅的理论
吸收的对比，（ｃ）单根硅纳米线不同角度的实验和计算吸收谱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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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平板晶体硅太阳电池中单晶硅多采用各向异

问题在于表面电极接触不够致密，表面缺陷增加了表面

性碱性溶液织构，工艺成熟，多晶硅则采用酸性腐蚀，工

电子一空穴复合速率。进一步将纳米线阵列的方向由垂

艺还有待完善。硅纳米线的有效减反效应可以在传统的

直改成略微倾斜来改善表面电极接触，降低接触电阻，实

平板多晶硅太阳电池中有很好的应用（图５）。清华大学

验上已证明可以将电池转换效率提高到１１．３７％［倡］。以

研究组已经尝试采用无电极化学腐蚀技术制备硅纳米线

纳米线作为减反层的硅太阳电池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用于晶体硅太阳电池［＂］，具体过程是先在Ｐ型晶体硅上

如纳米线的制备和改善电极接触等等。此外，法国研究

制作规则排列的纳米线阵列，然后通过磷扩散形成１１型

组将ｒｌ型硅纳米线用化学气相沉积工艺和Ｖａｐｏｒ

Ｌｉｑｕｉｄ

区，形成ｐ－ｎ结，最后通过常规的电池工艺制作硅太阳电

Ｓｏｌｉｄ（ＶＬＳ）方法生长在Ｐ型衬底上，制作了硅纳米线阵

池（图５（ａ））。实验结果发现纳米线结构能够显著降低光

列电池，效率为１．９％［１９］（图５（ｃ））。德国Ｊｅｎａ光子技术

反射率，但这种平板硅纳米线阵列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

研究所用无电极化学腐蚀法制作了轴向纳米线阵列电

仅为９．３％。而多晶硅电池为４．７３％（图５（ｂ））。可能的

池。效率为４．４％Ｌ２０Ｊ（图５（ｄ））。

圈５（ａ，ｃ，ｄ）几种硅纳米线阵列电池结构，（ｂ）硅纳米线阵列太阳电池性能与表面形貌
相比上面几种纳米线阵列电池。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的调控。大大提高了开路电压、影响因子和开路电压的

研究组提出的径向ｐ－ｎ结的纳米线阵列太阳电池Ｅ２１］具

值，光电转换效率达到５％［１３］。这将极有可能在低成本

有更大的优势（图６（ａ））：入射光吸收的过程发生在电池

材料上实现较高的转换效率，将是未来新型纳米线太阳

轴向，有效增加了光程，提高光的吸收利用；载流子分离

电池的重要研究方向。

的过程发生在电池径向，减小了输运距离，提高光生载

除了纳米线阵列电池，单根硅纳米线在光伏和纳电

流子的收集效率，综合起来将显著提高电池的短路电

子器件应用方面也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研

流、转换效率等指标。此外，由于载流子的短距离输运

究组用ＶＬＳ方法和化学气相沉积工艺制作了径向硅

可以有效减少电子空穴对的体复合，这类电池对硅材料

ｐ－ｉ－ｎ纳米线太阳电池，电池效率达到３．４％，单根纳米线

的要求低于传统电池。理论计算表明，对于电子扩散长

太阳电池最大输出功率达到７２ ｐＷＥ２３］（图６（ｂ，ｃ））。而

度为１００ ｎｍ的径向硅纳米线，太阳电池的效率可达

单根硅纳米线也已成功制作成轴向单结甚至多结ｐ－ｉ．１１

１１％，远高于平板结构的１．５％。美国加州大学Ｂｅｒｋｅ．

太阳电池结构，４．０ ｐｍ厚本征区的单结太阳电池的效

１ｅｙ分校研究组首先利用低温蚀刻和薄膜沉积方法制作

率为０．５％。输出功率仅４．６ ｐＷＥ２４］。很清楚，这种轴向

了径向硅纳米线电池，只是效率不到０．５％Ｅ２２］。最近，

电池的效率和输出功率远低于前述的单根径向ｐ－ｉ．ｎ太

他们通过降低表面的粗糙程度和对纳米线直径和密度

阳电池。由此可见，具有径向ｐ－ｉ．１１结的纳米线太阳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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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在载流子输运和收集方面确实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线阵列电池的主要性质，有利于设计新一代高性能纳米

我们相信通过对单根纳米线的基础研究，能够阐释纳米

线阵列电池。

图６（ａ）径向ｐ－ｎ结的纳米线太阳电池结构示意图，单根径向硅ｐ－ｉ—ｎ纳米线太阳电池（ｂ）结构及（ｃ）性能

虽然硅纳米线太阳电池理论上比传统电池具有更优

就在半导』体块体材料中就被发现，当时被称为载流子倍

的性能，但传统电池的理论与工艺相对成熟，而硅纳米线

增效应，其产生机理被认为是碰撞电离机制，但由于其效

太阳电池大多还处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尽管近年来硅纳

率很低（不到１％）而被认为没有实际应用价值。２００４

米线太阳电池在理论和制备上已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在

年，Ｓｃｈａｌｌｅｒ和Ｋｌｉｍｏｖ首次报道半导体纳米结构中具有

真正实用中还会有不少全新的问题出现，无论在基础机

很强的多重激子效应［２５］，从而导致了半导体量子点结构

理还是工艺实现方面，都值得更深入地探讨与研究。可

中的多重激子效应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

以预计的是，下一阶段具体技术路线包括：ｐ－Ｃｏｒｅｓ硅纳米

止，已在ＰｂＳｅ，ＰｂＳ，ＰｂＴｅ，ＣｄＳｅ，Ｓｉ和Ｉｎ＿Ａｓ等半导体纳

线的有序可控生长；利用优化的ＰＥＣＶＤ沉积ｉ－ｓｈｅｌｌ和ｎ．

米结构中观察到了明显的多重激子效应。发现在０．５～

ｓｈｅｌｌ；优化器件结构参数，包括掺杂、各层厚度、线直径和

３．５ ｅＶ的地面太阳光谱区域内，硅纳米晶会发生很强的

密度，并实现其有序可控生长；探索合适的欧姆接触和适

多重激子效应，光子域值为２．４倍带隙，并在３．４倍带隙

合大规模生产纳米线阵列电池的工艺等。

处量子产额达２６０％Ｅ２６］，远好于晶体硅（图７（ｂ））。在纳
米结构多重激子效应产生机理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虚

４基于多重激子效应的纳米硅热载流
子太阳电池

拟激子产生理论、相干多重激子模型及碰撞电离机制等。
除了相干多重激子模型所预言的相干现象没有被观察到
以外，这些理论在解释多重激子现象上都是比较成功的。

多重激子效应是指半导体材料吸收一个光子而产

因此，多重激子效应已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半导体纳

生多个电子一空穴对的过程（图７（ａ）），这种效应具有非

米结构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最新的研究进展是２００９

常重要的基础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涉及领域包括

年报道的有特色ＰｂＳ纳米结构光电探测器Ｅ２７３和纳米碳

非线性光学、激光及光化学等，但特别相关的是光伏科学

管光电二极管［２８］直接利用了多重激子效应提高其器件

与应用方面。多重激子效应实际上早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性能。当然，目前对于半导体纳米结构中多重激子效应
·１３９·

万方数据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Ｖ０１．３２ Ｎｏ．３

的实验结果也出现了很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

中的多重激子效率是否一定高于相应块体材料中的多重

半导体纳米结构中的多重激子效应是否真的高效率存

激子效率？③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半导体中多重激子效应

在？如果存在，其真正效率是多少？②半导体纳米结构

的阈值能量，这个阈值是多少？

圈７（ａ）一个光子产生单个和多个电子一空穴对的过程示意图，（ｂ）硅纳米结构和体材料中的多重激子效应

一般情况下，吸收一个光子只能产生单个激子，高

的困难是要求实现电荷的有效分离，其发生的时间要比

激发能量的光子通过声子发射而浪费掉了。如果能实

多重激子产生的时间（１０－１３～１０叫２ ｓ）长，但比双激子

现一个光子产生多个激子（图８（ａ）），必将能充分利用

寿命（１０—１０ ｓ）要短。毫无疑问，这种基于半导体多重激

高能量光子从而明显提高电池转换效率，因此，纳米材

子效应的新型热载流子硅纳米结构太阳电池，一旦实现

料中的多重激子效应可以进一步提高太阳电池的光电

必将对现有的光伏科学与技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我

转换效率［２９］。理论计算表明：在ＰｂＳｅ纳米晶中，这种

们知道，在量子点阵列ｐ－ｉ—ｎ太阳电池中，量子点间电子

新型电池的转换效率有望提高５０％。因此，除了叠层

波函数的耦合所形成的微带（ｍｉｎｉｂａｎｄ）（图８（ｂ））有利

薄膜电池设计，基于多重激子效应的新概念热载流子

于减慢热载流子的冷却速率，使得热载流子可以在各自

太阳电池方案是最近国际研究的热点。这种新方案的

的Ｐ和ｎ电极处传输并收集［２９’３０］。值得高兴的是，在已

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热弛豫到半导体带边前的热载流

经实现的均匀有序纳米硅薄膜中，由于非晶硅晶界极薄

子，以明显提高电池的转换效率，实现通过碰撞电离产

（厚度仅２～４个原子层），硅量子点间的电子波函数非

生二个（或更多）电子一空穴对这一途径增加光电流，要

常容易发生耦合，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在光电流

求碰撞电离的速率要比热载流子冷却和其他弛豫过

谱实验研究中不仅观察到了非晶硅带尾态的跃迁，而且

程高。

还清楚地证明纳米硅薄膜中微带的存在［３１］（图８（ｃ）），

现阶段，多重激子效应在硅纳米结构太阳电池上的

这为开展纳米硅热载流子薄膜电池的探索研究提供了

应用创新研究还刚刚开始，目前还没有在纳米硅薄膜中

机遇。具体技术路线包括：利用优化的ＰＥＣＶＤ方法制

观察到多重激子效应的报道。要实现这种多重激子效

备半导体纳米硅ｐ－ｉ．ｎ薄膜太阳电池结构；通过光电流

应热载流子太阳电池还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克服，最大

谱手段来表征器件在不同频率光照下的响应情况；探索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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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激子效应对电流、电压以及特定频率入射光的能量

膜电池中多重电子一空穴对，以提高纳米硅薄膜太阳电

转换效率的影响；设计最佳方案来分离与收集纳米硅薄

池转换效率等。

圈８（ａ）基于泵浦一探测实验的多重激子效应观察。（ｂ）量子点阵列ｐ－ｉ－ｎ太阳电池结构中电子波
函数耦合所形成的微带及（ｃ）纳米硅薄膜中微带实验观察
［３］ＳＲＩＲＡＭＡＮ Ｓ．ＡＧＡＲＷＡＬ Ｓ。ＡＹＤＩＬ
ｎｉｓｍ

ｏｆ

Ｅ Ｓ。ｅｔ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１．Ｍｅｃｈａ．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Ｉ－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２，４１８（６８９３）：６２—６５．

５结束语

［４］ＹＡＮＧ Ｊ．ＹＡＮ

从以上的简要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纳米技

Ｂ

ｌｉｎｅ ｓｉｌｉｃｏｎ．ｂａｓｅｄ

Ｊ，ＧＵＨＡ Ｓ．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ａｎｄ 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

ｍｕｌｔｉ．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Ｊ］．Ｔｈ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Ｆｉｌｍｓ．２００５，４８７（１．２）：１６２．１６９．

术在硅太阳电池中的创新应用才刚刚起步，离产业化的
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千万不能小看其对未来光伏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已经是国际光伏产业
大国，但绝不是光伏产业强国。当国际光伏创新研究如
火如荼开展之时，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光伏产业即将面临

［５］ＣＨＥＮ

新，才能实现中国光伏产业强国之梦，引领国际光伏产

致谢研究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秀学科带头人计划（０８ＸＤｌ４０２２）的支持，研究生刘文
富、苏未安和谢卫强协助做了不少工作，特此感谢。
（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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