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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

池，包括正反两面的CZTSSe太阳电池和中间连接

的同一柔性衬底；所述的双面太阳电池的正反两

面由内向外结构为柔性钼箔衬底、钼硒化层、

CZTSSe吸收层、CdS缓冲层、ZnO/ITO窗口层、金属

电极。其中制备方法包括：（1）钼箔的双面清洗，

使用电化学法同时清洗两面；（2）双面CZTSSe薄

膜的溶液法制备及共同硒化处理；（3）双面缓冲

层的同时化学水浴沉积；（4）双面窗口层的交替

溅射法沉积；（5）双面金属电极的蒸发法制备。本

发明可全方位多角度地利用太阳光，提高对太阳

光的利用率和转换效率，可制作成柔性携带产

品、悬挂式光伏装饰产品等，实现光伏建筑装饰

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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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正反两面均为柔性薄膜太阳

电池，中间通过同一柔性衬底连接；所述电池正反两面由内向外结构为柔性衬底、钼硒化

层、CZTSSe吸收层、CdS缓冲层、ZnO/ITO窗口层、金属电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正面和背面太

阳电池的吸收层均为Cu2ZnSn(Sx,  Se1-x)4，其中0<x<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柔性衬底为钼

箔，正反两面抛光，可双面弯曲，厚度为0.5  mm~2  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Mo硒化层的厚度

为200  ~  2000  nm，所述CZTSSe吸收层的厚度为1  ~  4 μm，所述的CdS缓冲层厚度为40  ~ 

100  nm，所述的ZnO/ITO窗口层中ZnO和ITO层的厚度分别为40  ~  60  nm和150  ~  300  n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金属电极为Ag

或Al电极，厚度为300  ~  600  nm。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衬底的两面清洗：采用电化学清洗技术一次性清洗钼箔的两面；

（2）双面CZTSSe层制备：采用前躯体溶液旋涂技术，在钼箔衬底的两面分别旋涂CZTSSe

前躯体溶液，然后以架空退火的方式获得CZTSSe薄膜，多次重复旋涂和退火，得到厚度为1 

~  4 μm；

（3）双面Mo硒化层制备：将CZTSSe薄膜样品放入快速热退火炉中，采用高温硒化技术，

硒化CZTSSe薄膜和钼衬底，获得结晶的CZTSSe层和Mo硒化层；

（4）双面CdS缓冲层制备：采用化学水浴沉积方法，同时在正反两面的CZTSSe薄膜上沉

积CdS层，控制沉积条件得到厚度为40  ~  100  nm；

（5）双面ZnO层制备：采用磁控溅射法在正反CdS层上先后两次沉积ZnO层，改变沉积条

件，得到厚度为40  ~  60  nm；

（6）双面ITO层制备：采用磁控溅射法在正反ZnO层上先后两次沉积ITO层，改变沉积条

件，得到厚度为150  ~  300  nm；

（7）双面金属电极制备：采用真空蒸镀技术在双面ITO层上先后两次沉积Ag或Al电极，

改变沉积条件，得到厚度为300  ~  6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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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太阳电池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锌黄锡矿结构的Cu2ZnSn(S,  Se)4（缩写为CZTSSe）具有合适的能带间隙（1.02-1.5 

eV）和吸收系数（104  cm-1），且其组成元素更丰富、廉价和环保，被认为是未来更具发展前景

的薄膜电池吸收层材料之一。CZTSSe柔性薄膜太阳电池因具有重量轻、成本低、可弯曲等优

点，在便携式设备、移动电源等应用领域显示出较大应用价值。常用的柔性衬底有聚酰亚

胺、铝箔、钼箔、柔性玻璃和不锈钢等，所获得的柔性CZTSSe电池效率超过10%。由于钼衬底

具有好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不仅可以保证预制层能在较高温度下进行硒化退火处理

且衬底不发生改性，还可以省去沉积背电极钼薄膜工序，简化工艺流程和降低成本。钼箔作

为柔性衬底在CZTSSe太阳电池中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并且具有双面导电性，是作为双面

电池衬底的最佳选择之一。

[0003] 目前柔性太阳电池都是单面的结构，只能吸收一个方向的太阳光，太阳光的利用

率不高；另外单面的太阳电池不能悬挂摆放，占用面积较大，在光伏建筑及装饰一体化方面

的应用受到阻碍。因此我们设计一种双面柔性的新型太阳电池结构，器件的正反两面都能

吸收太阳光，并进行太阳能发电，实现多角度的利用太阳光，提升太阳光的利用效率，促进

光伏一体化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本发明提供了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

池及其制备方法，由此解决现有技术存在不能充分利用太阳光、占用面积大、工艺技术缺乏

等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其正反两面均为

柔性薄膜太阳电池，中间通过同一柔性衬底连接，正面和背面的电池可单独用于光伏发电，

也可同时用于光伏发电；所述的双面太阳电池的正反两面由内向外结构为柔性衬底、钼硒

化层、CZTSSe吸收层、CdS缓冲层、ZnO/ITO窗口层、金属电极。

[0006] 进一步，所述的正面和背面太阳电池的吸收层均为Cu2ZnSn(Sx ,  Se1-x)4（缩写为

CZTSSe）薄膜，其中0<x<1。

[0007] 进一步，所述的柔性衬底为钼箔，正反两面抛光，可双面弯曲，厚度为0.5  ~2  mm。

[0008] 进一步，所述Mo硒化层的厚度为200  ~  2000  nm，所述CZTSSe吸收层的厚度为1  ~ 

4 μm，所述的CdS缓冲层厚度为40  ~  100  nm，所述的ZnO/ITO窗口层中ZnO和ITO层的厚度分

别为40  ~  60  nm和150  ~  300  nm。

[0009] 进一步，所述的金属电极为Ag或Al电极，厚度为300  ~  600  nm。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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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衬底的两面清洗：采用电化学清洗技术一次性清洗钼箔的两面；

（2）双面CZTSSe层制备：采用前躯体溶液旋涂技术，在钼箔衬底的两面分别旋涂CZTSSe

前躯体溶液，然后以架空退火的方式获得CZTSSe薄膜，多次重复旋涂和退火，得到厚度为1 

~  4 μm；

（3）双面Mo硒化层制备：将CZTSSe薄膜样品放入快速热退火炉中，采用高温硒化技术，

硒化CZTSSe薄膜和Mo衬底，获得结晶的CZTSSe层和Mo硒化层；

（4）双面CdS缓冲层制备：采用化学水浴沉积方法，同时在正反两面的CZTSSe薄膜上沉

积CdS层，控制沉积条件得到厚度为40  ~  100  nm；

（5）双面ZnO层制备：采用磁控溅射法在正反CdS层上先后两次沉积ZnO层，改变沉积条

件，得到厚度为40  ~  60  nm；

（6）双面ITO层制备：采用磁控溅射法在正反ZnO层上先后两次沉积ITO层，改变沉积条

件，得到厚度为150  ~  300  nm；

（7）双面金属电极制备：采用真空蒸镀技术在双面ITO层上先后两次沉积Ag或Al电极，

改变沉积条件，得到厚度为300  ~  600  nm。

[0011] 总体而言，通过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取得下列有

益效果：

（1）本发明的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具有正反两面都吸收太阳光的能力，实现多角度的利

用太阳光，提升太阳光的利用效率。

[0012] （2）本发明的柔性双面太阳电池，可以实现悬挂式放置，在太阳东升西落整个过程

中都能发电，大幅度降低占用面积。

[0013] （3）本发明的柔性双面太阳电池中采用钼箔作为中间的柔性衬底。金属钼箔能很

好匹配CZTSSe太阳电池工艺，具有很好的弯曲性和双面导电性，为双面电池提供了衬底支

撑。

[0014] （4）本发明的柔性双面太阳电池使用底衬结构，能够保证两面电池独立工作，不受

到制约。双面电池器件共用一个导电衬底，实现阳级共连，节省了器件串并联的成本。

[0015] （5）本发明的柔性双面太阳电池所采用的制备工艺（如CZTSSe薄膜的制备、CdS薄

膜的制备、钼硒化层的制备等），薄膜的两面都是在一次制备工艺中获得，大量节省时间和

成本，工艺具有极大创新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双面柔性CZTSSe太阳能电池横截面的SEM图像；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的正反面的性能曲线；

图中：1-柔性衬底、2-钼硒化层、3-CZTSSe吸收层、4-CdS缓冲层、5-ZnO层、6-ITO层、7-

金属电极。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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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于限定本发明。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

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18] 实施例1

双面CZTSSe薄膜的制备工艺：

（1）将单质铜、锌、锡、硫、硒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入乙二胺和乙二硫醇的混合液中，加热

搅拌获得均一澄清的CZTSSe前驱体溶液。

[0019] （2）把CZTSSe前驱体溶液转移到手套箱，将其滴到柔性钼箔一面（正面）上旋涂，

3000  rpm转30s，后在热台上300度结烧，钼箔的正面上获得一薄层的CZTSSe薄膜。

[0020] （3）将CZTSSe前驱体溶液滴到的钼箔的反面旋涂，3000  rpm转30s，随后将样品架

空，放在热台上方300度结烧，钼箔的反面上获得一薄层的CZTSSe薄膜。

[0021] （4）重复旋涂和烧结的过程，对上述薄膜的正反面进行交替沉积CZTSSe薄膜，重复

9次，在钼箔的正反面获得1.8 μm的双面CZTSSe薄膜。

[0022] 实施例2

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的具体制备过程：

（1）在恒压条件下，将钼箔置于甲醇(85mL)与浓硫酸(15mL)的混合溶液中通过电化学

清洗，清除其表面杂质及氧化钼。然后依次用去离子水、异丙醇、无水乙醇超声清洗，每项5

分钟，然后用氮气吹干。

[0023] （2）采用前躯体溶液旋涂技术，在钼箔衬底的两面分别旋涂CZTSSe前躯体溶液，然

后以架空退火的方式获得CZTSSe薄膜，多次重复旋涂和退火，得到厚度为1 μm  ~  4 μm；

（3）将带有CZTSSe层的Mo片样品和硒粉一起放入封闭的石墨盒中，置于氮气保护的快

速热退火炉中，在550℃的温度下硒化15min，获得结晶的CZTSSe层和Mo硒化层；

（4）采用化学水浴沉积方法，同时在正反两面的CZTSSe薄膜上沉积厚度为80  nm 的CdS

缓冲层，水浴温度为78  ℃，沉积时间16.5分钟。

[0024] （5）采用磁控溅射法在正反CdS层上先后两次沉积厚度为50  nm的ZnO层，设置溅射

的工艺参数为：本底真空度<1.0×10-4  Pa，工作真空度为2  Pa，射频溅射功率为80W，溅射时

间为8min。

[0025] （6）采用磁控溅射法在正反ZnO层上先后两次沉积厚度为200  nm的ZnO层，设置溅

射的工艺参数为：本底真空度<1.0×10-4  Pa，工作真空度为0.5  Pa，射频溅射功率为35  W，

溅射时间为33  min。

[0026] （7）采用真空蒸镀法，真空度为3×10-3  pa，蒸发电流为120  A，在双面ITO层上先后

两次沉积Ag或Al电极，沉积厚度为110  nm。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的正反两面均为柔性薄膜太阳电池，中

间通过同一柔性衬底连接，正面和背面的电池为对称结构，可单独用于光伏发电，也可同时

用于光伏发电；所述的双面太阳电池的正反两面由内向外结构为柔性衬底1、钼硒化层2、

CZTSSe吸收层3、CdS缓冲层4、ZnO层5、ITO层6、金属电极7。其中，所述的柔性衬底1为钼箔，

正反两面抛光，可双面弯曲，厚度为0.5  ~2  mm；所述Mo硒化层2的厚度为200  ~  2000  nm；所

述CZTSSe吸收层3的厚度为1  ~  4 μm；所述的CdS缓冲层4厚度为40  ~  100  nm；所述的ZnO层

5的厚度分别为40  ~  60  nm；所述ITO层6的厚度为150  ~  300  nm；所述的金属电极为Ag或Al

电极7，厚度为300  ~  6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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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如图2所示，正、反两侧的多层膜均匀分布在Mo箔柔性衬底的两侧，全层厚度约为

60 μm；正、反两侧电池的形貌和厚度相同。

[0029] 如图3所示，CZTSSe柔性双面太阳电池的两面都可以工作，都可以利用太阳能光。

从电流电压曲线可以得到，正面CZTSSe电池的开压为0.41  V，短路电流密度32.1  mA/cm2，

填充因子61%，光电转化效率8%；反面CZTSSe电池的开压为0.4  V，短路电流密度31.7  mA/

cm2，填充因子57%，光电转化效率7.3%。正反面的器件都有转化效率，并且转化效率比较接

近，显示出本发明的双面电池能够同时利用双向的太阳光，大幅提升太阳光利用率。

[0030]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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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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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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