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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揭示了一种无毒稳定钙钛矿的制备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称取反应原料，并将反

应原料投入有机溶剂中加热反应并搅拌2~12小

时；S2、向S1的反应产物中加入清洗溶剂并静置3

~5分钟；S3、对S2的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去除其溶

液部分得到沉淀物，随后使用清洗溶剂对沉淀物

进行3~5次清洗；S4、将S3中已完成清洗后的沉淀

物放置与烘箱中烘干5~8小时，得到最终产物。本

发明的制备方法避免了现有溶液制备法中在高

温下添加反应物及制备前驱体溶液的操作步骤，

不仅简化了反应工艺，同时也避免了固体反应法

中的特殊设备需求及反应气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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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毒稳定钙钛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制备路线如下，

其中，A、B为任意卤素原子，m、n、l、x、y、z为大于等于0的常数，且m和n不同时为0、l和x

不同时为0；

x为区间[0,6]内的任意常数；

当x为0时，反应式为，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称取反应原料，并将反应原料投入有机溶剂中加热反应并搅拌2～12小时；

S2、向S1的反应产物中加入清洗溶剂并静置3～5分钟；

S3、对S2的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去除其溶液部分得到沉淀物，随后使用清洗溶剂对沉淀

物进行3～5次清洗；

S4、将S3中已完成清洗后的沉淀物放置与烘箱中烘干5～8小时，得到最终产物；

在S1中，称取反应原料后，先将反应原料分别溶解于有机溶剂中，随后再加以混合并加

热反应；

在S1中，称取反应原料后，将反应原料中的任意两种或几种进行混合，随后将溶解于有

机溶剂中并加热反应。

S1中所述有机溶剂为1，4-丁内酯；

S1中所述将反应原料投入有机溶剂中加热反应，反应温度为25～220℃；

S1中所述将反应原料投入有机溶剂中加热反应，反应温度为7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毒稳定钙钛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S2和S3中所述

的清洗溶剂为醇类有机溶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毒稳定钙钛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S2和S3中所述

的清洗溶剂为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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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毒稳定钙钛矿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钙钛矿的制备方法，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的无

毒稳定钙钛矿的制备方法，属于光电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过去数十年间，钙钛矿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基于铅的钙钛矿电

池器件效率已经超过了20%。然而，传统技术中基于铅的钙钛矿材料的毒性极大地制约了其

进一步商业化应用，因此，对于无毒钙钛矿材料的研究迫在眉睫。

[0003] 近年来，基于Sn2+的钙钛矿因其绿色无毒的特性，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青睐。目前，

人们已经成功制备出基于Sn2+的太阳能电池器件。Shao  等人所研究的基于FASnI3钙钛矿电

池器件光电转化效率已经可以达到9%。同时，基于Sn2+的全无机钙钛矿CsSnI3也已经成功应

用于光伏器件中并得到了4.8%的光电转化效率。尽管与铅基钙钛矿相比，  基于Sn2+的钙钛

矿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毒性对人们的影响，但是其特性却更加不稳定，在空气中，Sn2+有被

氧化成为Sn4+的趋势，这极大地限制了Sn2+钙钛矿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因此，对于无毒稳

定的新型钙钛矿材料的生产制备及应用研究成为目前发展的新趋势。

[0004] 在最新的研究中，一种基于Sn4+的新型钙钛矿材料Cs2SnAxB6-x（其中A、B为卤素，0

≤x≤6）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种新型钙钛矿具备无毒稳定、窄带隙、吸收系数高等诸多优

点。在现有的研究结果中，Cs2SnAxB6-x已经成功的作为光吸收材料应用于平面结太阳能电池

和介孔型钙钛矿电池中，并分别获得了将近1%的光电转化效率。同时，研究表明，Cs2SnAxB6-x

还具备良好的空穴传输性能，可以作为空穴传输材料应用于固态染料敏化电池中，从而避

免液态染料敏化电池中电解质对电池的腐蚀及因液态电解质存在导致的封装难题。除此之

外，研究人员还对Cs2SnAxB6-x的同系物进行了探索研究，主要包括用Ag、Te等取代Sn合成相

关的钙钛矿材料并对其光电性能进行了探索研究。这一系列结果表明，这种新型钙钛矿材

料的生产制备及应用研究对新一代无毒稳定太阳能电池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0005] 在Cs2SnAxB6-x的生产制备方面，目前所报道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固体反应法和溶

液反应法。固体反应法不仅需要高达400℃的高温，而且需要特殊的设备以保证高真空环境

或者惰性气体气氛，不利于规模化生产。在溶液反应法方面，一般是使用Sn4+或者Sn2+溶液

作为Sn源（Sn2+溶液先被氧化为Sn4+溶液），与CsA（A为卤素）溶液反应生成目标产物。虽然上

述操作方法并不复杂，但在实验尝试中，研究人员仍然发现了上述方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比如在这些制备方法中需要在120℃的高温下加入起始反应物，或需要先制备前驱体溶液

以进行下一步反应，这些都给制备过程带来了较大的限制，因此上述固体反应法或溶液反

应法均不利于这种无毒稳定钙钛矿Cs2SnAxB6-x的规模化生产制备，从而影响其在太阳能电

池中的进一步应用。

[0006] 综上所述，如何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无毒稳定钙钛矿Cs2SnAxB6-x的

制备方法，尽可能地简化反应方法、克服制备过程中的各种限制条件，也就成为了业内技术

人员新的研究方向。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052455 B

3



发明内容

[0007] 鉴于现有技术存在上述缺陷，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无毒稳定钙钛矿的制备方法，

[0008] 制备路线如下，

[0009] ,

[0010] 其中，A、B为任意卤素原子，m、n、l、x、y、z为大于等于0的常数，且m和n不同时为

0、l和x不同时为0；

[0011] x为区间[0,6]内的任意常数；

[0012] 当x为0时，反应式为，

[0013] ，或

[0014] ，

[0015]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S1、称取反应原料，并将反应原料投入有机溶剂中加热反应并搅拌2~12小时；

[0017] S2、向S1的反应产物中加入清洗溶剂并静置3~5分钟；

[0018] S3、对S2的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去除其溶液部分得到沉淀物，随后使用清洗溶剂对

沉淀物进行3~5次清洗；

[0019] S4、将S3中已完成清洗后的沉淀物放置与烘箱中烘干5~8小时，得到最终产物。

[0020] 优选地，在S1中，称取反应原料后，先将反应原料分别溶解于有机溶剂中，随后再

加以混合并加热反应。

[0021] 优选地，在S1中，称取反应原料后，将反应原料中的任意两种或几种进行混合，随

后将溶解于有机溶剂中并加热反应。

[0022] 优选地，S1中所述有机溶剂为1，4-丁内酯。

[0023] 优选地，S1中所述将反应原料投入有机溶剂中加热反应，反应温度为25~220  ℃。

[0024] 优选地，S1中所述将反应原料投入有机溶剂中加热反应，反应温度为70℃。

[0025] 优选地，S2和S3中所述的清洗溶剂为醇类有机溶剂。

[0026] 优选地，S2和S3中所述的清洗溶剂为乙醇。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28] 本发明所提供的Cs2SnAxB6-x（A、B为卤素）的新型溶液制备方法避免了现有溶液制

备法中在高温下添加反应物及制备前驱体溶液的操作步骤，不仅简化了反应工艺，同时也

避免了固体反应法中的特殊的设备需求及反应气氛要求，制备方法整体操作简单，可直接

应用于规模化生产制备的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0029] 此外，本发明也为同领域内的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可以以此为依据进行拓

展延伸，运用于同领域内其他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0030] 以下便结合实施例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详述，以使本发明

技术方案更易于理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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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分别使用1，4-丁内酯（GBL）及N,  N-二甲基甲酰胺为反应

溶剂所制备的  Cs2SnI6的XRD表征图；

[0032] 图2 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使用GBL为溶剂所制备的  Cs2SnI6 的EDS表征图；

[0033] 图3 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制备的  Cs2SnBr6 的XRD表征图；

[0034] 图4 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制备的  Cs2SnBr3I3 的XRD表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本发明揭示了一种无毒稳定钙钛矿的制备方法，

[0036] 制备路线如下，

[0037]

[0038] 其中，A、B为任意卤素原子，m、n、l、x、y、z为大于等于0的任意常数，并且M和N不同

时为0，L和X不同时为0；x为0~6之间的任意常数，此处包括0和6两个常数。特别的，当x为0

时，反应式为:

[0039] ,

[0040] 或

[0041] ,

[0042]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3] S1、称取反应原料，并将反应原料投入有机溶剂中加热反应并搅拌2~12小时。所述

有机溶剂为1，4-丁内酯（GBL），使用这种有机溶剂可以获得非常纯的目标产物。反应温度为

25~220℃，在本实施例中，优选的反应温度为70℃。

[0044] S2、向S1的反应产物中加入清洗溶剂并静置3~5分钟。

[0045] S3、对S2的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去除其溶液部分得到沉淀物，随后使用清洗溶剂对

沉淀物进行3~5次清洗。所述清洗溶剂为醇类有机溶剂，在本实施例中，优选为乙醇。

[0046] S4、将S3中已完成清洗后的沉淀物放置与烘箱中烘干5~8小时，得到最终产物。

[0047] 在S1中，称取反应原料后，可以有两种操作方式，其一，可以先将反应原料分别溶

解于有机溶剂中，随后再加以混合并加热反应。其二，可以将反应原料中的任意两种或几种

进行混合，随后将溶解于有机溶剂中并加热反应。

[0048]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上述技术方案进行具体说明。

[0049] 实施例1：Cs2SnI6的合成

[0050] 分别称取1.036g的CsI，0.744g的SnI2，0.508g的I2，取5  ml有机溶剂1，4-丁内酯

（GBL）或者N,N-二甲基甲酰胺（DMF），依次加入含有磁子的10  ml反应瓶中形成混合溶液。将

混合溶液置于磁力热板上在70  ℃下搅拌反应，10小时后停止反应，向反应瓶中加入无水乙

醇静置3-5分钟，然后将反应瓶中上部溶液部分除去得到黑色沉淀物，接下来再使用无水乙

醇对沉淀清洗3-5次，清洗完成后将沉淀放置于烘箱中70  ℃烘干5-8小时得到最终产物。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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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使用GBL及DMF为反应溶剂时所得产物的XRD测试表征图，图中虚线为模拟  Cs2SnI6 数

据。当使用GBL为反应溶剂时，产物XRD衍射峰与模拟Cs2SnI6数据峰完全重合，没有杂质峰的

存在；当使用DMF为反应溶剂时，所得产物的XRD测试表征图中出现了CsI的衍射峰，即产物

中出现了CsI杂质。附图2为使用GBL为反应溶剂时所得产物的EDS测试表征图，其中产物原

子个数比Cs:Sn:I=20.98:12.75:66.27，基本符合Cs2SnI6中的原子个数比，证明产物有很高

的纯度。

[0051] 实施例2：Cs2SnBr6合成

[0052] 分别称取0.85g的CsBr，1.11g的SnBr2，量取5ml有机溶剂1，4-丁内酯，依次加入含

有磁子的10  ml反应瓶中形成混合溶液。将混合溶液置于磁力热板上在70  ℃下搅拌反应，

10小时后停止反应，向反应瓶中加入无水乙醇静置3-5分钟，然后将反应瓶中上部溶液部分

除去得到沉淀物，接下来再使用无水乙醇对沉淀清洗3-5次，清洗完成后将沉淀放置于烘箱

中70  ℃烘干5-8小时得到最终产物。附图3为产物的XRD测试表征图，图中虚线为模拟 

Cs2SnBr6  数据，产物XRD衍射峰与模拟Cs2SnBr6数据峰重合。上述结果表明，当使用CsBr和

SnBr2为反应原料，GBL为反应溶剂时，可以得到目标产物Cs2SnBr6。

[0053] 实施例3：Cs2SnBr3I3合成

[0054] 分别称取0.1170  g的CsI，0.1007  g的SnI2，0.0376  g的SnBr2，量取0.5  ml有机溶

剂1，4-丁内酯，依次加入含有磁子的5  ml反应瓶中形成混合溶液。将混合溶液置于磁力热

板上在70  ℃下搅拌反应，10小时后停止反应，向反应瓶中加入无水乙醇静置3-5分钟，然后

将反应瓶中上部溶液部分除去得到沉淀物，接下来再使用无水乙醇对沉淀清洗3-5次，清洗

完成后将沉淀放置于烘箱中70  ℃烘干5-8小时得到最终产物。附图4为产物的XRD测试表征

图，图中虚线为模拟  Cs2SnBr3I3数据，产物XRD衍射峰与模拟Cs2SnBr3I3数据峰重合。上述结

果表明，当按照一定比例使用CsI,SnI2和SnBr2为反应原料，GBL为反应溶剂时，可以得到目

标产物Cs2SnBr3I3。

[0055] 本发明所提供的Cs2SnAxB6-x（A、B为卤素，0≤x≤6）的新型溶液制备方法避免了现

有溶液制备法中在高温下添加反应物及制备前驱体溶液的操作步骤，不仅简化了反应工

艺，同时也避免了固体反应法中的特殊的设备需求及反应气氛要求，制备方法整体操作简

单，可直接应用于规模化生产制备的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0056] 此外，本发明也为同领域内的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可以以此为依据进行拓

展延伸，运用于同领域内其他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005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5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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