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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太阳能电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包括以下工艺步

骤：步骤S1，在基材上形成背电极层；步骤S2，在

所述背电极层上形成吸收层；步骤S3，对所述吸

收层进行热氧化。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电池组件

制备工艺，背电极上形成吸收层后，对所述吸收

层进行热氧化处理，通过对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

理，促进吸收层对氧的吸收，吸收层吸收氧原子，

从而利用氧原子钝化吸收层的硒空位缺陷，重塑

晶体结构，提高吸收层的薄膜质量，进而提高太

阳能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提高太阳能

电池性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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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S1，在基材上形成背电极层；

步骤S2，在所述背电极层上形成吸收层；

步骤S3，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氧化处理为：

在含氧气氛中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退火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含氧

气氛为包含以下气体的气氛：

10-100％体积分数的氧气和0-90％体积分数的惰性气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热退火处理的退火温

度为100-800℃，热退火时间为1-1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步骤S4，在热氧化处理后的吸收层上形成缓冲层；

步骤S5，在所述缓冲层上形成高阻层；

步骤S6，在所述高阻层上形成窗口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4中，通过化学浴工艺在热氧化后的所述吸收层上形成缓冲层，所述缓冲层为硫

化镉层；

步骤S5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在所述缓冲层上形成所述高阻层，所述高阻层为本

征氧化锌或掺铝氧化锌层；

步骤S6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在所述高阻层上形成所述窗口层，所述窗口层为透

明导电氧化物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导电氧化物

层为掺铝氧化锌层或氧化铟锡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1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在所述基材上形成所述背电极层，所述背电极层为

金属Mo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材为玻璃衬底

或柔性衬底。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通过三步共蒸工艺在所述背电极层上形成所述吸收层，所述吸收层为铜铟

镓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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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电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现有的利用共蒸发法制备CIGS薄膜电池的典型工艺为，先在衬底上通过磁控

溅射工艺制备一层均匀的Mo薄膜层作为背电极，Mo层的厚度为500nm左右；在Mo层上通过

Cu、In、Ga、Se四种蒸发源实现共蒸发，制备CIGS四元化合物吸收层，吸收层的厚度为1.5μm

左右；在吸收层之上再依次用化学水浴法或溅射法等制备缓冲层、用磁控溅射法制备高阻

层和TCO窗口层，最后制备栅线电极。CIGS吸收层的质量是决定薄膜太阳能电池效率的关键

因素，然而现有的薄膜太阳能电池中的CIGS薄膜存在硒空位，制约了薄膜的晶体质量和光

电转换效率，其中硒空位是一种补偿型施主和复合中心缺陷，是CIGS薄膜的主要缺陷类型

之一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薄膜太阳能电池中的CIGS薄膜中存在硒空位

会影响薄膜晶体质量和光电转换效率。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步骤S1，在

基材上形成背电极层；

[0005] 步骤S2，在所述背电极层上形成吸收层；

[0006] 步骤S3，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理。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热氧化处理为：

[0008] 在含氧气氛中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退火处理。

[0009] 进一步地，步骤S3中，含氧气氛为包含以下气体的气氛：

[0010] 10-100％体积分数的氧气和0-90％体积分数的惰性气体。

[0011] 进一步地，热退火处理的退火温度为100-800℃，热退火时间为1-10min。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还包括：

[0013] 步骤S4，在热氧化处理后的吸收层上形成缓冲层；

[0014] 步骤S5，在所述缓冲层上形成高阻层；

[0015] 步骤S6，在所述高阻层上形成窗口层。

[0016] 进一步地，步骤S4中，通过化学浴工艺在热氧化后的所述吸收层上形成缓冲层，所

述缓冲层为硫化镉层；

[0017] 步骤S5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在所述缓冲层上形成所述高阻层，所述高阻层

为本征氧化锌或掺铝氧化锌层；

[0018] 步骤S6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在所述高阻层上形成所述窗口层，所述窗口层

为透明导电氧化物层。

[0019] 进一步地，所述透明导电氧化物层为掺铝氧化锌层或氧化铟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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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进一步地，步骤S1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在所述基材上形成所述背电极层，所

述背电极层为金属Mo层。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基材为玻璃衬底或柔性衬底。

[0022] 进一步地，步骤S2中,通过三步共蒸工艺在所述背电极层上形成所述吸收层，所述

吸收层为铜铟镓硒层。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背电极上形成吸收

层后，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理，通过对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理，促进吸收层对氧的吸

收，吸收层吸收氧原子，从而利用氧原子钝化吸收层的硒空位缺陷，重塑晶体结构，提高吸

收层的薄膜质量，进而提高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提高太阳能电池性能的

目的。

附图说明

[0024] 本发明上述和/或附加方面的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变得明显

和容易理解，其中：

[0025]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的流程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所述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

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8]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步骤S1，在基材上形成

背电极层；步骤S2，在所述背电极层上形成吸收层；步骤S3，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理。

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背电极上形成吸收层后，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氧

化处理，通过对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理，促进吸收层对氧的吸收，吸收层吸收氧原子，从而

利用氧原子钝化吸收层的硒空位缺陷，重塑晶体结构，提高吸收层的薄膜质量，进而提高太

阳能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提高太阳能电池性能的目的。

[0029] 优选地，步骤S3包括：在含氧气氛中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退火处理，即对所述吸收

层进行热氧化为在含氧的环境下，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退火处理；在含氧的环境中氧气含

量充足，能够提高吸收层对氧原子的吸收，提高氧原子对吸收层的钝化效果，进而降低硒空

位缺陷，增强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提高太阳能电池性能的目的。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含氧气氛是指包含以下气体的气氛：10-100％体积分数的氧气和

0-90％体积分数的惰性气体，即所述热退火的环境中采用单独的氧气或氧气与惰性气体的

混合气体，在氧气与惰性气体混合时，氧气的体积分数大于10％，这样能够保证所述吸收层

吸收氧原子的钝化效果，同时氧气与惰性气体的混合环境，能够避免热退火过程中存在其

他气体(如还原性气体)对热氧化效果造成影响；所述步骤S3具体为，在纯氧环境下或在氧

气与惰性气体混合的环境下，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退火处理。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

氧气的体积分数为10％，惰性气体的体积分数为90％；所述氧气的体积分数为50％，惰性气

体的体积分数为50％；所述氧气的体积分数为100％，惰性气体的体积分数为0％，即纯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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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其中，所用的惰性气体例如可以为氮气、氩气等。

[0031] 本申请中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退火处理的退火温度为100-800℃，热退火时间为

1-10min；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中，在纯氧环境下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退火处理，退火温度

为100℃，退火时间为1min；本申请的另一个实施例中，在纯氧环境下对所述吸收层进行热

退火处理，退火温度为400℃，退火时间为8min；本申请的又一个实施例中，在纯氧环境下对

所述吸收层进行热退火处理，退火温度为800℃，退火时间为10min。

[0032] 如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还包括：步骤S4，在热氧化后

的吸收层上形成缓冲层；步骤S5，在所述缓冲层上形成高阻层；步骤S6，在所述高阻层上形

成窗口层。这样，基材、背电极、吸收层、缓冲层、高阻层和窗口层构成所述太阳能电池组件，

所述吸收层、所述缓冲层和所述高阻层之间形成PN结，所述窗口层为前电极。其中本申请中

所述基材可以为玻璃衬底，也可以为柔性衬底如不锈钢衬底；步骤S1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

工艺在所述基材上形成所述背电极层，所述背电极层为金属Mo层，优选地，所述物理气相沉

积工艺为磁控溅射工艺，当然，在本申请中也可以采用其他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制造所述金

属Mo层。步骤S2中,通过三步共蒸工艺在所述背电极层上形成所述吸收层，所述吸收层为铜

铟镓硒(CIGS)层。步骤S4中，通过化学浴工艺在热氧化后的所述吸收层上形成缓冲层，所述

缓冲层为硫化镉(CdS)层；步骤S5中，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在所述缓冲层上形成所述高阻

层，所述高阻层为本征氧化锌(i-ZnO)或掺铝氧化锌(AZO)层，优选地，所述物理气相沉积工

艺为磁控溅射工艺；当然，在本申请中也可以采用其它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制造所述高阻层；

步骤S6：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在所述高阻层上形成所述窗口层，所述窗口层为透明导电

氧化物(TCO)层；优选地，优选地，所述物理气相沉积工艺为磁控溅射工艺；当然，在本申请

中也可以采用其它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制造所述窗口层；在本申请中所述透明导电氧化物层

为掺铝氧化锌(AZO)层或氧化铟锡(ITO)层。

[0033] 下面以不锈钢衬底作为基材为例具体说明本申请提供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

艺：

[0034] 使用磁控溅射方法在不锈钢衬底上沉积一层均匀的Mo背电极层；

[0035] 使用三步共蒸发法制备铜铟镓硒吸收层；之后对吸收层进行含氧气氛下的热退

火，退火温度为500℃，退火时间为10min，使用的气体是纯氧；

[0036] 使用化学浴方法制备硫化镉缓冲层；

[0037] 使用磁控溅射方法制备本征氧化锌层；

[0038] 使用磁控溅射方法制备氧化铟锡层。

[0039]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备工艺，背电极上形成吸收层后，对所

述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理，通过对吸收层进行热氧化处理，促进吸收层对氧的吸收，吸收层

吸收氧原子，从而利用氧原子钝化吸收层的硒空位缺陷，重塑晶体结构，提高吸收层的薄膜

质量，进而提高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提高太阳能电池性能的目的。

[004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

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

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

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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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连

通”、“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连通，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连通，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

发明中的具体含义。此外，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

以上。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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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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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10634986 A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10634986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