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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existing standard lines can be upgraded

Best effi ciency in mass production
Effi ciency rate of > 21% achieved

Excellent CoO / ROI
3.4 USD Cent/Wafer
11 months payback time for mono material

Proven experience in PERC
18 GW installed globally

Why upgrad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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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h higher Wp pri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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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 future dema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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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 usage of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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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几年前仅在太阳能电池科研人员的小圈
子内才会讨论的 PERC 技术，如今已被大
多数光伏从业人员所了解。PERC 的全称
是钝化发射极和背面电池。

简而言之，PERC 电池的概念就是
仅通过增加两种不同的生产设备，实现
电池效率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同时其
生产成本较之常规电池又能保持竞争
性。事实上，现阶段多数太阳能电池制
造商都已具备 PERC 电池制造能力 — 
至少其部分产线已配套 PERC 生产设
备，并且这一趋势正在迅速不断多大。 
（第 1 章—”PERC 电池简介”）

PERC 电池结构是从常规背场电池
（BSF）结构自然衍生而来。BSF 电池
具有先天的局限性，随着业界对电池提效
愈来愈高的关注，这种局限性越发明显。
PERC 电池的制造涉及背面钝化膜沉积，
然后背面开槽以形成背接触。背面钝化材
料需要具有较高的固定负电荷，同时又能
提供化学钝化的能力。氧化铝具备这些条
件，目前是生产 PERC 电池的首选材料。 
（第 2 章—“PERC 电池生产流程”）

沉积氧化铝的方法，量产可行方案可
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
与原子层沉积（ALD）之间选择。前者已
在氮化硅沉积上久经考验，后者源自半导
体工业。目前用于 PERC 电池生产工艺中
AlOx 沉积的主要是 PECVD 系统，这一领
域的顶级供应商已发布了其新型设备。例
如，引领市场的 Meyer Burger 公司开发出

一款新产品，可以三合一完成背面钝化叠
层沉积及正面发射极钝化膜沉积。

在过去一年中，ALD 供应商也开发
了更多的设备。 SoLayTec 正在推广其对
硅片厚度具有高适应性的下一代型号，而
Levitech开发了一种涂层，用于避免在反应
器内产生非设计性的氧化铝沉积。 来自中
国的理想能源（Ideal Energy）（在 2016
年版 PERC 报告中未收录）开发了一种混
合平台，结合了空间区隔式 ALD 以及在线
嵌入式 PECVD 沉积技术的优点。

PERC技术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可以继
续使用久经考验的丝网印刷进行金属化工
艺。但在工艺耗材方面不可避免的需要进
行相应调整，及采用专门的浆料方案。 行
业领先供应商如 Heraeus 与 DuPont 等公
司已经开始向市场供应 PERC 特殊浆料，
并且其产品正在不断地升级中。

一些日子以来，每当太阳能电池效率
纪录又一次被打破时，其技术十有八九
是 PERC。截至本报告发布之日（2017
年 4 月 16 日），PERC 电池效率纪录为
22.61％，由天合光能在 2016 年 12 月创
造。我们总结了来自单晶和多晶 PERC 电
池厂商近期发布的 PERC 电池效率记录。 
（第 3 章—“ PERC 电池效率纪录”）

根据我们的调查，2016 年底 PERC 产
线的装机产能约为 13.4 吉瓦。鉴于许多
工厂还在试机阶段，所以我们估计 2016
年实际产量约为 7.9 吉瓦。PERC 产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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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量以及相关制造设备的订单都在持续增
长。虽然尚有一些生产设备供应的瓶颈，
但我们估计至 2017 年底 PERC 电池装机
产能将达到 20 吉瓦，产量约为 14 吉瓦。 
（第 4 章—“ PERC 电池产能情况”）

PERC 技 术 市 场 化 初 期，Qcells 与
REC 等厂家都选择多晶作为主要产品路
线，然而整个市场转向单晶的趋势已非
常明显。虽说有几家厂商同时也下注多晶 
PERC 电池，但多数新增生产设备订单还
是归于单晶电池。事实上，多晶 PERC 尚
面临着一些挑战，但目前已有新的针对性
解决方案。当前断言多晶 PERC 时代已
经逝去还为时过早，尤其是在湿法蚀刻设
备生产商，如 Schmid，RCT 或 RENA，
都已在黑硅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的当下。 
（第 5 章—“多晶 PERC 的机遇与挑战”）

那么，PERC 的下一步又会走向何处
呢？双面电池被囊括在几乎每个组件制造商
的战略计划中。 PERC 是最简单和最具成本
效益的双面结构。当 PERC 结构极好地解
决了被忽视已久的电池背面优化问题之后，
对于电池发射极侧的优化也愈受瞩目。通常
正面优化的方法是使用高方阻发射极。浆料
供应商曾极力推动这方面的研发。选择性发
射极目前是发射极优化的另一种替代方案。
事实上，那些 21.5％之上的 PERC 高效电
池，大多数都采用了选择性发射极技术。 
（第 6 章—“PERC 电池技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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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RC 电池简介

几年前仅在太阳能电池科研人员的小
圈子内才会讨论的 PERC 技术，如今已被
大多数光伏从业人员所了解。简而言之，
PERC 电池的概念就是仅通过增加两种不
同的生产设备，实现电池效率一个百分点
的提高，同时其生产成本较之常规电池又
能保持竞争性。如此好的技术自然受到各
大厂商的关注。事实上，现阶段多数太阳
能电池制造商都已具备 PERC 电池制造能
力 - 至少其部分产线已配套 PERC 生产设
备，并且这一趋势正在迅速不断多大。

1.1 PERC 是什么？
在过去，光伏电池效率的提升大都通过

改进电池正面获得，而最近光伏工业将其
关注点转移到了电池背面。更确切地说，

目前的焦点集中于电池背面钝化和对金属
化方案的改进。常规光伏电池工艺在进行
了这些简单的改进之后，使加工的硅片获
得了一个新的名字 — PERC 电池，全称为
钝化发射极和背面电池。

PERC 电池结构是从常规铝背场电池
（BSF）结构自然衍生而来。BSF 电池具
有先天的局限性，随着业界对电池提效的
关注愈来愈高，这种局限性越发明显。应
用于常规 BSF 电池背表面的金属铝膜层
中，复合速度无法降至 200 cm/s 以下。到
达铝背层的红外辐射光只有 60% 到 70% 
能被反射回去。通过在电池背面附上介质
钝化层，可大大减少这种光电损失，这就
是 PERC 电池的工作原理。这个概念仅针
对电池背面进行了优化，尤其是降低了光
伏电池背面的复合损失，与电池正面无关。

正面金属电极

ARC及钝化膜

n+磷扩散发发射极

钝化叠层激光开槽处
形成的局部铝背场

钝化叠层

背部电极

铝背场

常规电池  对比 PERC电池
常规铝背场电池 PERC电池

较小的结构变化：正如图中所示，对比常规光伏电池，PERC电池结构仅涉及增加背面钝化层的问题   增加背面钝化工序：背面钝化是常规晶硅电池成为 PERC 电池所增加的主要工序。

常规电池 对比 PERC 电池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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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任何对电池正面的进一步改进，
如引进创新的金属化概念、提升结性能等，
都将进一步提升 PERC 电池的性能。这个
概念在生产上也相对容易实施，只需在常
规生产流程上增加 2 到 3 个步骤即可。

光伏行业对这种既简单又能提高效率
的技术热情高涨，PERC 电池如今成了行
业谈论的焦点。不过，PERC 并不是一个
新兴的概念，于三十年前就早已出现。这
个概念由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科学家
马丁格林和他的同事在 1983 年首次提出，
并于 1989 年发表了一份科技论文，其中
宣布这种电池的效率达到当时的世界纪录 
22.8%。不过，当时这种高效电池还只是应
用在如太阳能赛车等一些小众系统上，未
能进入主流市场。经过 2011 到 2013 年光
伏行业的危机后，首批电池生产商开始对
其产线进行 PERC 升级。2015 年公布的一
大批计划新增电池产能采用的都是 PERC 
架构，并且目前已大量投入运营。投入 
PERC 技术的趋势表现在旧产线升级和新
产线扩产两个方面。基于这些原因，我们
对 PERC 电池产量和产能的估计变得比以
前更为乐观。此外，新公布的国际光伏路
线图（ITRPV）也提升了其对 PERC 前景

的预期 - 预测 2017 年其市场份额将超过
22％，高于前一版的 15％。目前 ITRPV 认
为 PERC 在 2024 年将成为主流技术，并
占有超过 50％的市场份额 。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经常看到有公司宣
布对 PERC 电池效率实现了新的提升，不
断刷新了量产 PERC 电池效率的世界纪录。
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量投入 PERC 生
产的企业都实现了量产效率的提高。

PERC 技术的巨大潜力促使我们在
2016 年初发布了第一份深度 PERC 技术报
告。在我们再次检视 PERC 时，发现其正
成为一个快速成熟的细分市场，并在各个
方面不断进行着改进 --- 研发人员对该技术
不断提出的新见解，来自现有以及新兴供
应商性能更佳的制造设备及工艺材料，已
经催生出第二代 PERC 电池的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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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 电池的工艺流程包括：沉积背
面钝化层，然后开槽形成背面接触。相较
常规光伏电池的工艺流程新增了两个重要
工序（见第 8 页附图）。此外，基于湿式
化学工作台的边缘隔离工序需要针对背面
抛光稍做调整。也就是说，硅片背绒面金
字塔结构需要被溶蚀掉。抛光的程度基于
所选技术的不同而异。因此，钝化膜沉积

设备和开槽设备（可采用激光或化学蚀刻
方法）是需要在传统电池产线上额外增加
的加工设备。对于较少应用的激光边缘隔
离处理工艺生产线，需要增加一个化学湿
式工作台进行背面抛光。

2. PERC 电池生产流程

双面制绒 磷扩散（管式炉）

需要为PERC
优化的工序

单面蚀刻 + 边缘隔离
正面氮化硅ARC + 钝化层沉积

沉积背面钝化叠层
（氧化铝 + 外覆氮化硅）

背面钝化层激光开槽

PERC电池所需两道额外工序

正面金属电极
ARC & 钝化膜

n+磷扩散发射极

钝化叠层激光开槽
处形成的局部铝背场

背面钝化层
背面电极

金属化工序后的PERC电池

变化不大：相对于常规电池产线，PERC 电池产线仅需增添两套设备 - 背面钝化处理以及激光
开槽设备，如本流程图所示。也就是说升级至 PERC 极为方便，甚至一条全新 PERC 产线也不
会花费过多。

PERC 电池生产工艺流程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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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钝化膜
在深入了解 PERC 技术之前，我们先

介绍一些有关钝化膜的基础知识。

凡事都有缺点， 即便是精挑细选的硅
锭也会有晶体缺陷。比如，从硅锭上锯下
硅片这个最基本的步骤也会造成硅片两面
晶格的损坏。硅原子的周期性排列被打乱
产生的悬空键，相当于一个复合中心。硅
片内部和硅片表面的杂质及缺陷会对光伏
电池的性能造成负面影响，钝化工序就是
通过降低表面载流子的复合来减小缺陷带
来的影响，从而保证电池的效率。

钝化可以通过两种互补的方法完成——
大幅削减某一电极载流子到达表层；以及
通过饱和悬空键来弱化介面电子态。后者

又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较简单一种是饱
和表面悬空键，方法是提供一个使原子拥
有足够时间和能量以令其能量值达到饱悬
空键最佳状态的表层；另一种是沉积高氢
介质膜，并在随后的加热过程中将氢释放
出来，氢填补了悬空键的空穴，从而令其
失去活性。以上钝化机制叫做化学钝化法。
还有一种钝化机制，称为场效应钝化，是
指在表面附近营造一片电场，以排斥相同
极性的载流子。这可以通过降低高表面浓
度的掺杂密度来实现。此外，通过增加一
层具有高度稳定电荷的介质膜也能在表面
附近营造一个梯度电场，从而提供场钝化
效应。（第 9 页附图中阐释了多种晶硅
电池钝化方法）。

氮化硅已成为常规电池正面最可靠的钝
化材料，因为它有优秀的抗反射性，且能

晶硅光伏电池的钝化

不论正面钝化还是背面钝化， 硅表面钝化都可以通过两种互补的方法实现——场效应钝化和化学钝化。如上图所示，这两种钝化方式可通过不同方式完成。

场效应钝化：在近表面处创
建电场，以相同极性排斥载
流子

化学钝化：以及通过饱和悬
空键来弱化介面电子态

降低高表面浓度的掺杂密度。 增加一层具有高度稳定电荷的
介质膜在表面附近营造一个梯
度电场。

提供一个使原子拥有足够时间
和能量以饱悬空键的表层。

沉积高氢介质膜，后续工序中
将氢原子释放出来，填补空穴
，从而钝化悬空键。

钝化

钝化方法： 正反面的硅表面钝化，可以通过两种互补的方法完成 - 场效应钝化与化学钝化，这两
种钝化方法各自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实现，如本流程图所示。

晶硅光伏电池的钝化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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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很好的场钝化效应，并能较好地弱化
界面电子态。至于背面，目前的工艺是将
金属铝在烧结过程中与硅结合形成P 型区，
作为背电场（BSF）。这种铝背场的设计
恰恰是模仿了场钝化，也就是说在设计常
规光伏电池结构时，电池背面的化学钝化
效应被完全忽略了。PERC 概念的核心就
在于为常规光伏电池增加全覆盖的背面钝
化膜。

2.2 背面钝化

2.2.1 背钝化材料

说到背面钝化的理想材料，人们自然把
目光锁定到氮化硅上，这是一种应用十分
广泛的钝化材料，尤其适用于大规模生产。
然而，在这里氮化硅却并不适用。虽然这
种材料已证明能够对电池迎光面进行化学
钝化，但却不适用于电池背面。如果氮化
硅应用于 P 型表面，由于固定正电荷密度
极高（高达 1013/cm3)，会在膜下面形成一
个反转层。如果该反转层与基层接触，就
会导致寄生分流，引发额外短路电流密度
损耗。

2.2.1.1 氧化铝 — 首选钝化材料

所需寻找的背钝化材料要有高密度的固
定负电荷，同时还要具有化学钝化作用。
氧化铝恰好符合这些要求。来自德国纽伦
堡大学的 Rudolf Hezel 和他的团队早在 
1989 年就曾在电化学学会周刊上发表过一
篇科技论文 (《Low Temperature Surface 
Passivation of Silicon for Solar Cells》），
证明了氧化铝的这些出色钝化功能。但这
一概念不知如何石沉大海，直到 2006 年
才被比利时微电子研究 中 心 （IMEC）
( 《 Very Low Surface Recombination 

Veloci t ies on p-type Si l icon Wafers 
Passivated with a Dielectric with Fixed 
Negative Charge. Authors: G. Agostinelli 
et al. 》 ) 以及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 (TU/
e) (《Ultralow Surface Recombination of 
c-Si Substrates Passivated by Plasma-
Assisted Atomic Layer Deposited Al2O3. 
Authors: B. Hoex et al. 》 ) 重新发现。从
那时起，氧化铝就成了用于晶硅电池 P 型
表面钝化的最终材料，但对其真正规模化
的应用却是在十年后的今天。氧化铝的傲
人之处在于固定负电荷密度高达 1013/cm3。
多数钝化膜都带正电荷，如氧化硅和氮化
硅，而氧化铝则不同。在沉积过程当中，
负电荷恰好处在氧化铝和硅晶表面生成的
氧化硅界面的交界处，可确保产生高效的
场钝化效果。氧化铝化学钝化的效果也非
常好，扮演着高效的氢原子储库作用，在
热处理过程中提供充足的氢原子，使硅片
表层悬空键达到饱和。就其光学性质而言，
氧化铝膜的带隙为  6.4eV，可以容许光伏
电池所需的一部分阳光透过。唯一的不足
在于折射率很低，只有 1.65，这使氧化铝
不太适合作为增透膜单独出现在发射极面
上。不过，氧化铝作为电介质可以很好地
执行背面反射功能。

2.2.1.2  氮氧化硅 — 历史最悠久的量产解
决方案 

 氮氧化硅也曾用于 PERC 电池的量
产，其时间实际上甚至早于氧化铝 。德国
Centrotherm 公司是唯一曾向市场推出基
于氮氧化硅背钝化解决方案设备的厂商，
SolarWorld 公司曾是其在 PERC “早期时
代”的最大客户。据 Centrotherm 公司技术
及销售高级副总裁 Josef Haase 说，尚存
在一些甚至是位于欧洲的企业仍在使用氮
氧化硅，并且令其 PERC 电池获得了出色
的效率。当然这些企业永远不会说他们在
使用氮氧化硅，他同时补充道。在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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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电介质的特性

电
介
质

使用晶
硅类型

量产适用沉
积工艺

沉积后续
工序中的
稳定性

场效应钝
化质量

化学钝化
质量

整体钝化
质量 加工费用

PERC 应
用量产情

况
局限

氧
化
铝

单晶
多晶

PECVD,
ALD, 
APCVD,
溅射

              
新型材料，需使用昂
贵前驱体
TMA

热
生
长
氧
化
硅

单晶
高温热生
长  *         

沉积极薄薄膜可行的
量产方案，
但因自身钝化效果的
不充分，需
外覆氧化铝和氮化硅
叠层。

氮
氧
化
硅

单晶 PECVD              

金属化工序需要特别
仔细优化，
仅仅适用于单晶硅。
mono

碳
化
硅

单晶
多晶

PECVD          
高密度固定正电荷形
成反转层。

非
晶
硅

单晶
多晶

PECVD  **             

不适用于一般加工环
境，而低温
加工可以获得极佳效
率 ( 例如松下
HIT) 。

氮
化
硅

单晶
多晶

PECVD           
高密度固定正电荷形
成反转层。

图例 : “   ” 极优 “   ” 优 ; “  ” 可用 ; “” 不可用

说明 : * 直接覆铝后环境温度高于 500 摄氏度时不稳定，需覆膜隔离； ** 高于 450 摄氏度时不稳定

最为适合：在评估了不同电介质用于背钝化的效果后，发现氧化铝最为符合所有要求。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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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的《 PERC 电池专刊 2016》中，
Centrotherm 公司表示，已安装了约 2 吉瓦
的基于氮氧化物的设备。 当被问及为什么
电池制造商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氧化
铝时，Josef Haase 说，氧化铝突然表现出
的良好性能使光伏产业转移了焦点。“在光
伏产业存在着一种从众心理”，他说。然而，
氮氧化硅的一个缺点是它仅适用于单晶硅
而不适用于多晶硅。

紧跟潮流，Centrotherm 也开发了一种
氧化铝的沉积方案。

2.2.1.3 其它钝化材料

除了氧化铝这种理想材料外，还有好几
种材料也曾被认为可用于背面钝化。普遍

认为，热生长氧化硅可以为轻掺杂 P 型表
面，如光伏电池背面，提供很好的表面钝
化效果。这比目前其它钝化方案能更有效
地降低介面能位。不同于其它沉积过程，
氧化硅的生长事实上会消耗硅，氧化硅膜
大约 45% 的厚度靠硅片表面的硅来生成。
当氧化层厚度生长到 100 纳米左右时，开
始具有背面内反射性能。不过，当覆上金
属铝并加热至 500 摄氏度以上这一光伏电
池生产过程中很常见的温度时， 这种热生
长的氧化硅将变得不稳定。虽然覆盖一层
氮化硅可以避免出现稳定问题，但还有以
下原因导致氧化硅这种材料一直以来未能
进入主流市场：首先，加热条件下氧化层
的生长是个缓慢过程，势必提高单片电池
制造的加热成本；其次，氧化膜生长需要 
90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会影响晶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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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垄断：2016 年 ITRPV 路线图预计氧化铝 (Aluminum Oxide) 将在 2020 年之前完全主导
PERC 钝化市场，然而在 2017 年 3 月公布的第 8 期中，其采取了稍为保守的态度。但这不能改
变氮氧化合物被逐渐淘汰的命运。

氧化铝及氮氧化硅市场份额

http://www.taiyang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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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寿命，尤其是多晶硅材料。

采用 PECVD 方法沉积以甲烷为碳源的
碳化硅也曾被视为可行的背面钝化方案，
但它同氮氧化硅沉积膜一样都带有固定正
电荷，因而无法成为符合要求的电介质。
同样以 PECVD 方法沉积的本征非晶硅半
导体薄膜具有相当出色的钝化性能，但这
些薄膜有一个相同的局限性，就是在摄氏 
450 度以上不稳定，因而不符合 PERC 电
池架构。

总的来说，在晶硅电池背面钝化的材料
选择上，氧化铝是显而易见的赢家，占据
着近乎垄断的地位，只有 Centrotherm 公
司还在提供对氮氧化硅背面钝化解决方案
的支持。ITRPV 最新研究报告也证实了这
一事实。在其 2017 年 3 月发布的第八版中
预估，氧化铝作为背钝化材料将保持其主
导地位，市场份额将从 2016 年的 95％提
高至十年后的 100%。氮氧化硅在 2016 年
仅约 5％的份额将在十年内消失殆尽。

2.2.2  运用于量产的介质层沉积技术

沉积氧化铝的方法，量产可行方案可在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与
原子层沉积（ALD）之间选择。前者已在
氮化硅沉积上久经考验，后者源自半导体
工业。同氮化硅与氧化铝一样，PECVD 也
是氮氧化硅沉积的首选平台。原则上，其
他技术如溅射（Sputtering）和 APCVD 也
可用于氧化铝的沉积，但市场上目前还没
有基于这些技术且可用于光伏工业的量产
设备。

最近台湾电池制造商益通光能（E-Ton 
Solar）开发了一种涂氧化铝的替代技术来
取代沉积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公
司采用该技术。

氮化硅覆膜：
无论使用何种材料和沉积方法，介质层

都不能单独满足背面钝化的需要。需要在
介质层表面覆上一层保护膜，使其与金属
铝 BSF 浆料隔离。否则在烧结过程中，丝
网印刷的金属铝将渗入介质膜，使其完全
损坏。背面钝化层还应在电池背面起到内
反射的作用。这对膜的最小厚度产生了新
的要求，即在 100-120 纳米之间，而相比
之下正面膜的最小厚度介于 60-70 纳米之
间。沉积如此厚度的背面钝化膜，尤其是
氧化铝膜，会因高昂的前驱体费用而失去
经济效益。此外，较厚的氧化铝沉积膜也
会影响产量。同时，氧化铝薄膜的其他质
量特性都在其较薄时好些， 如机械强度、
抗起泡度等。这意味着氧化铝膜的厚度必
须足够薄，但又不能降低其光学性能。因此，
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沉积较薄的氧化铝
膜，并同时覆以氮化硅膜层。用于沉积的
方法显然与正面一样，都是 PECVD。这种
叠覆配置不仅适用于氧化铝， 对基于氮氧
化硅的背面钝化方式同样适用。

2.2.2.1 化学气相沉积法（PECVD）

提供 PECVD 技术用于电池迎光面氮
化硅膜沉积的供应商纷纷意识到 PERC 电
池技术的潜力，也在沉积氧化铝方面进行
了研发。为了在电池背面沉积氧化铝膜，
PECVD 系统或多或少要做两方面基本调
整——引入三甲基铝（TMA）前驱体以及
调整净化机制。PECVD 总的沉积原理并无
变化，即在低压下用射频（RF）来分解前
驱体，从而在反应室内的基片上形成沉积
膜。甚至设备生产商各自特有的等离子体生
成机制也无需改变。由于利用 PECVD 平
台沉积氧化铝膜并不费力，目前在 PERC 
电池生产领域已有多种此类设备。

和氮化硅沉积系统一样，PECVD 作
为氧化铝沉积系统也分为两大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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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等离子系统和远程等离子系统。Meyer 
Burger 公司的产品属于第二类， 等离子
体在远处生成，待加工的基片通过载体从
等离子环境中穿过。在直接等离子系统
中，载体属于等离子激发电极的一部分。
Semco、Singulus 和 Centrotherm 公司提
供直接等离子沉积系统。此外，Manz 研发
了一款集两种系统优势为一体的混合沉积
平台。这四家公司的PECVD 设备都已升级，
适用于沉积氧化铝膜。不过，Centrotherm 

最初开发的是氮氧化硅沉积系统，直到最
近才刚刚加入氧化铝行列中。我们在下文
中将详细介绍这些 PECVD 设备。

PECVD 设备的领导者德国 Meyer 
Burger AG（原 Roth & Rau 公司）提供
了一套称为多进程应用内嵌设备（MAiA）
的平台产品。来自瑞士设备制造商 Meyer 
Burger 德国子公司的这一产品系列支持氧
化铝沉积与氮化硅覆膜二合为一，并且不

PERC 遍地开花：2016 年十月吉隆坡举行的 IGEM
展，在当地建厂的市场领先组件厂商晶科 JinKO，晶澳
JA，Qcells 展示的主要是其 PERC 产品。

JA

QCells

Ji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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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真空环境。Meyer Burger 表示，仅在
2016 年该公司设备出货量就相当于 12 吉
瓦产能，主要用于沉积背钝化膜和正面抗
反射涂层（MAiA 和 SiNA）。

Meyer Burger 目前正在向市场提供其
第二代 MAiA 平台，这个被称作 MAiA2.1
的平台，原先的 5 道托盘升级为 6 道。据
厂家称，这一简单的升级不仅增强了设备
的处理能力， 而且可以在不更改设备宽度
的情况下缩短其长度。

型号为 MAiA 2in1 3400 R2.1 的设备可
支持最多三个工艺腔室，一个氧化铝沉积
腔室，单个或两个氮化硅沉积腔室（根据
所需覆膜厚度配置）。该设备平均每小时
产能为 3200 至 3400 硅片。不过，Meyer 
Burger 设备的模块化平台设计允许增加额
外的处理腔室以增加产能。在此基础上，
该公司进一步开发了一套新设备，允许在
同一产线上，除沉积背面钝化层之外也可
以完成正面发射极钝化膜的沉积。

一套设备，两道工艺流程：PECVD 对 PERC 处理不可否认的优点是可以同一设备中完成沉积氧
化铝及封盖氮化硅二合一。

PECVD 氧化铝沉积设备一览

厂
商

PECVD
类型 原理 加工细节 硅片传输

方向

在线
嵌入
式

非真空
沉积

无环绕沉
积现象

二合一沉
积

三合一沉
积

最大吞
吐量

（硅片
/小时）

设备
开机
保障
率

C
entrotherm

直接等
离子

LF- 等
离子

硅片载具为
等离子体激
发电极的一
部分

垂直      1,600 97%

M
eyer B

urger

远程等
离子

线性兆
瓦级等
离子

载具携硅片
穿过远程载
具携硅片穿
过远程

水平      3,400 93%

S
em

co*

直接等
离子

LF- 等
离子

基于垂直反
应器，载基
于垂直反应
器，载

水平      2,100 97%

注释： * 参考旧数据； ** 基于 Singulus 公司不愿提供其设备的具体资料，该公司产品未列入。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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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A 3in1 是一个全新的型号，配有三
至四个加工腔室，其中一个用于氧化铝沉
积。针对覆膜厚度的需求，可将一至两个
腔室集成配置用于沉积背面氮化硅覆膜。
正面氮化硅使用一个独立的腔室完成沉积。
在两个氮化硅腔室之间没有额外的传输腔
室，产品经理 Mirko Meyer 介绍说。由于
每个腔室均配备有专用的泵送系统，该系
统没有交叉气体流动。为了避免正面沉积
钝化膜时发生硅片翻转，等离子源的排列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Meyer Burger 还为
这个新的平台优化了托盘设计。

根据该公司在第 26 届亚太光伏太阳能
展览会（PVSEC）上的报告（MAiA 3in1 
– Deposition of back side AlOx/SiN stack 
and front SiN for high efficient (bifacial) 
PERC solar cells in only one process 
system；作者：M. Meyer 等人），3in1 的
托盘设计将非沉积面积减少到 0.1％，与之
相较的是袋式托盘设计的非沉积面积为 5％
左右。这种优化的托盘设计降低了缠绕和
遮蔽的发生，能将效率提高 0.1％。与早期
的平台一样，MAiA3 in 1 也能够沉积具有
梯度折射率的介电膜，以更好地吸收入射
光。该公司在 PVSEC 上提供的数据表明，
在 3 in1 系统中加工的电池具有略佳的填充
因子，其原因应该是没有发生额外的真空
中断。总体而言，新平台在电池效率上可
达到与独立型平台相同的水平。

MAiA 3 in 1 3400 R2.1 的加工周期时
间为 25.4 秒，一次能加工 24 张硅片。该
设备的最大产能为每小时 3400 硅片，净产
能为每小时 3162 硅片。该系统于 2017 年
初推向市场，据 Meyer 透露，第一套系统
将于 2017 年五月安装，并预计在年底完成
最终接收。Meyer Burger 表示，其 MAiA 
平台还支持高级进阶钝化方案，沉积包括
掺杂层、薄氧化物和其他 “PERx” 系列电池
结构所需的膜层。

以用于氮化硅沉积的分批式管式炉
而闻名的 Centrotherm 也进入了氧化铝
沉积设备供应商的行列，推出了一款名
为 c.PlasmaAlOx 的产品。该设备与其它 
PECVD 设备一样，能实现氧化铝与氮化硅
沉积二合一。尽管 Centrotherm 进入氧化
铝沉积设备厂家行列的时间较晚，但该德
国公司表示已经销售了 50 套该系统，并且
有若干订单正处于协商之中。

Centrotherm 在 第 32 次 EUPVSEC 
大会上发表的论文（40 Khz Pecvd Of Alox/
Sinx Stacks Demonstrated In Industrial 
High Efficiency PERC Production; 作 者 : 
Thomas Pernau 等人 ) 介绍了其反应炉的
设计。该工具基于 Centrotherm 众所周知
的 40 kHz 管式反应炉平台。与沉积氮化硅
相比，实现沉积氧化铝所需的主要改进是，
当 TMA 气体经过 TMA 腔室与反应炉气体
注入口之间的联通不锈钢管道注入反应腔
室的同时，添加 N2O的供应。根据该论文，
不需要也不推荐使用喷头，因为它可能造
成对 TMA 流动的阻碍。TMA 以气体形式
自设备侧面一个压力为 40mbar 的加热腔室
中供应。如此的设计布置省去了对运载气
体的需求。在加工工序中，硅片由导电平
行石墨板运载。这种直接等离子体管式炉
的每个载具配备有 308 个硅片袋。平板之
间均匀以及准直流的电场确保等离子体放
电仅发生在平板之间，使得沉积发生主要
限于硅片和平板，而不在腔室壁上。该设
备可以使用用于SiNx沉积的常规石墨载具。

该公司正在推广结合了处理设备的八隧
道系统配置。该配置支持每小时 3200 硅片
的吞吐量，这是电池生产线的典型吞吐量。
Centrotherm 目前正在开发下一代设备，目
标吞吐量为每小时 3500 硅片。

根据 Haase 的说法，Centrotherm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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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平台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相同的氧化
铝沉积系统也可以通过改变配方来沉积其
他氮化物、氧化物和氧氮化物。他补充说，
这将有利于未来的技术更迭。例如，从 
PERC 切换到 N 型双面电池仅需另添加两
台额外设备。此外 Haas 也说，多重叠层的
结构可以在管式炉中轻松实现。

Semco 的背面钝化解决方案原理大致
相同。这家法国公司的 PECVD 反应器也
能做到在同一系统中完成氧化铝膜沉积和
氮化硅覆膜的工艺，但发射极的钝化需要
一个额外设备。此外，Semco 的 PECVD
平台称作 TWYN，有四个垂直处理腔室。
这种处理腔室排列结构的独特之处在于，
硅片在装入 - 沉积 - 卸载的整个工序中于垂
直方向通过设备。这不仅避免了硅片在处
理过程中本要经受的机械压力，而且也避
免了在钝化叠层上留下针斑。Semco 在去
年被法国设备厂商 ECM 收购，今年我们没
有收到该公司对我们调查问卷的答复，按
照去年提供给我们的数据，每个腔室每运
作周期可以处理 280 硅片。

Semco 公司建议每条线上安装两套
TWYN 工具，以配合其后每小时吞吐量为
3600至4000硅片的典型金属化工艺产线。

德国公司 Singulus 也是 PECVD 氧化
铝沉积系统供应商，但与去年一样，该公
司没有提供其产品细节。

2.2.2.2 原子层沉积法（ALD）

使用化学气相沉积法（PECVD）形成
氮化硅沉积膜是一种常见成熟的方法，而
生产 PERC 电池的关键在于背面氧化铝钝
化膜的沉积。沉积方法多种多样。比利时
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和埃因霍温理工
大学（TU/e）研究组在介绍氧化铝钝化膜时，
使用的是原子层沉淀法（ALD）（见 ALD 

说明）。

ALD 的优势在于氧化铝膜是在原子层
级上一层一层生成的，从而具有很好的阶
梯覆盖性。此外，这种方法的沉积率不依
赖于前驱体的供应，而且工艺温度要求较
低，为 100 到 350 摄氏度之间。不足之处
在于，ALD 方法沉积率较低，每个加工周
期仅生成一层原子膜，膜的厚度介于 0.9 
-1.5 埃，主要受以下参数影响：反应器的
设计、温度和氧化程序。为了获得理想厚度，
需多次重复加工步骤。

在线嵌入式原子层沉淀法 
（Inline-type ALD）：

虽然传统 ALD 系统原本是基于加工时
间的分批式，但一些公司已将设备改进为
空间区隔式。这意味着不再是将反应物交
替泵送到一个反应室中，而是把反应室分
成了多个不同的区域，在这里，硅片曝露
在前驱体中进行加工。这些反应区通过内
部气帘隔开。若操作得当，这些气盾也会
起到气体轴承的作用，帮助硅片在低阻状
态下运动。这些气盾同时也充当各反应区
之间的隔断，防止反应器壁出现交叉反应
和寄生沉淀。最重要的是，借此提高了两
个半反应以及抽空净化的速度，使沉积效
率得到大幅改善，同时又不失 ALD 的优势，
例如沉积膜的质量和保形性。

荷兰公司 Levitech 和 SoLayTec 研制
的产品就基于这种空间区隔 ALD 原理。该
方法不仅适应于在线嵌入式运行模式，也
可运行于大气压力之下，节省抽送和排放
反应器气体所需时间。这种空间 ALD 方法
是专门为光伏工业研发的。这种方法还有
一个天然优势，就是沉积只在单面发生。

SoLayTec 公司研发的设备在运行时，
硅片在一个喷嘴头下前后摆动，通常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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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两次，也就是说每秒通过喷头四次。
这样一来，单个喷槽每秒沉积 4 层，双喷
槽每秒沉积 8 层。硅片在主反应室接受沉
积前，会经过 6 秒预热到至 200 摄氏度。
当氧化铝膜达到理想厚度时， 硅片就会被
送出反应器。然后基片会在降温床上冷却 
30 秒钟。与此同时，下一个排队等待的硅
片已经被送入主反应室中。这个方法可缩
短沉积室的长度。但为了确保产出，需将
多个这样的沉积室平行排列。因此，这款
名为 InPassion ALD 的设备总吞吐量大致
取决于其沉积室的配置数量。SoLayTec 公
司的主打产品是一款包含六个模块的系统，
额定产出为每小时 3600 片硅片。该公司称
已有客户展现采购更高产能设备的意向，
如每小时产出 4800 硅片的八模块配置系
统。不过该公司也提供四模块的小型系统，
每小时产出为 2500 枚晶片。

SoLayTec 与姊妹公司Tempress合作，
为背面钝化叠层工艺提供整套集成解决方
案。Tempress 公司目前提供一个五管道的 

PECVD 炉，每个载舟装载 400 片硅片，处
理能力为每小时 3300 片硅片。也就是说该
工具与 SoLayTec 的 ALD 系统吞吐量相匹
配。Tempress 已研发了一种在沉积氧化铝
之后覆保护膜之前进行退火的工艺。在该
步骤中，氧化铝被激活并促进覆膜中氢气
的逃逸。

SoLayTec 正在推广其对硅片厚度具有
高适应性的新一代设备。其上一代型号的反
应器开口是 280µm，新型号增加了 100μm
达到 380μm，能够处理具有较高 TTV 以
及弯曲度的硅片。SoLayTec 联合创始人
Roger Görtzen 表示，自去年推出第二代设
备以来已经收到多个订单，相当于总装机
容量 1.5 吉瓦的 PERC 电池加工产能。

荷兰公司 Levitech 设备不同之处在于
硅片为单向运动，从反应室的一端输入从
另一端输出。因而这种设备的反应室看起
来像一条长长的隧道。在反应室的顶部和
底部有一条条狭窄的隧道，前驱体通过这

ALD 方法中，氧化铝是一层一层生成的，其沉积过程由两个自限半反应组成：

Al(CH3)3 + Si-O-H (s)    ->   Si-O-Al(CH3)2+ CH4

2H2O+ :Si-O-Al(CH3)2  ->  Si-O-Al(OH)2+ 2CH4

每个半反应之后有清洁步骤。在前一个半反应中，水蒸气附着于基片表面，形成羟基群（复合 Si-
O-H）。当 TMA 注入反应腔体后与附着的羟基群反应，生成甲烷。第一个半反应之后，氯原子和
甲基群附着与基片表面。腔体中剩余的 TMA 不能再与基片表面反应，因此反应被限制为一层。剩
余的过量 TMA 以及反应伴生物质将被抽除。

为了完成后一个半反应，ALD方法提供两种选择：加温辅助或者等离子辅助方式。在加温辅助方式中，
水蒸气被注入反应腔体与悬空的甲基群反应，形成铝氧桥以及羟基群。甲烷再次作为伴生物质随着
剩余水蒸气被抽出腔体。在这里，氧等离子体在基片上方点燃产生的氧自由基与基片上的甲基群和
铝充分反应，形成氧化铝沉积层。

原子沉积法 (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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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隧道注入加工环境中。这些狭窄的缺口
也可确保硅片稳定传送。这种反应器设计
也可确保 TMA 和水蒸气在排放时不会混
合，因而避免容器壁出现多余的氧化铝沉
积。Levitech 将这款产品命名为 Levetrack 
HP，其最高处理能力为每小时 3600 枚。

Levitec 近来对其设备的改进方向是添
加一种叫做 HP 的涂膜，升级后的设备型
号加注 HP 后缀标明。这个改进是为了控
制氧化铝在反应器内的多余沉积问题。据
Levitec CEO Jaap Beijersbergen 说，早期
的做法是使用一块挡板来黏住氧化铝。而使

ALD 氧化铝沉积设备一览

厂
商

ALD
类型 原理 加工细节 硅片传输

方向

在
线
嵌
入
式

非真空
沉积

无环
绕沉
积现
象

二合一沉
积 三合一沉积

最大吞吐
量 （ 硅片
/ 小时 （

设备
开机
保障
率

Levitech

空间
区隔
式

加热 
ALD

加工腔室较长；
硅片单向传输
穿过不同加工
区域

水平      3,600 90%

SoLayTec

空间
区隔
式

加热 
ALD

硅片前后运动
穿过不同处理
区域，多个反
应室并联达到
所需吞吐量

水平      3,600** 95%

N
C

D

基于
加工
时间
式

加热  
ALD

不同前体交替
注入反应腔体；
可用臭氧作为
氧化剂代替通
常的水蒸气 

垂直      4,200 95%

Ideal Energy

空间
区隔
式

加热 
ALD

结合了在线嵌
入式 PECVD
与空间区隔式
的优点；硅片
在载具中经过
多个不同低压
加工区域

垂直      3,500 95%

      ·注 : ** 基于常规六模块设备，八模块系统吞吐量高达 4800 片每小时。 

种类多样：在目前仍有很多设备制造商采用典型基于时间的批量式 ALD用于氧化铝沉积的同时，
SoLayTec、Levitech 这些公司已将技术调整到空间区隔式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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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解决方案，挡板在经历大约 40 万片
硅片的加工周期之后就必须进行清洁。为
了节省清洁挡板的停机时间，公司开发了
一种新的办法，采用不能沉积氧化铝的材
料来涂覆反应器内壁。“我们把它叫做 HP
涂膜” ，Beijersbergen 说。有了这个新的
改进，Levitech 可以确保设备 90％ 的正常
运行时间。这个数值看似不高，但根据该
公司的说法，剩余的 10％包含了计划及非
计划停机时间。Levitec 还通过与 PECVD 
供应商合作，致力于开发整合解决方案，
但 Beijersbergen 未透露合作伙伴的名字。

理想能源（Ideal Energy）（在 2016
年版 PERC 报告中未收录）开发了一种
结合各沉积技术优点的混合型平台，特别
是结合了空间区隔式 ALD 以及在线嵌入
式 PECVD 的优点。该系统被称为 Ideal 
ALD，外观与 Meyer Burger 的 PECVD 设
备很像，但其运行采用的却是热 ALD 原理。
不同于在大气气压下进行加工处理的其它
空间区隔式 ALD 工具，Ideal Energy 的 
ALD 系统在 5 至 10 个大气压力下完成加工
工序。与 PECVD 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
待处理的硅片放置于有42个槽位的载具中。
类似于空间区隔式 ALD 系统，理想能源的
设备通过载具在不同反应区域的移动，实
现单侧沉积。据该公司介绍，该混合平台
将 ALD 提高电池效率的潜力与 PECVD 运
行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同时硅片在载具
中的固定方式亦可有效降低破损率。与在
线嵌入式 PECVD 工具一样，Ideal ALD 可
根据所需吞吐量灵活增加处理腔室的数量。

Ideal ALD 可集成 1 至 3 个腔室，在最
高配置情况下每小时可处理 3,300 至 3,500
片硅片。然而，像任何其他典型 ALD 系统
一样，理想能源的方案也需要在电池生产
线添加一套 PECVD 系统用于钝化膜外侧
保护膜的沉积。从理论上讲，这种封盖覆
膜沉积系统也可整合进整套设备之内，但

理想能源设备公司还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解
决方案。

批量式原子层沉淀法 
（Batch-type ALD）：

在半导体工业中应用的 ALD 反应器属
于批量式反应器类型，前驱体和氧化剂被
交替置入同一反应室中。这种反应器运行
非常缓慢。虽然实际反应所需时间以毫秒
计量，但在辅助环节，如每个反应步骤之
后抽空净化反应室就需耗时好几秒钟。 因
此，传统 ALD 系统通常单位时间产能较低， 
约每小时小时 50 片硅片，不适于光伏工业
的规模化生产。

为了克服该局限性，设备生产商开发了
多种创新处理平台。工作原理完全一样，
即交替注入的前驱体和氧化剂以及气体净
化设计在单一反应室中，但提高了每批处
理的硅片数量。

ALD 方法适用于这样的改进方式，因
为提高每批数量或增大加工基板的面积对
生产周期时长的影响有限。韩国 NCD 在采
用这种 ALD方案的设备供应商中位于前列。
芬兰的 BeneQ 和 Picosun 都曾是活跃在
这一领域的 ALD 工具供应商，但这次没有
回应我们的调查。除了提高产品批量，外
部预热及自动化硅片处理也可帮助提高批
量式反应器产量。

不过，这些基于时间的 ALD 系统存
在一个先天缺陷，即氧化铝会沉积于硅片
正面四周边缘，即所谓的环绕式沉积。但 
NCD 公司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由于氧
化铝的沉积发生在氮化硅沉积在发射极上
之后，所以带有固定负电荷的电介质将不
会与硅发射极表面发生接触 ; 而是处在于氮
化硅层之上。NCD 指出这可以避免了反转
层的形成。然而由于沉积发生在硅片的双
面，虽然发射极侧的沉积是无用的，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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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TMA 消耗量的提高，不必要地增加了
这一过程中的工艺成本。

NCD GS 1600 型号产品配有 4 个反
应腔室。将硅片放置在硅片载舟内送入系
统，每个硅片载舟装有 100 片硅片，每批
次可处理 16 个这样的载舟。反应腔室每批
次所需加工时间为 23 分钟，平均小时吞吐
量为 3600 片硅片。 NCD 甚至声称其 GS 
1600 在峰值模式下工作时每小时可处理高
达 4200 片硅片，估计最有可能使用臭氧作
为氧化剂。 GS 1600 也许是市场上唯一除
了水蒸气之外还能够使用臭氧作为氧化剂
的设备。在 ALD 中使用臭氧作为氧化剂能
够在较低温度下取得相对较高的反应速率，
有助于缩短净化时间。

2.2.2.3 其它方法

原则上，铝的沉积也可以通过另两种技
术实现 - APCVD以及溅射（Sputtering）。
这两种技术各有其优势：APCVD 无需真
空条件即可实现高沉积率，溅射法不需要
昂贵的化学品或气体。 因为已有基于这些
技术的量产设备平台，我们在去年发布的
《PERC 电池专刊 2016》中也讨论了这
些技术的复杂性。 但由于它们并没有真正
配合 PERC 进行优化，尚没有厂商使用这
些技术生产电池，本次报告中我们未收录
APCVD 和溅射法的细节。

2.2.2.4 丝网印刷氧化铝

以上所有方案都基于氧化铝气相沉积，
需要使用专门的沉积设备。台湾长兴材料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New E Materials 
开发了可印刷的氧化铝浆料。这款称为
IP1257 的浆料在应用时，可承担背面钝化
材料的功能，类似于气相沉积的氧化铝。

New E Materials 在 第 29 届 欧 盟
PVSEC 会议上提交的技术论文中提供了
其替代方法的细节（Novel Printable AlOx 
Passivation Material and the Process 
Integration with Commercial Production 
Line for High Efficiency (20%) PERC Solar 
Cells; 作者：Jui-Yi Hung 等人）。该方法
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丝网印刷施加浆料，
其操作和维护都更为简便，并且与沉积系
统相比，所需资本支出更低。更重要的优
势是，该方法无需使用 TMA，这种耗材不
仅昂贵而且属于有害物质。

IP1257浆料的重要成分是氧化铝前体、
粘合剂、稳定剂、添加剂、溶剂和非金属
诱导剂，用机械搅拌装置混合。其中，稳
定剂是降低反应性和避免 AlOx 前体在储存
期间聚集的重要添加剂。根据这份技术文
件，IP1257 的粘稠度变化在 9 个月的储存
期内约为 5％，这意味着在这期间氧化铝前
体相互之间没有发生反应或聚集，因此浆
料不需要特殊的储存条件。 这些稳定剂会
在加热循环中被去除，同时触发所需的氧
化铝前体的反应。

由于浆料中的添加剂和粘合剂，
IP1257 浆料最终成膜的形态是多孔的。这
意味着与通过气相沉积获得的氧化铝膜相
比，它与硅片的接触面积较小，这可能会
阻碍形成良好的钝化质量。然而，New E 
Materials 的论文强调，钝化的关键因素是
氧化铝和硅片界面附近的膜结构必须是四
面体（AlO4-）。作为弥补手段，在 IP1257
复合材料中加入了非金属的四面体诱导剂。
这些诱导剂将在热处理过程中与 AlOx 前体
反应，增加最后成形的覆膜中AlO 4的比例。
有效接触面积借此将得以扩大，膜的钝化
性能也随之提高。在用丝网印刷施加浆料
之后，在 200℃至 250℃的加热循环下除去
溶剂和稳定剂，使得剩余的前体和诱导剂
紧密结合。最后，在 870℃至 910℃的热处

http://www.taiyang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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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步骤之后形成氧化铝覆膜。台湾电池制
造商益通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用了这
一方法，其方案称为“ExceTon-III”，并在第
29 届欧盟 PVSEC 会议报告了结果（R&D 
Pilot-Line Production of PERC Cells with 
Printed AlOX Passivation Layer; 作 者： 
Tsung-Cheng Chen 等人）。 

从加工角度来看，氧化铝浆料于丝网
印刷后，在在线嵌入式 IR 炉中进行快速热
处理。通过适当的沉积后退火步骤，进一
步提高钝化质量。 这三个步骤 - 印刷、烘
干和退火 - 都是为了替代背面钝化膜沉积工
艺。这意味着，其余的 PERC 工艺顺序保
持不变。益通光能在研发生产线上实施了
这一工艺，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初步成果。
然而，我们还未听闻有哪家公司已采用该
技术进行 PERC 电池量产。

2.2.3 不同沉积技术和材料的工艺复
杂性

在了解沉积技术和原理后，下一个需要
提出的问题是钝化膜所应沉积的厚度。事
实上，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膜厚度：业界普遍认为氧化铝膜应相
对较薄，通过增厚氮化硅以达到背面内反
射所需的 100 至 120 纳米钝化叠层厚度需
求。事实上，不同沉积方法所需氧化铝膜
的沉积厚度不同。

与 PECVD 方法相比，ALD 方法满足
钝化效果所需沉积的厚度最小。事实上，
ALD 设备供应商在降低膜厚度方面做得非
常成功。氧化铝膜在 2008 至 2009 年前后
进入人们的视野，当时的厚度普遍为 30 纳
米。如今 Levitech 和理想能源两家公司都
宣称 5 至 6 纳米厚度的氧化铝膜就足以满

足要求。SoLayTec 甚至推荐更薄的 4.7 纳
米，而 NCD 给出了一个 6 至 10 纳米的宽
泛区间。

使用 PECVD 方法时，为达到期望的钝
化效果需沉积较厚的膜层，Meyer Burger 
称其客户大多使用 10 至 20 纳米的厚度，
而 Centrotherm 推荐的厚度范围为 10 至
12nm。据 Haase 说，因为氢会被氧化铝
所阻碍，所以氧化铝越薄，之后烧结过程
中的钝化效果就越好。理想状况下，氧化
铝应以最小厚度覆盖整个硅片，但这需要
在产量和厚度之间进行折中选择。当沉积
速度加快，沉积均匀性就会降低，必需用
更厚的沉积膜来弥补。 Haase 说：“我们目
前可以用非常特殊的流程工序把厚度降到 8
纳米。”

无论采用何种沉积技术，一般推荐外覆
保护膜层厚度约为 100 至 120 纳米。 之所
以采用较厚的保护覆膜，原因之一归于背
面银浆。 通常情况下，业界在电池背面使
用的是非穿透的浆料。 然而假使氮化硅厚
度过于单薄，则可能在烧结过程中出现问
题，降低主栅处背钝化的质量。 为了安全
起见，厂商通常使用稍厚的膜层。 或者换
句话说，较厚的覆膜有利于烧结。

TMA 消耗量：膜的厚度直接影响对
TMA 的消耗，氧化铝沉积的主要成本之一
在于 TMA 消耗量，而 ALD 系统对 TMA 的
消耗量通常较低。对于 5 纳米薄膜的沉积，
SoLayTec 的设备需要消耗约每硅片 3.3 毫
克 TMA，Levitech 系统需消耗约 2 毫克。
NCD 对硅片的氧化铝沉积发生在双面，并
且该公司推荐使用厚一些的沉积膜，这导
致很难理解其宣称的每硅片 2 毫克的 TMA
消耗量。理想能源估计其设备所需的前体
消耗量是每基片 5 毫克。

ALD 方法消耗 TMA 较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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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方法只需沉积较薄的膜层就可达到 
PECVD 方法的同等效果。Centrotherm 
系统对 TMA 的消耗量为 9 毫克每硅片，
Meyer Burger 系统则需要 10 毫克（见第 
26 页附图）。

目前对 TMA 替代方案的研究正在进
行。虽然研究尚未结束，但挪威的能源技
术研究所（IFE）在第 32 次 EUPVSEC
大会上作了这方面的介绍（Investigation 
o f  A l 2 O 3  P a s s i v a t i o n  L a y e r s  b y 
Photoluminescence Imaging under Applied 

Voltage; 作者：Halvard Haug 等人），报
告中透露：TMA 结合低成本替代前体二甲
基氯化铝 （DMACl）使用，能获得良好的
钝化质量，对于 CZ 基底其载流子寿命超过
了 1 毫秒。而采用常规前驱体（TMA）和
臭氧基底则测得较高的载流子寿命高于 1.5
毫秒。

讨论 TMA消耗量对于New E Materials
印刷氧化铝浆料方法是没有意义的，对该
方法来说最重要的是浆料的消耗量。会议
上所有关于该专题的报告都没有讲到每

越薄越好：膜越薄，氧化铝的钝化性能就越好。但是沉积技术有其局限性，ALD 可以处理非常薄
的薄膜，使用 PEVCD 时则需要相对更厚的薄膜。

不同沉积方法所需氧化铝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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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电池所需的消耗值。然而，在第 32 届
EUPVSEC 会议上，益通光电详细介绍了
其下一代叫做 IP1257-L 的浆料，开发该
浆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浆料的消耗。
根据其报告（E-Ton’s Printed-AlOx PERC 
Cells: Efficiencies Beyond 21 % with a 
Next-Generation； 作 者：Tsung-Cheng 
Chen），新的浆料将消耗量降低了 42％。
这主要是通过提高浆料复合材料中氧化铝
前体的含量来实现的。因为前体含量越
高，覆盖性就越好。浆料消耗可以通过更
高的前体含量来降低。与早期配方相比，
IP1257-L（相对）增加了 100% 的前体。
随着这些最新研发的进展，钝化质量的提
高以及浆料消耗的降低，益通光电宣称，
与气相沉积方法相比，浆料印刷方法制造
的 PERC 电池具有更好的性价比。然而我
们还未获知有公司已采用这种技术进行量
产。

我们 2016 年报告所述结论依然有效：
总的来说，ALD 系统的沉积膜质量最好，
TMA 前驱体使用效率最高。PECVD 技术
具有时间最长的量产经验，并且氧化铝和
氮化硅沉积可二合一完成，降低 PERC 电
池的投资成本。

设备开机保障率（uptime）：设备
正常运行时间是间接影响制造成本的另一
重要因素。无论 PECVD 还是 ALD，市场
上大多数钝化设备与电池制造流程中所需
的其他设备相比，其正常运行时间更短。
设备制造商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改进。 
Centrotherm 目前宣布其 PECVD 管式反应
炉的开机保障率达到 98％，其原因是仅需
使用外部清洗槽清洗硅片载舟，而无需对
设备进行清洗。

虽然在线嵌入式 PECVD 系统的开机保
障率通常比管式炉更低，但其清洁机制简单
且成本较低。 Meyer Burger 声称其 MAiA

系统的开机保障率达到 94％。ALD系统中，
SoLayTec 和理想能源的开机保障率最高，
高达 95％ ; Levitech 表示其设备在扣除了
计划内及计划外停机时间之后，一年内有
90％的时间可以工作。如何定义停机时间
非常重要，一般经常仅考虑计划内停机时
间，Levitech公司的 Beijersbergen 补充说，
如果仅考虑计划停机时间，其公司的系统
也具有 95％的开机保障率。他估算计划外
停机时间约为 2％至 3％，因此 90％是公
司能够保证的开机保障率。 NCD 给出的开
机保障率为 80％，是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中
最低的。

氮氧化硅：还有一种无需 TMA 的钝化
方案，即氮氧化硅，尽管其使用范围很小。
事实上，使用 PECVD 沉积的氮氧化硅是最
先在规模化生产中得到应用的。一些专家，
如德国康斯坦茨国际太阳能研究中心（ISC）
的常务董事 Radovan Kopecek，依然认为
硅氮氧化硅是最佳钝化材料。 该方法采用
低成本的一氧化氮作为前驱体，易于投入
生产，并且可以运用于现有 PECVD 设备，
此外作为前驱体的气体性能与氮化硅一致。
Centrotherm 的 Haase 认为氮氧化硅是除
了常规方案之外唯一经过五年多实际生产
验证的技术。然而该技术的倡导者并不多，
并且根据 ITRPV 的预测数据，在未来几年
内该材料会被逐步淘汰。

2.2.4 不同沉积技术的比较

背面钝化可采用的解决方案多种多样，
每一种技术都各有其优点和缺陷。

氧化铝毫无疑问是量产中 PECVD 和 
ALD 这两种沉积方法的首选材料。 这两者
中，PECVD 的追随者在数量方面超过了
ALD。该方法具有不可否认的优点。首先，
同样用于电池正面氮化硅沉积的这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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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池制造商来说已经非常熟悉。 更重要
的是，PECVD 能够在一套系统中完成氧化
铝和氮化硅的沉积，从而降低了设备投资
额和复杂度。此外，由于在电池正面钝化
中广泛的运用，现存 PECVD 设备数量可
观。 这些优势无疑为 PECVD 深入市场铺
平了道路。

ITRPV 的最新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
按照 2017 年 3 月发布的第八版中的估计，

2016 年 PECVD 的市场份额接近 90％，而 
ALD 仅略高于 5％。虽然 PECVD 或多或
少将保持这一领先地位，但上升趋势不大，
而 ALD 预计会在未来十年内大幅提升其市
场份额。 上一版 ITRPV 中对 ALD 的前景
更为乐观，曾预期其份额将从2018年的5％
上升至 2026 年的接近 15％。

就总体钝化性能而言，一般认为 ALD 
氧化铝沉积膜效果最佳。ISFH 太阳能研究

ALD降低TMA消耗量：TMA 消耗量是氧化铝沉积的主要成本之一，ALD 设备 TMA 耗量通常较低，
约为 PECVD 的二至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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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光伏电池工业部主任 Thorsten Dullweber 
表示，在对各种钝化设备的配置进行全方
位比较后发现，ALD 毫无疑问有很好的沉
积保形性，利于保持基片表面原有的粗糙
性质。但他指出，PERC 电池拥有的是抛
光背面，因此在量产中实际并不苛求这种
沉积的特性。至于钝化质量，他认为对于
如 25％以上这样的特别高效电池来说，采
用 ALD 可能略微好一些，但是对于 23％以
下效率的电池，这两种方法差异不大。对
于量产 PERC 电池，他不认为 ALD 有明显
的技术优势。

另一方面，韩华 QCells 公布了采
用 ALD 与 MW-PECVD 沉积氧化铝的对
比结果，发现 ALD 沉积膜有更高的效率

（Evaluation Of Spatial ALD Of Al2o3 For 
Rear Surface Passivation Of Mc-Si Perc 
Solar Cells; 作 者：Friederike Kersten 等
人）。该电池制造商在慕尼黑 EUPVSEC 
2016 会议上发表了这个研究结果。用于
对比的氧化铝膜使用 SoLayTec InPassion 
ALD 系统沉积，并在集成于氮化硅工艺中
的管式 PECVD 炉中完成沉积后退火工艺，
这比使用 MW-PECVD 设备得到的电池的
效率高了 0.15％。但效率只是量产所需考
虑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阿特斯太阳能在
会上也对 ALD 与 PECVD 的钝化性能做了
比 较（PERC Solar Cells and its Road to 
Industry；作者：Jian Wu 等），阿特斯的
研究结果同样表明，ALD 沉积膜的性能比
PECVD 略好，绝对效率提高了 0.06％。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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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缺点：PECVD 可以氧化铝与保护膜沉积二合一完成，降低了技术升级的复杂性和资本支出，
而 ALD 拥有较低的 TMA 消耗率，具有降低制造成本的潜力。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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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电池制造商也强调了 PECVD 的高
沉积速率以及高单位时间产量有利于其得
到广泛的运用。

总的来说，ALD 系统的沉积膜质量最
好，TMA 前驱体使用效率最高。PECVD 
技术具有最长久的规模化生产经验，同时
氧化铝和氮化硅沉积可在同一系统中完成，
降低进一步的投资成本。（见表格）也许，
这也是为什么 New E Materials 的氧化铝浆
料丝网印刷除了益通光电以外没有更多的
追随者的原因。可能该技术还不为人所熟
知，并且最后还是需要 PECVD 来沉积氮
化硅覆盖层。这意味着在资本支出方面带
来的便利不大，特别是与 PECVD方案相比。

该方法唯一的优势是无需消耗 TMA，当浆
料成本比 TMA 低几倍时，该方法可能会具
有吸引力。

2.2.5 背面开槽技术

电池的背面处理工序与正面差别很大，
因而背面钝化后的后续处理也不一样。因
为钝化效果会受到破坏，常规电池以铝浆
作为背电场的传统技术不再适用于 PERC 
电池。当然，金属铝还是需要与钝化层下
的硅片基体建立接触。因此，不仅需要一
套新的浆料系统，还需要为金属铝和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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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垄断地位：ITRPV 路线图第八版也证实了 PECVD 的主导地位，估计其 2016 年市场份额接
近 90％，而 ALD 的份额在只略高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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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触建立通道。通常的做法是去除背面
某些地方的钝化叠层，实现的方法有多种，
但当前的主流技术是使用激光。

2.2.5.1 激光技术

开槽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激光。激光
在光伏行业中应用很广（如薄膜组件的塑
形、边缘隔绝），因此可选择的激光技术
有很多。目前行业主要关注的是激光烧蚀
法。大部分提供激光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都
提供背面钝化层开槽设备，既有专业的
激光设备公司，如 InnoLas、Solutions、
Rofin、3D-Micromac，也有光伏设备供应
商，如 Schmid 、Manz。不过，随着亚洲
激光设备供应商设备价格的不断降低，这
些大公司面临的竞争越发激烈。钝化设备
通常从欧洲进口，而激光设备则本地采购。
Centrotherm 公司 Haase 表示，电池生产
商越发青睐亚洲的设备供应商。随着电池
生产大部分是在亚洲进行，这意味着激光
设备也常常是采购自本地厂家。

另一方面，一些注重采用领先技术的电
池生产商，依旧偏爱西方激光设备供应商
的高端产品。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QCells 研
发部门从 InnoLas 购买的 ILS-TT 激光机已
于 2016 年 9 月到货。InnoLas 被选为韩华 
QCells 的下一代制造技术开发伙伴。

InnoLas 市 场 营 销 部 经 理 Ernst 
Hartmannsgruber 表示，选择激光设备
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价格、零件寿
命和生产效率。激光源的选择对激光系统
性能十分重要，纳秒激光脉冲与皮秒激光
脉冲都是可采用的选项。例如 Manz 和 
InnoLas 提供的系统使用的是纳秒激光脉
冲。Hartmannsgruber 表示这种激光源无
论从资本支出还是运营成本来说性价比都
很高，缺点是会对硅片表面造成一定损伤。
不过，Hartmannsgruber 也提到，激光烧

ILS-TT nx 
新一代转盘式旋转台

InnoLas Solutions GmbH
www.innolas-solutions.com

大于6000片/小时产出

多种激光头配置

双轨自动化传输系统

PERC激光开槽

选择发射极激光掺杂

前表面开膜

激光切割

高产能激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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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对硅片表面造成的损伤反而有助于铝与
硅基片形成共融合金，提升背面接触效率。
Innolas 表示其 ILS-TT 激光系统的维护费
每年低于 2 万欧元， 同时其零件有较高的
使用寿命，尤其是其激光源可使用 4 至 5 
年。该系统的额定产能为每小时 3600 片硅
片， 与典型 PERC 电池沉积处理线相匹配。
需要提别提及的是，ILS-TT 支持复杂图案
的烧蚀，如短点和虚线， 这些图案有望提
高 PERC 电池的性能。InnoLas 刚刚推出
了一款名为 ILS-TTnx 的新产品，其每小时
6000 片的额定吞吐量非常高。

2.2.5.2 其它方法

Fraunhofer ISE 研发出一种新型激光
烧结电极技术 (LFC)，在激光打开背面钝
化层的同时，烧结金属铝。不过，这项技
术于 2002 年在杂志《Photovoltaics》发
表 后（《Laser-Fired Rear Contacts for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作 者 : E. 
Schneiderloechner 等人 l.》），出于种种
原因未被任何商业电池生产商采用。由于 
Fraunhofer ISE 拥有该技术的知识产权，
因此这项技术不能无偿使用。

使用蚀刻浆料是另一种去除钝化叠层的
方法。这种方法很成本较高，需要为生产
线增加三种设备：一台蚀刻浆料印刷机、
一台触发蚀刻作用的烘干机和一台湿式清
洗台来清洗硅片表面残余物。

2.3 背面抛光
背面钝化与钝化层烧蚀是 PERC 电池

制造中的两个重要工序，同时电池背面的
抛光工序也非常重要。需要去除背绒面的
原因是，与抛光表面相比，带有随机金字
塔结构的表面复合速度较高。一个显著的
原因是，绒面在增加表面积的同时也增加
了悬空键。尤其是在应用 PECVD 时，钝
化层在平滑表面的沉积效果最佳。由于电
池背面并不主动参与光的吸收，也不直接
捕捉光子，所以去除背绒面不会造成损失。
最根本的原因是，根据传统的扩散方法，
硅片将单面或双面掺杂。一旦磷出现在背
面，就必须被除去。

除非采用激光边缘隔离技术，背面抛光
并不需要添加专门的工艺和设备。只需在
清洗时改变用于蚀刻的化学试剂。在这个

Proven in more than 5 GW PERC production
State-of-the-art wet processing equipment

More at
www.rena.com

RENA BatchTex N400
and monoTEX® process

Tunable pyramid size

RENA InOxSide+

Junction isolation and 
adjustable rear side 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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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中，可以加强化学试剂以达到理想的
表面粗糙度。湿式化学工作台设备供应商，
如Schmid 以及 RENA都有提供相关产品，
并且市场对此类西方设备的需求依旧很高。
根据三月份 RENA 的官方新闻，该德国化
学设备公司在 2017 年第一季度从亚洲客
户收到了总容量为 4.5 吉瓦的订单。除结
合了刻边与背面抛光的 InOxSide+ 系统，
订单中还包括单晶碱性制绒系统 BatchTex 
N400。

蚀刻程度也取决于介质膜沉积的工艺。
举例来说，如 Levitech 所推荐的 ALD 沉积
膜的质量非常好，因而不需要为了追求钝化
效果而主动抛光。不过通常在蚀刻背面发
射极和 PSG 过程中，都会蚀刻掉 1 至 2 微
米。同时在该工序中可以通过提高蚀刻强
度来形成理想的表面粗糙度。第 27 届 EU 
PVSEC 上公布的一份报告（《How Much 
Rear Side Polishing Is Required?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ear Side Polishing In 
PERC Solar Cells. 作者 : E. Corniaglotti 等
人》）显示，为了最优化电池的性能，蚀
刻的最佳厚度为 5 至 6 微米。另一方面， 
过于光滑的表面除了提高成本以外，也无
益于电池的性能。虽然抛光可以大大降低

表面复合速度，但保留一定的粗糙度有利
于形成接触以及光的捕获。上述报告显示，
表面粗糙度（Ra）最佳值为 300 至 500 纳
米。换言之，在进行表面蚀刻时，一方面
要足以去除磷和金字塔尖顶， 另一方面要
保留一定纹理以达到最佳电极接触和捕光
效果。根据许多行业专家的意见，PECVD
工艺将需要从表面去除约 6μm 厚的硅层，
而基于 ALD 的钝化方案则需要 4 至 5μm。

Schmid 最近推出了一种新的背面抛
光解决方案。 此工艺流程是该德国公司在
其碱性制绒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研发的。 据 
Schmid 公司副总裁 Christian Buchner 说，
使用碱性溶液代替 NHO3 和 HF 等酸性溶
液，不仅使设备免受 NOx 污染，也降低了
成本。

2.4 金属化

可以沿用传统的丝网印刷技术进行金属
化，是 PERC 电池结构的一大优势。
不过工艺中需要使用专用的金属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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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 电池正面与常规电池结构相同，可
以使用普通的银浆方案。但对于背面，因
其钝化层结构，需要特别处理。

从技术上来说，常规正面接触浆料也可
以用在 PERC 电池的发射极侧。但是考虑
到 PERC 电池要求较低的工艺温度，浆料
供应商们正在向市场提供为 PERC 技术专
门开发的正面电极浆料。与常规电池所用
浆料的不同之处在于，常规电池所用的浆
料必须优先配合正面电极银浆进行优化，
而对于 PERC 则是背电场浆料优先，其他
金属浆料随之。换句话说，背电场浆料的
烧结温度是决定因素，尤其对于较低温度
的工艺窗口来说。

背电场浆料的作用极其重要。而背电场
浆料的难点在于，既要与硅建立接触，又
要保证铝浆不会对下方的钝化层造成损坏，
需要达成两个不同的任务。所选择的铝浆
不能与其覆盖的钝化层发生反应，但同时
却必须在激光开槽处建立可靠接触形成局
部背电场。这种铝浆是典型的非烧穿型浆
料。同样必不可少的还有非反应型银浆。
这种银浆有两层属性：不能烧穿钝化层，
且具备极好的附着力和可焊性。一些浆料
供应商正推出应用于 PERC 技术的各种不
同浆料配方，包括来自亚洲的厂商（可参
见我们 2017 年 4 月发布的《TaiyangNews
全球光伏浆料市场调查 2017》）。

美国 DuPont 公司推出了包括三种不同
浆料的 PERC 解决方案：PV76x, PV56x 
以及 PV36x。此外该浆料供应商也推广
其最新的可用于 PERC 电池正面电极的 
PV20A 浆料。这款浆料可以用于常规电池
轻掺杂发射极以及 PERC 电池。PV76x 是
一款为 PERC 电池正面电极开发的相当独
特的浆料，也适用于轻掺杂发射极；PV76x
除了用于制作正面电极，还可与 PV36x 配
合，在 40 摄氏度的低温下进行烧结，对钝

Wisdom creates efficiency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不断地对
浆料进行研究。我们致力于
开发最先进的解决方案，以

提高低成本太阳能电池每瓦的功率和
性能。我们一直牢记客户当前和未来
的技术需求，而满足客户的需求就是
我们的使命。因此，当你一想到银
浆.. . . . .就会想到贺利氏。

研发以制胜。
创新而突破。
成就于传统。

敬请光临: 
SNEC  
W3馆310展台 |  中国，上海 

2017年4月19-21日
REI  
印度，诺伊达  
2017年9月20-22日
PV Taiwan 

台湾，台北  
2017年10月11-13日

Heraeus Photovoltaics Business Unit 

www.heraeus-photovoltaics.com

China  |  Singapore  |  Taiwan  |  Europe  

|  America  |  Japan

PERC Report_76x303_04-12-2017_CN.indd   1 4/13/17   3:44 PM

http://www.taiyangnews.com.cn
http://www.taiyangnews.com.cn


32 TaiyangNews | PERC 电池专刊 2017  PERC 电池专刊 2017   | TaiyangNews 33 

化层的影响降至最低。PV36x 用于建立局
部背电场，于 2011 年推出的这款浆料曾是
市场上首款具备该功能的产品，并切在不
断地改进中。总体上，DuPont 不再推出常
规的铝背浆，认为这已沦为低端产品。但
该公司还在继续研发专用局部背场浆料，
以便为 PERC 电池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DuPont 表示，采用其 PERC 浆料解决
方案之后，台湾元晶太阳能（TSEC）在量
产单晶 PERC 电池上获得了 21% 的效率，
升阳光电（Solartech) 在量产多晶 PERC 
电池上获得了 19.65% 的效率。

Heraeus 也认为常规铝背浆包括局部
BSF 浆料已成为低端产品。该公司一直专
注于银浆的研发。正面电极方面，该德国
公司目前正在推广包含了正面电极浆料的
SOL9631 浆料系列，以及于 2017 年首次
推出市场的背面搭接银浆 SOL326。厂商称， 
SOL9631 系列产品受益于结合了改良有机
载体的玻璃料，适于低温烧结，非常适合 

PERC 电池。同时该银浆也支持细栅线印
刷，使小于 30 µm 细栅线的高速印刷成为
可能。该浆料系列为薄膜电阻 90 欧姆每平
方的发射极设计。SOL326 为同样基于专
门研发玻璃料的背面搭接浆料，实现银浆
与介质层的有控制的反应。Heraeus 声称，
由于结合了新的添加剂，该浆料不仅具有
低穿透 / 渗透性能，而且还具有良好的附着
力，是非常适用于 PERC 电池的搭接浆料。

Heraeus 称，SOL326 比上一代浆料的 
Voc 高出 1.5 至 2.5mV。该款浆料支持宽
加工窗口，也就是说，其性能特性不受低
温烧结的影响。

这些仅是 PERC 电池金属化浆料的几
个例子。更多不同厂商的浆料产品，包括
特殊背电场 PERC 浆料等，请详见我们
的《TaiyangNews 全球光伏浆料市场调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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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日子以来，每当太阳能电池效率
纪录又一次被打破时，其技术十有八九
是 PERC。截至本报告发布之日（2017
年 4 月 16 日），PERC 电池效率纪录为
22.61％，由天合光能在 2016年 12月创造。
我们总结了来自单晶和多晶 PERC 电池厂
商近期发布的 PERC 电池效率记录，并将
其归纳在表格中（见第 35 页图表）。

3.1 单晶 PERC 电池效率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尚德 2012 年宣布

其 PERC 电池效率达到 20.3%。2012 年， 
旭泓全球光电（Sunrise Global）在量产
工艺下，平均效率达到 20.2%，并于 2013 
年 2 月提高至 20.3%。这家台湾公司采用 
PECVD 沉积氧化铝。Sunrise 是全球最
早对 PERC 技术进行量产以及最大 PERC 
电池制造商之一。目前旭泓全球光电 生
产的电池效率平均约为 20.7%，最高超过 
21%。旭泓全球光电表示，若采用高质量硅
片，其平均效率可达 21.2%。同样在 2012 
年，Schott Solar 采用单晶硅片，电池转
换效率达到 21%；这家德国公司将其技术
授权给了 Schmid Group。2014 年年底，
天合光能宣布其电池效率达到 21.4%。各
家公布的转换效率数值在 2015 年期间一路
攀升。2015 年 5 月，尚德宣布在量产规模
下，其 PERC 电池平均效率达到 20.5%；
7 月，Solarworld 宣布达到 21.7%，成为
当时量产规模 PERC 电池的最高效率。虽
然台湾 NSP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称其单
晶 PERC 电池效率达到了 21.1%，但直至
同年 12 月 SolarWorld 一直保持着世界记
录。其后记录被天合光能打破，这家来自中
国的光伏组件制造商研发出 22.13% 的高效 

PERC 电池。2016 年初，Gintech 称其效
率达到 21.44%，在当时的 PERC 电池最
高效率排名上位居第三。虽然 SolarWorld 
在 2016 年 1 月中旬宣布其 PERC 电池最
佳性能提高至 22%，但排名并未因此改变。
而天合光能在 2016 年 12 月以 22.61% 的
效率打破了自己先前创下的记录，成为最
新的世界纪录。

3.2 多晶 PERC 电池效率
对多晶 PERC 电池研发曾投入努力的

并不太多。近年来结晶技术的进步推动了
光伏产业主力产品多晶硅电池的转换效率，
而然多晶硅电池却又不得不以低成本的方
式生产，以保持其为大型光伏电站供货的竞
争力。Schott 作为首家涉足多晶硅 PERC 
技术的公司，在 2010 年获得了 18.7% 的
效率。紧接着是 QCells 公司，2011 年宣
布其效率达到 19.5%，是当时量产的最高
水平。于此同时，实验室级别的转换提高
至 20.7%。2014 年， 晶澳获得 20% 的峰
值转换效率。天合光能于 2014 年 11 月突
破 20.76%，此后仅一年，这家中国公司即
宣布其 156×156 毫米多晶硅 PERC 电池
效率达到 21.25%。这是多晶光伏电池效率
首次突破 21%。天合光能称，目前其多晶
电池平均效率约为 20.16%。

尽管不能算是多晶硅电池的纪录，但韩
华 QCell s 最近使用美国 1366 技术公司的
直接硅片（Direct Wafer ) 技术，在 PERC
电池上取得了 19.9％的效率。该效率宣布
于 2017 年 3 月，是迄今为止基于无切割多
晶硅片的最高水平。

3.PERC 电池效率纪录



34 TaiyangNews | PERC 电池专刊 2017  PERC 电池专刊 2017   | TaiyangNews 35 

Mar-12, Suntech; 20.3

Sep-12, Schott Solar; 21.0

Nov-14, Trina; 21.4

Jul-15, SolarWorld; 21.7

Oct-15, NSP; 21.1

Dec-15, Trina; 22.13

Jan -16, Gintech; 21.44

Jan-16, SolarWorld; 22

16-Dec, Trina; 22.61

Sep-10, Schott Solar; 18.7

Jun-11, Q Cells; 19.5

Nov-14, Trina; 20.76

Nov-17, Trina; 21.25

18

18.5

19

19.5

20

20.5

21

21.5

22

22.5

23

Jul-09 Nov-10 Apr-12 Aug-13 Dec-14 May-16 Sep-17 Feb-19

Effi
ci

en
cy

 (
%

)

mono-peak multi-peak

3.3 PERC 电池效率的发展
通常情况下，要在注重成本的量产中

达到实验室级高转换效率，需要花费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而是否能够投入量产对任
何技术来说都是最关键的。PERC 技术目
前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研发水平。随着价值
链中浆料、设备供应商到电池制造商的全

力推进，PERC 技术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迄今为止最高效率是 17 年前悉尼 UNSW 
大学的 Martin Green 创造的，他在小型实
验室制备的 PERC 电池效率为 25％。许多
电池制造商在单晶 PERC 电池方面已经超
越了 21％的效率水平。在批量生产中达到
22％的水平已经指日可待。

光伏厂商争先恐后地刷新了 PERC 电池的最高效率。中国组件厂商天合光能目前是单晶硅以及多
晶硅 PERC 电池最高效率的保持者。

当前 PERC 电池效率纪录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单晶峰值 多晶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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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World 的五主栅 PERC 电池获
得 21.6％的中值稳定电池效率。该公司有
一条产能为 25 兆瓦的试验线，主要用于
新工艺的评估。在该试验生产线上，这家
德国公司获得的平均效率为 22%。全球最
大的单晶硅片制造商隆基表示，其平均电
池效率达到 21％。该公司正在开展下一
代 PERC 电池技术的研发工作，其试点
生产线取得的平均效率为 21.6％，而最佳
电池转换效率为 21.93％。隆基不愿意透
露其下一代 PERC 架构的设计。中利腾
晖也专注于单晶电池的大规模生产，该公
司表示其平均效率为 21.1％，而单晶电池
的最佳效率为 21.3％，多晶硅电池的效率
最高为 19.6％。正泰太阳能表示，其最佳
多晶硅电池的效率为 20.2％，而平均效率
为 19.7％。无锡尚德给出的最佳效率分别
为单晶 21.3％以及多晶 20％。位于无锡
的该公司单晶量产平均效率为 21％，多晶
量产的平均测试数据为 19.7％。台湾的太
极能源科技达到的最佳 PERC 电池效率为
21.4％，平均效率为 21.1％。

当我们对设备制造商进行调查时，
Meyer Burger 称其客户获得的最佳单晶
效率达到 22％，多晶达到 21％。至于平
均效率水平，该公司表示多晶效率区间在
19.5% 至 20.5％之间，单晶效率区间明显
更高，达到 20.8% 至 21.5％。Levitech 告
诉我们，其一家客户达到了 21.5％的峰值
效率。Centrotherm 称其客户取得的最佳效
率为 22.1％，在量产中取得的平均效率约
为 21％，同时采用选择性发射极技术的电
池达到了 21.4％的效率。6 月份在慕尼黑
举行的 2016 第 32 届 EUPVSEC 大会上，
SoLayTec 在其报告中宣称，通过优化氮化
硅覆盖层，将抛光深度从 1~2 µm 提高到
3~4 µm，并将发射极薄层电阻从约 78 +/- 
3 ohms/sq 提高到 95 +/- 5 ohms/sq，得到
了 21.1％的最佳 PERC 电池效率。

理想能源表示，其客户晋能 (Jinergy)
使用其氧化铝沉积设备获得了 21.34％的
最高 PERC 电池效率。其设备作为生产

线的组成部分，所加工电池的平均效率分
别为单晶 21％，多晶 19％。在 2016 年 
EUPVSEC 大会上，阿特斯太阳能的报告
展示了其多晶 PERC 电池效率为 19％，单
晶为 20.7％，相对于常规电池分别提高了
0.5％ ~0.8％以及 0.6％ ~1％。

益通光电（E-ton）公布了其 ExcelTon-
III PERC 电池的最新成果，该电池工艺的
特色是使用氧化铝丝网印刷浆料。这家台
湾制造商在 2013 年的第 29 届 EUPVSEC 
会上就已经公布了其三主栅电池的平均效
率达到 20.3％。在 2016 年的会议上，益通
表示采用了四主栅结构以及下一代印刷浆
料，其平均效率提高到 20.84％，生产线上
获得的峰值效率达到 21.22％。

我们想再一次强调早在去年《PERC 电
池专刊 2016》中就做出的预言，无论是实
验室级还是量产级，PERC 电池的转换效
率在今年很可能将有进一步的突破。当然
最可能的是，我们将更多地看到量产平均
效率一次又一次的创出新高。随着众多公
司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上对 PERC 电池大规
模生产的不断推动，效率的日渐提高必然
发生。

关于量产 PERC 电池可能达到的最高
效率这一问题，一个由 ISFH 研究所领导
的研究小组经研究指出：“量产 PERC 电
池的持续发展或将使电池效率突破 24%。”
在该小组于 2015 年 9 月在德国汉堡举行
的第 31 届 EU PVSEC 欧洲光伏巡回展览
会上提交的论文 《 Increment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Of Mass- Produced PERC 
Cells Up To 24%, Predicted Solely Wit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xisting 
Technologies And Wafer Mater ia ls. 
Authors: B. Min et al. 》中，研究人员指出，
PERC 电池短期内的发展将集中于以下几
点：如类似选择性发射极的先进发射极结
构，背面硼掺杂金属铝浆，寿命为 1ms 的
硅片， 替代汇流条的多主栅结构以及高截
面 10 微米栅线等（见第 48 页图表）。

http://www.taiyangnews.com.cn
http://www.taiyang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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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中的提高：随着大批光伏企业积极参与 PERC 生产，电池效率正在生产车间得以
迅速提升，特别是单晶电池，最佳效率与量产效率之间的差距在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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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认为 PERC 将只限于几条高效率
生产线的人发现自己错了。该技术正在日益
成为新增产能与现存产能升级的平台。似
乎每个单晶制造商的扩产都下注在 PERC
上，毫无疑问这也对单晶硅片起了推动作
用。即使曾专注于多晶的全球硅片龙头企
业 GCL，也已经开始投产单晶硅片。

SolarWorld 就是一家全心投入单晶以
及 PERC 的公司，并且正在全面转向新兴
技术。原因之一是该公司对 PERC 电池有
着长期生产经验。SolarWorld 于 2004 年就
已开始尝试采用该技术，于 2008 年开始在
100 兆瓦试点生产线上采用电介质背面钝
化、激光和蒸发铝背面接触技术。之后转入
400 兆瓦量产线，采用背面及正面介质层钝
化、激光开口、丝网印刷铝背电场和选择
性发射极。其后 SolarWorld 的常规生产线
全面升级为 PERC。目前，SolarWorld 已
安装的 PERC 产能为 1.1 吉瓦，并且正在
进行全面升级总量为 1.6 吉瓦 PERC 产能
的工作。生产成本是促使 SolarWorld 做此
决定的另一个原因。其生产基地位于德国
及美国，生产成本高于中国竞争对手。中
国的竞争者们具有更好的规模优势（这些
公司往往规模巨大），并且拥有更好的材
料供应商渠道（目前大部分材料供应商都
在中国进行生产）。在光伏组件可作为高
效率优质产品出售的同时，投入 PERC 制
造的设备资本支出能被快速摊销，每瓦的
制造成本也将降低。台湾新日光能源（NSP）
转向单晶的背后也隐藏着类似的原因。

除了 SolarWorld 之外，台湾的旭泓全
球光电（Sunrise Global）、韩华 QCells 
和 REC 是最早在量产中采用 PERC 技术
的公司。隆基是 PERC 俱乐部的一位新成

员，最近投入生产 PERC 电池，拥有 1.1
吉瓦的装机容量。我们已将 PERC 设备制
造商最新公布的出货信息，以及计划投入 
PERC 技术的电池厂家所公布的最新信息
汇总与第 39/40 页图表。

通过采访权威科学家与技术专家，并结
合对 PERC 设备及电池制造商的研究，我
们估算了 2016 年与 2017 年全球 PERC 电
池产能及产量情况。根据我们的研究，截
至 2016 年底，PERC 产线全球装机产能约 
13.4 吉瓦，基于许多工厂还在安装试机阶
段，我们估计 2016 年实际产量约为 7.9 吉
瓦。PERC 的产能扩张仍在继续，到 2017
年底将达到接近 20 吉瓦的产线装机容量，
届时 PERC 电池产量将达到约 14 吉瓦（见
第 41 页图表）。

4. PERC 电池产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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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公告 PERC 电池 2016 / 2017 年数据汇总

时间 厂商 产能 新增 PERC 类型 说明

28-Jan-16 Meyer Burger 电池背面钝化设
备订单

Meyer Burger 宣布获得 2.2 千万瑞士法郎订单，
包括向一亚洲电池厂商提供 MAiA 设备

21-Mar-16 SolarWorld 1.5 GW 扩产
SolarWorld 确认将 0.8 至 1 吉瓦 BSF 产线升级至
PERC，并且 1.5 吉瓦总产能的升级最终目标正在
进行

29-Mar-16 天合光能 700 MW 扩产
天合光能正式宣布其在泰国罗永府的产线逐步投入
运行。根据其 2015 年五月发布的消息，该工厂为
多晶 PERC 电池“Honey”设计产能 700 兆瓦

1-Apr-16 SoLayTec 电池背面钝化设
备订单

SoLayTec 表示有四家新客户订购了其 'InPassion' 
ALD 系统，其中包含总部位于台湾的客户

7-Apr-16 Meyer Burger 电池背面钝化设
备订单

Meyer Burger 宣布获得 1.8 千万瑞士法郎，包括
晶澳订购的 MAiA 设备

12-May-16 RENA 生产设备订单
Rena 宣布收到两家电池厂商（北美 / 印度）PERC
技术设备上百万欧元订单

27-May-16 晶澳 1.4 GW 晶澳宣布预计至 2016 年底将原有 700 兆瓦 PERC
产能扩至 1.4 吉瓦

23-Jun-16 Meyer Burger 电池背面钝化设
备订单

Meyer Burger 表示其收到来自中国客户 2.1 千万
瑞士法郎包含升级 PERC 的 MAiA 2.1 在内的生产
设备订单

15-Jul-16 Boviet Solar 400 MW 扩产
越南 Boviet Solar 预计其 PERC 电池加工产能于
2016 年底达 400 兆瓦

19-Jul-16 Meyer Burger 电池背面钝化设
备订单

Meyer Burger 自同一中国客户再次收到价值 1.8
千万瑞士法郎的订单，订购用于升级 PERC 的 
MAiA 2.1 设备。该客户先前已订购 4 千万瑞士法
郎设备

22-Aug-16 隆基 900 MW 扩产
隆基宣布于 2016 年底已将单晶 PERC 电池产能扩
至 900 兆瓦

13-Sep-13 aleo Sunrise 100 MW 新增 PERC 工厂
aleo Sunrise 表示已在其德国普伦茨劳工厂开始生
产其“CELCO”高效 PERC 电池 

12-Dec-16 3D-Micromac 
AG 生产设备订单

3D-Micromac AG 收到来自 REC 集团三套其 
microCELL OTF 激光系统。这些激光系统将安装
在其位于新加坡的工厂，用与扩产

    

Source: © TaiyangNews 2017



40 TaiyangNews | PERC 电池专刊 2017  PERC 电池专刊 2017   | TaiyangNews 41 

厂商公告 PERC 电池 2016 / 2017 年数据汇总

时间 厂商 产能 新增 PERC 类型 说明

3-Jan-17 扩产

中国协鑫集成公司与越南 OEM 厂商 Vina Solar Technology 
合作，在其位于Bac Giang的厂房设立 600MW光伏电池产线，
其中 330 兆瓦为 PERC

26-Jan-17 Meyer Burger 生产设备订单

Meyer Burger 宣布在其上一周收到 1.9 千万瑞士法郎合采购
意向后，确认 1.8 千万瑞士法郎订单。这时期一月的第四个
订单，使其 2017 年订单总额推升至 6.5 千万瑞士法郎。前两
个客户来自亚洲，采购的是 MAiA 2.1 系统平台以及 SiNA 沉
积系统。其他订单包含了 PERC 设备，AR 设备，以及 DWS 
technology 技术设备。

10-Feb-17 SolarWorld 扩产
SolarWorld 生产转向单晶 PERC 电池以及组件。总产能可能
在两年内从原来 1.3 吉瓦增至 2 吉瓦

1-Mar-17 Meyer Burger 生产设备订单
Meyer Burgr 宣布再次从一现有亚洲客户中取得 MAiA 2.1 
PERC 系统订单。合约总额约 1.5 千万瑞士法郎。供货及试运
行将在 2017 年第二季度开始。

10-Mar-17 RENA 4 GW 生产设备订单
RENA 宣布从多个亚洲客户收到合 4.5 吉瓦产能的化学湿式工
作台订单。除用于PERC电池边缘隔离及背面抛光的设备外，
也包括单晶碱性制绒系统。

新闻稿中的 PERC：PERC 已经成为光伏企业近期发布的关于产能扩张和设备订单的新闻稿的常见主题。

Source: © Taiyan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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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 的快速扩张 : 自 2015 年 PERC 电池开启市场化进程以来，截至 2016 年底，全球 PERC
电池产能约为 13.4GW。 预计至 2017 年末，全球 PERC 电池产能将增长到约 20GW， 全年产
量约为 14GW。

ITRPV 对 PERC 市场份额预测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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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面：2017 年第八版 ITRPV 报告对 PERC 电池及类似技术的未来非常乐观。相较于第七
版，增加了对市场份额的预测，特别是长期市场份额。相比之下与第六版的预测更为接近。

Source: ITRPV: Graphic: (c) Taiyang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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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在单晶电池领域已经完全站稳了
脚跟。任何一家公司如果今天投资 P 型单
晶电池，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是 PERC。 
但是多晶 PERC 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
2015 和 2016 年，大多数 PERC 电池都是
基于多晶硅片生产的，因为最早进入这个
领域的公司，如 QCells 和 REC 都选择了
多晶。但现在单晶电池已经赶超了多晶电
池。 多晶 PERC 尚面临着一些挑战，但目
前已有新的针对性解决方案。 当前断言多
晶 PERC 时代已经逝去还为时过早，尤其
是在湿法蚀刻设备生产商，如 Schmid，
RCT 或 Rena，都已在黑硅方面取得了诸
多进展的当下。

5.1 光衰（LID）
晶硅 PERC 电池的光衰（LID）依然被

视为一个严重的瓶颈。这一问题导致电池
在长时间日照或高温等运行环境下性能的
严重衰减。考虑到衰减对温度的依赖性，
QCells 公司将这种现象称为光照和高温诱
发的衰减（LeTID）。

虽然多数专家一致认为 LeTID 的根本
机理尚不明晰，这类衰减与众所周知的单
晶硅组件 LID 现象（基于硼氧或硼铁复合
体等杂质的形成）并无关系。LeTID 可造
成巨大损失：QCells 曾在 2015 年 9 月第 
31 届 EUPVESC 会议上指出，LeTID 可在
几百个小时内使组件功率衰减 10%。该文
评估了不同参数对 LeTID 的影响。QCells 
的研究结果表明，此类衰减很大程度上受
硅材料的影响，并且高温会加速衰减。衰

减达到极值之后会出现再生效应。然而，
从衰减到再生要历经数千个小时，时间跨
度太长，难以在保修期内起作用。

通过优化电池生产工艺流程，Qcells 
似乎已找到了解决方案，但该电池制造商
拒绝透露细节。将 LID 光衰限制到最小程
度可能是最佳的解决方法。因为 LID 受硅
料质量的影响，通过慎重选择硅片的原料
也许可以避免 LID 的出现。但该方法相当
不明确且很难具体实施。Basore 表示，适
当的退火工艺可能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合适
途径。无论如何，这个话题已广受关注。
不过，自从 QCells 在韩国兴建多晶 PERC 
产线后，光伏行业似乎已习惯了 PERC 与
多晶之间的联结。目前许多公司都认为 LID
问题可以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据 Meyer Burger 介绍，多晶硅片不仅
具有晶粒边界，而且还会出现错位现象，
这需要通过氢来达到更好的料体钝化。通
过光照与加热硅片达到合适的温度（高于
200℃），可以促使来自氮化硅的氢深入渗
透硅体内部。该工序可以被整合到烧结工
序中。 据 Meyer Burger 表示，其关键是提
供带负电荷的氢，使之能更快更深入地扩
散到硅体内部。作为 PERC 方案的一个组
成部分，Meyer Burger 也提供一种无 LID 
的解决方案。

ISFH 在 2016 年 6 月 的 第 32 届 
EUPVSEC 会 议 上 介 绍 了 多 晶 PERC 
电 池 LID 现 象 的 研 究 结 果（Measures 
For Eliminating Light-Induced Lifetime 
Degradation In Multicrystalline Silicon; 作

5. 多晶 PERC 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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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Dennis Bredemeier 等人）。该研究小
组将光衰主要归因于高温烧结下金属沉淀
物的溶解。为了避免这种衰退，ISFH 建议
烧结方案应适用于低峰值温度以防止沉淀
物的熔化。 测试样品经 900 摄氏度峰值温
度烧结工艺后，出现明显光衰和再生现象；
而在 650 摄氏度下处理的多晶硅片则具有
稳定表现。

再生效果会在高温下加速，例如 185℃
和 300℃，而 1sun 以上的光照强度对再生
没有促进作用。

目前对多晶电池 LID 现象的机理尚在
不断的探索中。REC 是韩华 QCells 之外的
另一投入多晶 PERC 电池量产的“先驱者”。
该公司的 PERC 工厂位于新加坡，并表示
已找到了解决方案，可将 LID 现象限制在
可接受的程度内。

然而，至少从量产角度来说，加入多晶 
PERC 行列的公司还不多。正泰太阳能去
年开始批量生产多晶 PERC 电池。这家中
国公司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为了避
免 LID 现象，正泰采用镓掺杂硅片代替通
常的硼掺杂硅片。但在生产这种小众产品
时，正泰必须同时应对成本控制和工艺稳
定这两方面的双重挑战。2017 年初，尚德
公司宣布采用与 UNSW 大学共同开发的氢
化技术，已成功解决多晶硅电池的 LID 难
题。

5.2“黑硅”的湿法蚀刻解决方案
即使 LID 问题得到解决，多晶 PERC 

也面临着单晶成本的挑战。考虑到单晶电
池效率更高，多晶硅片价格势必要更低。
然而随着单晶硅片价格的迅速下跌，势必
有人会问是否还存在着使用多晶材料生产 
PERC 电池的必要。然而，不同的人对此

的看法不尽相同。事实上在单晶硅片上所
采用的降本加工工艺，例如金刚线切割，
同样也具备降低多晶硅片加工成本的潜力。
金刚线切割可将多晶硅片加工成本降低 8
至 10 美分。“唯一”的问题是固定磨料切割
方法会留下损伤浅痕，这对使用常规酸性
制绒方法来进行表面酸蚀制绒是个重大挑
战。

最近已经有第一批设备制造商开始为
此提供解决方案，由此而引出了所谓“黑
硅”的表面制绒工艺。黑硅产品是具有良好
表面结构和显著低反射性的多晶硅片，使
得多晶硅采用金刚线切割技术成为可能。
RENA、Schmid 和 RCT Solutions 已经开
始提供该技术解决方案。

德国设备制造商 Schmid 正在推出一种
称为 DW PreTex 的预处理系统，可以预处
理硅片表面易受常规酸性制绒方法影响的
部分。DW PreTex 预处理系统可以轻松地
布置在硅片制绒工序之前。该系统的特点是
使硅片表面相对平滑的部分粗糙化，令其
可以在常规 HF/HNO3 化学浴中进行制绒。
根据 Schmid 光伏业务部门主管 Christian 
Buchner 的说法，与砂浆切割制绒硅片相
比，该工艺可以获得更好的表面一致性。
由系统处理的硅片具有更低的反射率，达
到小于 23％的水平。Buchner 补充说，该
解决方案使用光伏产业中常用的材料。该
处理工序可以选择布置在硅片制造的最后
一道工序或电池环节中的第一道工序进行。

DW PreTex 是一个基于在线嵌入式工
作平台的模块化设备，可以很容易集成到
现有电池或硅片生产线中，无需另添其他
设备。该系统有两个版本可以选用：作为
独立单元将预处理过的硅片送至已有制绒
槽，或由 Schmid 提供集成的制绒工艺方案。
该在线嵌入式设备用五个平行轨道输送硅
片，额定吞吐量为每小时 3600 至 4500 片。
Buchner 介绍，DW PreTex 的运行成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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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片 1 欧分。

另一家德国设备制造商 RCT Solutions 
提供一种金属催化化学蚀刻（MCCE）工
艺设备。这种在线嵌入式湿式平台能在系
统中完成整个表面处理环节 - 线锯损伤修复
与制绒。与其它 MCCE 工艺一样，RCT 使
用的金属催化剂为硝酸银。但产品销售经
理 Oliver Voigt 表示，其公司的解决方案不
使用任何添加剂或 H2O2。他补充说：“每
片硅片的添加剂成本可能高达 0.15 元人民
币。”该系统采用制绒工艺通常使用的常规
化学品—HF、HNO3、水和 KOH进行清洗。
按照 Voigt 的说法，该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

点是其长度为 12 米，与知名品牌的制绒湿
式工作台尺寸相同，便于替换。该系统的
吞吐量为每小时 4500 片硅片。Voigt 说，
该系统还可以应不同的需求做相应的调整。
该系统可在常规多晶电池的效率基础上提
供 0.2 至 0.4％的增益。

RENA 命名其多晶硅片制绒解决方案为 
InTex-E。该公司透露，该工艺流程可将反
射率降至 20％以下，而常规酸性制绒的典
型反射率在 26％至 28％之间。RENA 解决
方案基于无金属化学溶液 HF / HNO3 蚀刻
解决方案。InTex-E 支持在线嵌入式流程，
并且与常规酸性制绒设备占地面积相似。

多晶 PERC 的未来：Gintech 单晶 PERC 60 片功率达到 310W。多晶怎么办 ? 在产业
向单晶转移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朗的今天，黑硅技术有可能为多晶产品带来另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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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成本

PERC 产线的资本投资额取决于其配
置，尤其是因对设备的不同选择会造成巨大
差异。假设考虑升级一条 120 兆瓦  PERC 
电池生产线，因已含有一套湿化学边缘隔
离设备，背面抛光设备可不计入资本支出。
120 兆瓦 PERC 生产线所需的一台典型激
光设备，如果考虑选择欧洲设备，其价格
大致在 40 万至 70 万欧元之间，具体要
取决于设备品牌和质量。一套具备相同产
能，用于沉积氧化铝 / 氮化硅背面钝化叠
层的 PECVD 系统的价格大约为 150 万欧
元。如此算来，一条 120 兆瓦 PECVD 背
面钝化方案生产线的升级资本支出大约在 
250 万到 350 万欧元之间。如果生产商选
择 ALD 系统，其成本支出不会很大。ALD 
供应商也已开始与 PECVD 供应商合作，
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这种整体解决方案
的价格较知名厂商的 PECVD 成套设备高
出 10%，成本支出相当接近。SoLayTec 正
在与 Tempress 合作，而 Levitec 目前在与
一家尚未透露的设备制造商合作，提供以
PECVD 为基础的整体方案。

TMA（三甲基铝）的价格是影响运
营成本的关键因素。事实上，TMA 高昂
的价格是光伏产业采用氧化铝作为钝化膜
的主要顾虑。化工产品供应商已开始供
应较低纯度的 TMA，称为光伏级 TMA，
价格接近半导体级 TMA 的 10%。埃因霍
芬理工大学 2010 年发表的一篇技术论文
（Recent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Silicon Surface 
Passivat ion by Aluminum Oxide for 
Photovoltaic，作者：G. Dingemans 等人）
评估了前驱体纯度对钝化性能的影响，发
现不管采用光伏级还是半导体级 TMA 前
体，ALD 方法沉积的钝化膜的性能并无显
著差异。另据 2013 年出自 IMEC（欧洲微
电子研究中心）的一篇论文（Integration 
Of Spatial ALD Aluminum Oxide For Rear 
Side Passivation Of P-Type PERC/PERL 
Solar Cells，作者：E. Cornagliotti 等人）
的数据，论文发表之时电子级 TMA 的价
格为 6000 欧元每千克，光伏级 TMA 则为
600 欧元每千克。我们的市场调查表明，来
自亚洲供应商的 TMA 价格约为每千克 450
欧元。Meyer Burger 称，TMA 的质量问题
正愈受关注，而且尚有改进的空间，即通
过提高纯度稳定电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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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 现在已经是一项成熟的技术，因
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持了
它的长足进展，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氧
化铝沉积技术的发展，以及 PECVD 多年
运用于正面钝化中累计的经验起了重要作
用。AlOx 和 PECVD 的结合使得 PERC 的
生产技术迅速铺开。

同时，生产设备在可靠性、产量及开机
保障率方面都有所提高，沉积膜的钝化质
量也大幅改善。沉积设备厂商取得了巨大
进步，降低了沉积膜的最小厚度，减小了
前体的消耗量。

PERC 的发展也有金属化浆料的功劳。
铝浆配方得到了显著改善。据 ISFH 研究所 
Dullweber 先生的介绍，铝浆的性能在五年
前尚有诸多缺陷，如合金工艺、共晶组成，
BSF 构成以及背面颗粒的形成。他说：“所
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大幅改善。” 正面接触
银浆方面也是如此。除了开发适合高电阻
发射极的配方外，浆料制造商也在持续研
发新的产品，满足 PERC 电池对较低工艺
温度的特殊要求。目前已有的可运用于量
产的再生方案足以解决单晶的 LID 问题，
增强了电池制造商扩大单晶 PERC 产能的
信心。汇流条技术的改进，增加主栅数量
等，都有助于 PERC 的发展。所有这一切
使得 PERC 技术得以迅速扩张。 目前光伏
产业针对 PERC 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将令 
PERC 技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双面电池：几乎每个组件制造商都将
双面电池列在其战略计划之中。PERC 是
最简单和最具成本效益的双面结构。 ISFH 
是第一批对双面 PERC 电池进行评估的机
构，他们将其命名为 PERC+。该研究机构

在 2015 年 EUPVSEC 大会上提交了一份
相关论文（PERC + Cell：A 21％ -Efficient 
Industrial Bifacial PERC Solar Cell，作者：
T.Dullweber 等）。这种使光伏电池双面都
具备光敏感性的技术无需在常规 PERC 电
池工艺基础上添加任何额外步骤。双面电
池的背表面采用局部铝栅线结构，而不是
覆以铝浆。该方法具有不可否认的优点，
它与单面 PERC 电池工艺的制造成本几乎
相同。这一方法免去了其他双面结构不可
避免需要使用的银料。ISFH 报告该方法实
现了 80% 的双面效率比，其中正面发电效
率为 20.8%，背面发电效率为 16.7%。其
后该研究所又进行了技术改进，达到了“行
业领先水平”，电池正面效率为 21.6％，不
逊于单面 PERC 电池获得的最佳效率，背
面效率为 16.7％。

Dullweber 表示，PERC+ 的背面效率
主要受到背面光学反射的限制。这里有两
个原因 ; 背表面的光学反射性较高以及铝栅
线造成的阴影。 就光学反射性而言，因为
背表面也要被制绒，目前的做法对背表面
进行抛光以获得更好的钝化性能。 “在这里
需要做一些精细的调整，”Dullweber 说。 
目前，印刷的铝栅线要比 PERT 双面电池
的银栅线宽得多，造成较高的阴影损失。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需改进铝浆以便实
施更窄幅的丝网印刷。 Dullweber 透露，
浆料公司已着手开发适用于双面 PERC 电
池的特殊铝浆，少数几家公司已经开始销
售此类产品。

总体言之，背面转换效率提高的潜力
还很大。 “最高可达 24％”，这是 Holger 
Neuhaus 关于双面 PERC 技术的意见，他
表示：“我们尚处于起步阶段”。SolarWorld 

6. PERC 电池技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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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早关注双面电池概念的公司之一，就
和该公司很早就投入常规 PERC 一样。 
Neuhaus 说：“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是第一
个转向双面 PERC 的公司。SolarWorld 在
2014 年对该技术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然后
应用在大规模生产中，并在 Intersolar 2015
上推出了双面双玻组件。根据 Dullweber
在 EUPVSEC 上的报告，其公司将单面
PERC 工艺在背面钝化叠层的氮化硅覆盖
层、接触开口的烧蚀图案和背面铝栅等方
面进行了改进。 SolarWorld 计划推出的
290W 组件将使用 5 主栅的双面 PERC 电
池。

在 2016 年 EUPVSEC 会议上，台湾的
工业技术研究所（ITRI）和电池制造商太阳
光电（Big Sun Energy Technology Inc.,）
介绍了其针对双面 PERC 电池概念的研究
成 果（Bifacial Solar Cells Fabricated By 
PERC Process For Mass Production,；
作者：Sung-Yu Chen 等人）。使用工业
PERC 工艺生产的 P 型 4 主栅双面太阳能
电池，最佳效率达到了正面 20.71％背面
13.92％的水平。正面效率保持在与常规
PERC 电池的同等水平，而报告特别指出
通过优化背面钝化叠层中氮化硅的厚度，背
面效率还有提高的潜力。 ISC 的 Kopecek
提到了这项技术未来面临的挑战之一。他
说：“为了获得良好的双面效率，背面的栅
格印刷可能需要精确对准激光开槽图形。” 
他补充说，“这肯定是可行的，但是会增加
工艺的复杂性。”

选择性发射极：PERC 结构极好地解决
了被忽视已久的背面优化问题。电池发射
极面的优化也愈受瞩目，通常正面优化的
方法是使用高薄膜电阻的发射极。浆料供
应商曾极力推动这方面的研发。选择性发
射极目前是发射极优化的另一个方法。事
实上，被报道的那些 21.5％以上的 PERC
效率，大多数都是有选择性发射极的电
池。SolarWorld 效率为 22％的 PERC 电池
也采用了选择性发射极。光伏设备供应商 
Schmid 表示，多数领先电池厂商都在认真
评估 PERC 与选择性发射极的结合，特别
是如果他们想达到 22％的效率基准的话。

PERC和选择性发射极的组合缓解了正
面接触浆料在低烧结温度下与浅发射极建
立接触的难度。Buchner 说，随着栅线宽度
的下降，接触区域变狭窄，低温烧结的局
限将变得更加突出。Schmid 一直在提供一
种基于蚀刻方法的选择性发射极解决方案。
它从经过蚀刻的高掺杂表面开始，甚至会
去除表面上的不活跃层。根据 Buchner 的

PERC 下一步又会怎样发展呢？
PERC 技术非常适合运用于采用五主栅
电池的双面组件。第一批厂家已投入生
产采用选择发射极技术的第二代 PERC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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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 电池效率提升空间 : 研究机构 ISFH 绘制了将 PERC 电池效率提高到 24%
以上的技术路线图。

( 注 : 星号表示通过使用改进材料达到效率增益，填色星号表示使用了不同的正面金属电极设计 ).

PERC 电池效率提升的不同路线



48 TaiyangNews | PERC 电池专刊 2017  PERC 电池专刊 2017   | TaiyangNews 49 

说法，这比基于激光的选择发射极技术电
压要高 4 至 5mV。

然而，浆料制造商正在开发越来越多的
用于 PERC 电池的配方，特别是适合低温
烧结正面电极的浆料。合适的浆料解决方
案将解决现有浆料的缺陷，并且甚至可能
在 PERC 领域淘汰选择性发射极技术，就
如同大约六年前该技术所经历过的那样。

除了浆料供应商，也有不赞成选择性
发射极的光伏设备公司。Centrotherm 的
Haase 说，选择性发射极在使用常规扩散
炉时是有意义的，可以利用过量的磷。 但
在低压扩散下，不再有过量的磷。而且没
有必要回归到常规扩散，因为低压工艺的
成本，相较于常规工艺，还不到其 70％。

“标准”的提高：ISFH 研究所一个研究
小组列出了为提升 PERC 电池效率而需要
在短期内得到优化的重要参数：

• 先进的发射极结构，如选择性发射极
• 硼掺杂背面铝浆
• 1ms 寿命硅片
• 代替汇流条的多主栅结构
• 高截面 10 微米的细栅线

不过，除硼掺杂金属铝浆料之外，以上
几点同样适用于目前的常规光伏电池。基于
这些改进，ISFH 于 2015 年预测，PERC 
电池的效率可达到 24% 以上（见 第 48 
页图表）。这一来自研发机构的目标，实际
上并不比来自设备制造商 Meyer Burger 的
高得多。该瑞士公司沿着 PERx 进化路线
图，制定了明确的升级策略，通过更好的
钝化、掺杂层、薄氧化膜和其他膜等，达
到 23.5％的高效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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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撰写 2016 年 4 月发布的第一
版 PERC 报告时，那时我们还仍在描述这
一新兴技术的前景、潜力和挑战。在 2015
年年底，其装机产能还不到 5 吉瓦。而随
着 2016 年底 13.4 吉瓦产能（包括新生产
线以及原有生产线升级）的安装完成，显
而易见，PERC 技术已完全稳定了其自身
地位。

领先设备制造商 2017 年第一季度的订
单显示，这一趋势将会继续持续下去。我
们预计到 2017 年底将达到超过 20 吉瓦的
产能。任何新增的 P 型单晶生产线都几乎
不可能不采用 PERC 技术，而且很快，任
何能够升级到 PERC 的 P 型单晶电池线都
将会升级。

那么多晶 PERC 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SolarWorld、NSP 等老一批电池生产商都
已背弃多晶电池这一老将的事实，也许已经
说明了一些问题。全球第一的硅片制造商
GCL 已经开始生产单晶硅片，甚至 QCells 
多晶PERC电池技术先驱以及最大制造商，
也正在向单晶领域扩张。湿法蚀刻设备制
造商也取得了很多进展，开始提供黑硅工
艺解决方案，使金刚线切割多晶硅片进行
量产成为可能，从而大幅降低成本。如果
黑硅工艺能打开局面，多晶硅片将可能重
新在成本上与单晶硅片竞争，从而推动多
晶 PERC 电池的发展。

PERC钝化的首选材料无疑是氧化铝，
久经时间考验的 PECVD 系统正继续着它
在 PERC 领域的成功。引领市场的 Meyer 
Burger 刚刚推出了一款新的 PECVD 在线
嵌入式设备，能够在结合抗反射成膜工序
的同时，支持正面与背面钝化二合一完成。
主要在 PERC 技术量产化初期用于氮氧化
硅沉积的 PECVD管式炉正迎来其第二春。

即使是 ALD，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中的后
来者，拥有了大批客户。但 ITRPV 的预测
有可能会是正确的，即在未来十年 ALD 只
能获得不到 10% 的市场份额。

虽然PERC电池的效率潜力并非无限，
但如果一些并不算复杂的改进能得到应用
的话，那么到 ISFH 所预测的 24% 还有着
发展空间。天合光能在 2016 年 12 月破了
自己的量产效率记录，将世界纪录提高至
22.61％，比该公司之前的 22.13% 的记录
高出近 0.5％。

虽然 PERC 电池的量产历史不长，但
其第二代产品已出现。SolarWorld 采用
选择性发射极和五主栅将电池效率提高到
22％以上。这是 ISFH 提出的在进军 24％
效率之路上的电池改良第二步。PERC 也
推动了双玻组件发展，越来越多的组件供
应商正在推销其双面产品。

这是否意味着，PERC 电池将是常规晶
硅电池的终极产品 ?答案显然不是。然而，
PERC 这种兼具高效与低成本两项优势的
技术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越大，其它技术路
线将越难获得发挥空间，诸如 N 型电池和
异质结 HIT 电池等。

7.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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