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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以 Raman 散射分析鑑定摻雜量子點對薄膜結構

關鍵詞

品質的影響；使用 SEM 拍攝薄膜截面計算不同實驗
環境下的薄膜鍍率，確保薄膜樣品厚度一致性，去

．硒化銅鎵 CGS

除因厚度造成的量測誤差；用 EDX 鑑定薄膜元素組

．量子點

Quantum Dot

成，UV-VI 光譜儀進行光吸收係數的測量分析，以討

．薄膜

Thin Film

論 PbS 量子點 CGS 材料對薄膜所造成的影響。
Improvement of photovoltaic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is always the key issue in the solar cell

摘要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Quantum dots, as one of the
promising improvement methods, in the thin film can

提升太陽能電池實際轉換效率，一直是太陽能

be applied due to the generation of impact-ionization

電池研究的主要目標。本所研究使用貼附靶材濺鍍

effect, Auger recombination and miniband. In this work,

靶，製備量子點硒化銅鎵(CGS)光吸收層，希望藉由

co-sputtering of quantum dots on copper gallium

薄膜中的量子點產生量子侷限、離子化衝擊、歐傑

diselenide layers via target-attach sputtering method

再結合效應以及迷你傳送帶等機制，來提升硒化銅

was performed.

鎵薄膜的吸光能力。

PbS are utilized as our quantum dots. This study is

使用 PbS 作為量子點，並以量子點摻雜的程度、

mainly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al properties

退火前後作為變因，進行 XRD 薄膜結晶性及晶粒大

of the thin film depending on the doping of quantum

小分析，確認量子點以及薄膜的結晶結構與結晶尺

dots and annealing. The instruments for characte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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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quantum dot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能隙材料，其能隙可涵蓋大部分太陽能光譜，吸收

X-Ray Diffraction (XRD) determines the crystal

係數又相當好，材料可依其元素組成做彈性的調

quality and grain size. Raman Spectroscopy analysis

整，熱穩定性良好，因此非常適合作為薄膜太陽能

detects for the quality of thin film. Cross section

電池光吸收層材料。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mage is applied

太陽能電池可簡單分為第一代基板矽晶(Silicon

to calculate deposition rate in the various environments

based)、第二代薄膜(Thin film)、第三代新觀念的研

to ensure the same thickness of the as-prepared films.

發(New concept)等，其中薄膜太陽能電池所耗費的

Energy-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X) results

材料成本較其他太陽能電池少，製程技術較簡單，

characterize the element ratio of thin films. UV-VI

也能大面積的製造，是此領域的明日之星。而Ⅰ-Ⅲ

Spectroscopy analysis is conducted to compute the

-Ⅵ族薄膜太陽能電池又是其中最具有潛力者[6]，和

absorption coefficient of thin films.

其他薄膜太陽能電池材料相比，其轉換效率可達
19.9%[7]，穩定性與抗輻射性好，且不含鎘金屬，無
鎘金屬污染問題。

前言
隨著時代社會的進步，維持社會運作所需的能

量子點

源也與日劇增。目前能源主要來自石油、天然氣、
煤以及核能等。然而這些能源近年來被快速消耗，

㆒、量子點的原理

學者專家估計石油存量約 50 年，天然氣約 60 年，

量子點是當材料尺寸在三個維度上都與激子波

煤礦約 200 年，鈾礦也只能再用 70 年。在消耗過程

耳效應相近時，三個維度都量子化，即稱為量子點。

中也產生大量的氮化物、硫化物、放射性污染物等，

由於量子侷限效應會造成材料能階產生類似原子的

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的破壞。因此各國正努力實現再

不連續能階。一般的材料尺寸都遠大於電子的波

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1]的普及化。再生能源主

長，量子侷限效應就不會產生。若是將材料尺寸縮

要包含水力發電、風力發電、潮汐能發電和太陽能

小至不到一個波長，根據維度來區來，可分成量子

發電等。

井、量子線、量子點等，如圖一所示。而當材料尺

能利用光伏特效應(photovoltaic effect)[2]將太陽
光能轉變成電能，即可稱太陽能電池[3]，太陽能電

寸逐漸縮小時，會使得電子能階間隔變大，連續的
能帶距逐漸分裂，能隙變寬如圖二所示。

池具有不受環境限制、設備設置簡易、製程較簡單

量子點材料主要造成幾種效應：(1)量子侷限效

等特色，因此在再生能源中是發展比較被看好的項

應(quantum-confinement effect)、(2)衝擊離子化效應

目。為了擴大太陽能電池吸收光的面積，也考慮材

(impact ionization) 、 (3) 歐 傑 再 結 合 效 應 (Auger

料使用的成本問題，薄膜太陽能電池[4]無疑是最具

recombination)以及(4)迷你傳送帶(miniband)。

有發展的潛力。近年來，由於半導體發展相當的快

1.量子侷限效應(quantum-confinement effect)

速，薄膜太陽能電池所運用的材料如非晶矽
(a-Si)[5]、鍗化鎘(CdTe)、Ⅰ-Ⅲ-Ⅵ族等半導體製程

當 材料尺寸小 於激子波耳 半徑(Exciton Bohr
radius)時，材料即達量子尺寸[8]，波耳公式如下：

技術也越來越進步，尤其是Ⅰ-Ⅲ-Ⅵ族化合物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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