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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Chun-Guey Wu*

ABSTRACT
The first breakthrough of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DSSC) occurred in 1991 when professor Grätzel 

and co-workers used nano structural TiO2 electrode combines with ruthenium cluster (ruthenium trimer)
dye to assemble the devise. The efficiency is higher than 7% at that time. Now the efficiency of DSSC is 
larger than 12% and efficiency up to 11.4% was certificated. The content of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onents (such as dye, TiO2 photo anode, electrolyte and counter electrode catalyst)
and the device fabrication proces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help the starter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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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 

吳春桂*

摘　要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SSC）的最早突破是在1991年，瑞士科學家Grätzel教授採用奈米結構的電極材

料以及適合的染料分子，組成光電效率超過7%的電池，目前實驗室的DSSC小元件效率可達12%以上，被驗

證的效率也超過11%。本論文針對DSSC的各組成（包含染料、二氧化鈦 [TiO2] 光電極、電解質、對電極催化

劑等）及組裝製程做一個概略的介紹，以協助有興趣的起始者能快速瞭解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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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　介

所謂的太陽能是由太陽輻射到地球上的能量，

在地球每個角落，只要是白天就有太陽能可用，每

天太陽照射到地球表面的能量，約為全世界石油

蘊藏量的四分之一，可見太陽能是一種有安全且一

直存在我們身旁的免費能源。雖然由太陽輻射到

達地球的能量，僅為太陽輻射量的二十億分之一，

但卻足夠提供地球的生物活動所需要的能源。利用

太陽能的形式也有很多種，如植物利用光合作用產

生食物（能量）、直接將太陽輻射熱能轉化為機械

能或熱能、將太陽輻射熱能轉換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如氫能）儲存、還有用途比較廣的：將太陽輻射

光直接轉變為電能再使用等，將太陽光轉換為電能

的元件或模組就稱為太陽能電池（solar cells或是

photovoltaic cells）。

二、太陽能電池

太陽能電池的發展史最早可追朔至十九世紀

中業，法國著名的物理學家Becquerel以兩片鉑片

為電極、金屬鹵化物水溶液為電解質，他將此裝置

放在光源下觀察到有電流產生，此現象就是所謂

的光伏效應（photovoltaic effect）。發現光伏效應

現象後，科學家並相繼投入相關研究，希望能將隨

處可見的太陽光轉換為電能，但直到1954年才有

較重大的突破，美國貝爾實驗室的Calvin Fuller與
Gerald Pearson，研究以矽為材料的P-N junction型
式的太陽能電池，得到光電轉換效率將近6％的電

池，太陽能電池才有真正的應用價值，但初期因太

陽能電池造價高昂只能應用在不惜成本的太空科

技上，因此相關的應用及技術的發展就緩慢下來，

期間雖因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而使各國開始重新

評估太陽能電池的開發，但在80年代核能發電技

術成熟且被各先進國家廣泛的使用及風力也被開

發用來發電，加上石油價格因需要減緩而下降，使

得太陽能電池的研發又停頓下來。到了90年代，半

導體工業興起，新的技術相繼被開發出來，使太陽

能電池的效率增加，生產成本降低，若再加上各國

政府因政策上的補助，太陽能電池的產電價格就

與一般發電方法具有競爭力。因此一些使用新材料

（有機物）的新太陽能電池技術，如染料敏化太陽

能電池及有機太陽能電池也相繼被提出，開發太陽

能電池科技的一個新領域。進入21世紀，地球暖化

使氣候變遷所引起的諸多問題，困擾著生活在地球

上的人類，而地球暖化的元兇部分被歸於使用石化

能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因此開發無碳污染的再生

能源又再度成為重點，原本有部分的人將不生成二

氧化碳的核能視為可能的能源選項，但日本2011年
3月11日大地震所引發的核電廠事故，使反核的聲

音大到不可忽視，這使得以太陽能為本的再生能源

被視為最有潛力的能源之一。目前太陽能電池光電

轉換效率尚不及傳統火力發電的綜合效率，但太陽

能電池是利用不用錢且來源無限制之太陽能來產

電，與燃燒媒、石油、及天然氣來產電的火力發電

廠，在能源利用的觀念是不同的，特別是後者牽涉

到二氧化碳的產生，因此目前很難將傳統火力發電

與太陽能電池在經濟效益上做比較。另外，在上個

世紀90年代所發展的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產電原

理不完全藉由單一的P-N junction介面），如染料敏

化太陽能電池及有機太陽能電池，由於其具有一些

特殊的性質，再搭配輕、薄、短、小的可移動3C電子

產品的發展，激發出無限的應用想像，太陽能電池

科技再度引發研究熱潮。

太陽能電池的種類非常多，分類也沒有一定

的規範，若以材料來分，則大致可分為矽基太陽能

電池（如單晶矽、多晶矽、及非晶矽等）、化合物太

陽能電池（如CdSe, CIGS, GaAs……等）、有機太

陽能電池（如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有機小分子

太陽能電池、及有機高分子太陽能電池等）。當然

若以太陽能電池元件結構來分，就可分為單一介

面（single junct ion）、疊層式（tandom）及多介面

（bulk hetero-junction）等，圖1列出各種不同結構

之太陽能電池元件的發展時程與目前可達到（且被

驗證）的效率（圖中所列的效率是在實驗室中所做

的小電池元件可達到的最高效率，與業界所賣的太

陽能電池模組的效率不同）。由圖1可知太陽能電

池的種類既多且雜，沒有在該特定領域鑽研多年的

人，很難一窺究竟，更無法精確的比較它們之間的

優劣，因此本篇報導就專注於跟大家分享與染料

敏化太陽能電池（dye-sensit ized solar cell，簡稱

DSSC）有關的一些大小事。

三、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SSC）

3.1　特性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設計理念是源自19世

紀人們照相技術的概念，但一直到1991年，瑞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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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Grätzel [1] 教授採用奈米結構的電極材料以

及適合的染料分子，組成光電效率超過7%的電池

後，才引起科學界積極而熱烈的探討，此項成功的

結合奈米結構電極與染料敏化功能而創造出高效

率電子轉移介面的技術，與傳統無機材料固態P-N
介面的設計不同，因此被稱為第三代太陽能電池。

目前實驗室的DSSC小元件效率可達12%以上，被

驗證的效率也超過11%（如圖1所示）。DSSC目前

尚不是市場上的大宗商品（雖然G24i早已設廠生

產），但由於其元件製程簡單，預期可以降低產電

價格，而且能源回收時間（energy payback time）短

（小於一年），深受期待。所謂的能源回收時間定

義為電池所產生的能源，用來完全彌補製造電池元

件時所花費能源所需的時間，因此日本的Sharp公
司曾宣稱該公司是正能源企業，意思是說：該公司

所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所可以產的電，比其公司所用

的電還多。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不僅僅是製程簡單及能

源回收時間短，還有以下幾個有吸引力的特性：

(1) 目前光電轉化效率大於12%，可與一般的無機

太陽能電池（如非晶矽）競爭。

(2) 堆疊式（t andom）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理論效

率可達30%。

(3) 已被證實有非常不錯的穩定性。

(4) 質輕、半透明、可撓曲及多色彩。

(5) 光電轉化效率不受入射光的方向而大幅改變。

(6) 在弱光下也可發電。

這些特性使DSSC在特殊用途（如會產電的裝

飾品，室內使用等）及與建築物結合之BIPV的使用

上，有其無可取代的利基。因此，儘管目前高效率

DSSC是使用高揮發性、高氧化還原力的液態電解

質做為傳遞電洞的媒介，其在長時間使用的穩定性

（即封裝問題）是很大的考驗，而且元件所使用材

料種類眾多，最佳製程參數需隨材料而調整，在大

量生產上有其需克服的難處，這使得使用第三代太

陽能電池來提供大量電力的構想，受到許多人很大

的質疑，但卻未澆熄DSSC的研發熱潮。事實上，像

這種接近商品化的再生能源新科技，是願意接受嚴

格挑戰以換取最大報酬的有志青年很好的投入領

域。

圖1　各種太陽能電池的效率發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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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組成，組裝製程、及光電轉換運作機制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元件主要包含鍍有透明

導電膜（通常是FTO，F摻雜之SnO2）的玻璃電極、

TiO2光電極、吸附在TiO2上的染料（dye）、電解質

（electrolyte）或電洞傳遞層（hole transport layer）
以及鍍有氧化還原催化劑之對電極（C o u n t e r 
Electrode or Cathode）等幾部分，如圖2所示，圖2
所列的spacer是用來圍堵液態電解質用的。組裝一

個DSSC電池元件也非常簡單，如圖3所示：首先將

TiO2粉末與高分子及水調製成適當的黏度，再利用

網印或手工塗抹的方式鍍在乾淨的FTO玻璃上，在

適當的溫度鍛燒使TiO2粒子間有好的連結，成一多

孔性的薄膜且增加導電度，之後將鍛燒後之多孔性

TiO2膜浸泡在染料的溶液中，由於分子自組裝的特

性，染料分子會吸附在TiO2半導體表面上形成單一

分子層，光電極即製備完成，此時可在吸有染料之

TiO2膜周圍貼上一層spacer備用。另取一FTO玻璃

並在其上鑽兩個小孔後鍍上一層Pt膜做為對電極，

將對電極蓋在光電極上並稍加熱使spacer熔解，待

冷卻後spacer即可將兩電極黏在一起，最後在從預

留的小洞中加入電解質溶液，用蓋玻片將兩小洞封

住，即完成DSSC元件的組裝。

DSSC之光電轉換機制可簡單分為四個步驟

（如圖4所示）[2]：首先吸附在Ti O 2半導體表面

上的染料分子在照光後吸收了光子的能量，使其

HOMO軌域上的電子躍遷至LUMO軌域形成激發

態（1. Dye + hν → Dye*）；激發到染料LUMO軌

域的電子快速的注入TiO2半導體的傳導帶，並藉由

擴散將電子傳導至外電路，此時染料分子因失去電

子（被氧化）而產生電洞（2. Dye* → Dye+ + e-）；

另一方面，電解質中的碘離子（I -）將電子傳給染

料（還原了染料）而本身被氧化成I 3
-，染料分子則

被還原成中性態（3. 2Dye+ + 3I- → 2Dye + I3
-）；

I -氧化所產生的I 3
-離子得到由外電路傳導至對電

極上的電子而還原成I-（4. I3
- + 2 e- → 3I-），形成

一個由光能轉換成電流的完整迴路。當然電子的

流向並不是完全走圖4所示的方向，有一些反應的圖2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組成

圖3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元件組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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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會降低短路電流與開路電壓，例如：激發到

染料LUMO的電子以放出能量的方式回到染料的

HOMO；或是注入TiO2傳導帶的電子，尚未擴散至

外電路前，回填到染料的HOMO；或是因染料分子

沒有將TiO2表面完全覆蓋，使電解質有機會與TiO2

表面接觸，將TiO2傳導帶的電子帶走等，都是在材

料與元件組裝設計上需要考慮的。在元件的各組成

中染料分子的光學（吸光能力與範圍）特性，是決

定DSSC電池元件之Jsc的重要參數，而元件之理論

Voc值則為TiO2的費米能階（fermi level）與電解

質氧化還原電位（redox potential）間的能量差，而

填充因子（f ill factor）則取決於整個元件各界面的

相容性與各組成之導電度，由此可見影響DSSC元

件效率的因素很複雜，因此每一部份及元件的組裝

方式及架構都可以是獨立的研究主題，研究進入

的門檻低且任何理工背景的學者皆可快速的加入

研究，使得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研究幾乎成為亞

洲科學界的全民運動了。圖5是從scif inder所統計

出來，在過去10年（2003 ~ 2012）間每年所發表與

DSSC相關的文章數目，可見文章數目的成長（也可

視為參於研究之人數的指標之一）是非常快速的。

有這麼多的文獻，筆者勢必無法全面的介紹相

關研究的進展，因此在本篇報告中，將大略介紹每

種組成的發展概況並在文末列出幾個參考資料，有

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再深入研究。

四、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各組成介紹

4.1　染料
用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染料具有以下幾

個特色：首先必須能緊密吸附在半導體TiO 2的表

面，文獻上已知-COOH，-SO3H，-PO3H 2等官能基

可以用分子自組裝（molecular self-assemble）的

方式吸附在TiO2表面形成單層膜，其中-COOH官

能基可與TiO2表面上的羥基合生成酯類，而增強了

TiO2傳導帶和染料分子中π*軌帶電子的耦合，使電

子轉移更容易，是目前最常用的官能基；其次染料

圖5　過去10年DSSC相關的文章數

圖4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光電轉換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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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在可見光範圍有很好的吸收特性，能將大部分

的太陽光吸收以轉換成電子；再則染料之電子存在

其LUMO時的壽命要長；染料具有足夠高的LUMO
位能，能將LUMO上的電子順利的注入到TiO2的傳

導帶上且染料之氧化態（S+）有高的穩定性；最後染

料之HOMO的能階夠低，讓電解質能自發的將染料

分子還原成中性態；染料也需具備光電材料應有的

長時間光與熱的穩定性。要找到同時符合以上要求

的染料分子並非容易，但化學人憑藉其合成技術與

對分子性質的瞭解，一步一步的找出適合分子。

染料以分子結構來分類的話，可大至分為：釕

金屬錯合物染料（Ruthenium Complexes）、有機

共軛分子染料（organic dye，含近紅外光染料[NIR 
Dye]）、及金屬紫質（metallo prophyrin），三者的

最高效率分別為11.7%（單一染料）、10.1%（單一染

料）、12.3%（與有機染料共敏化）。最具代表性的

高效能釕金屬錯合物染料是由Grätzel團隊在1993

年所發表的N3染料及1995年的N719染料  （結構

如圖6所示），N719染料之最大吸收波長（λmax）為

535 nm；吸收係數 (ε) 為 13,600 M-1 cm-1（在乙醇

中），組裝成元件後之短路電流（Jsc）為17.73 mA/
cm2；開路電位（Voc）為846 mV；整體效率（η）達

11.18%。N3及N719染料由於結構簡單、合成容易且

效率高，成為比較染料光電轉換效率的標準品。N3
及N719染料雖有諸多優點，但從其吸收光譜（見圖

7）可得知，N3及N719染料（二者吸收光譜類似）有

吸收波長較短及吸收係數較低的缺點，本實驗室為

改善以上兩個缺點，設計合成了幾個釕錯合物染料

（如圖8所示）[3]，其中CYC-B11染料，搭配I-/ I3
-電

解質，效率高達11.5%，是當時效率最高的染料[4]。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用有機染料非常多，一

般分為無金屬有機染料（metal free organic dye）
及近紅外光染料（NIR dye）兩種，有機染料從早

期的天然物如Coumar in、Per ylen、Indol ine等的

圖7　N3吸收光譜圖（3.5 × 10-5 M in ethanol）

圖6　N3（左）與N719（右）染料的結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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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物，到後來所謂的Cyanine-,  Hemicyanine-, 
T r i a r y l a m i n e - ,  T h i o p h e n e - ,  O l i g o e n e - , 
Porphyrin-, 及Perylene等結構，熱鬧無比，有機染

料分除了也含有可緊密吸附在半導體TiO2的表面的

COOH官能基外，其結構大至設計成donor（電子共

給者）-π conjugated spacer（共軛片段）-acceptor
（電子接受者）的形式，其中由大陸王鵬所發表的

C219有機染料（結構見圖9），效率達10.1%，是目

前效率最高的metal free organic dye。我們實驗室

也依照donor-π-conjugated spacer-acceptor的結構

設計原則，合成一序列有機染料（結構見圖10），
組裝成元件後的光電表現如表1所示。從表1中可以

圖8　吳春桂教授實驗室所開發的釕錯合物染料

圖9　C219染料分子的結構

圖10　吳春桂教授實驗室所開發的F-系列有機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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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由有機染料所組裝的元件之Jsc皆比N719低很

多，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所合成的有機染料之λ max

比較短。

一般而言，metal f ree organic dye之λmax比較

短（皆小於560  n m），如表2所示，因此尋找吸近

紅外光之有機物，成為另一研究重點。能吸收近

紅外光之有機分子的種類並不多，其中有一種稱

為Squaraine（方酸，結構見圖11）的結構單元，由

於其特殊的共振形式，使得含Squaraine單元的分

子之λmax皆超過640 nm（遠大於560 nm），例如由

Grätzel實驗室所開發的SQ02 dye（結構列於圖11
中）之λmax為662 nm，而且Grätzel也證實以SQ02為
染料之DSSC元件效率可達5.4%。我們實驗室也採

用Squaraine的單元，並在其兩邊分別接上donor及
accepto合成JYL-SQ5及JYL-SQ6分子（結構見圖

12），此兩分子在乙醇的λmax皆超過680 nm，而且吸

附在TiO2表面時，吸收光譜可以延伸到900 nm（如

圖13所示），可惜的是這兩個染料的酸性可能不夠

強，吸附在TiO2時不穩定，因此會被加在電解液中

之TBP（Tert-Butyl Pyridine）取代，若電解液沒有

添加TBP，元件的Voc會很低，使得使用JYL-SQ5及
JYL-SQ6染料之DSSC元件效率只有2 ~ 3% [5]。

圖11　方酸單元（左）及SQ02染料（右）的結構式

圖12　吳春桂教授實驗室所開發的NIR染料

表1　F-系列染料之光電表現 [6]

Dye Voc（V） Jsc（mA） FF h（%）

F-1 0.64 8.23 0.60 3.1
F-T1 0.68 10.77 0.63 4.6
F-DT1 0.69 14.33 0.56 5.6
F-DOT1 0.68 12.55 0.63 5.4
F-E1 0.67 13.97 0.62 5.8
F-E2 0.61 12.66 0.56 4.4
F-ET1 0.64 13.70 0.56 4.9
N719 0.66 18.13 0.58 6.9

表2　F-系列染料之光學性質 [6]

Dye λmax（nm） ε at lmax（M-1cm-1） λ EM（nm） lmax on TiO2（nm）

F-1 402 53957 512 351
F-T1 427 88752 548 395
F-DT1 436 97276 532 404
F-DOT1 423 100245 539 389
F-E1 443 71472 544 410
F-E2 510 56425 617 455
F-ET1 454 81220 546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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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金屬紫質（Metall-Containing Porphyrin）
染料，因其結構含有由四個吡咯（Pyrrole）環所組

成環狀大分子，因此歸類為有機分子，但中心有一

個金屬離子，又可歸類為無機的配位化合物。由於

含金屬紫質染料最近有很好的光電表現，因此常被

另歸一類。紫質是生物體中的重要物質，如血紅素

及葉綠素皆含有紫質的中心環加上中心金屬，例如

血紅素中心金屬為鐵稱Iron-Porphyrin，葉綠素含

鎂稱Magnesium-Porphyrin。做為DSSC染料的高

效率Metal-Porphyrin Dye之中心金屬為鋅（Zn）離

子，而且分子大多是綠色的，顏色討喜，早在2000
年即有科學家使用金屬紫質做為DSSC的染料但

效率不高，因此直到2005年Grätzel開始使用金屬

紫質做染料，才引起更多的興趣，目前最大的突破

要算是在2011年，Grätzel使用中興大學葉鎮宇教

授及交通大學刁維光教授所合作合成的YD2-o-C8
金屬紫質染料（結構見圖14上），用有機染料Y123
（結構也列在圖14下）做Co -Sensi t i ze r，再搭配

Co(II)/Co(III) 做電解質的元件，效率達12.3%，創

下使用Metal-Porphyrin為染料之DSSC元件的最高

光電轉換效率紀錄，此成果亦被發表在頂尖期刊

Science上 [7]。最近Grätzel研究團隊將YD2-o-C8
化合物結構稍加修改合成出所謂的SM系列染料，

Dr. Nazeer uddin在上海的CPTIC-2013會議中報

告，SM系列染料所敏化的DSSC元件，最高效率可

達13.6%，但並沒有說明詳細的實驗細節。

圖13　JYL-SSQ5及JYL-SQ5染料分子在乙醇中及吸附在TiO2時之UV/Vis吸收光譜圖

圖14　YD2-o-C8（上）與Y123（下）染料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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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二氧化鈦（TiO2）光電極

二氧化鈦光電極的用途是吸附染料及將由染

料注入的電子傳到外線路，因此二氧化鈦光電極

需要高表面積及高導電度，TiO2膜的表面積及導電

度取決於兩部分：TiO2粒子的大小與形貌及二氧化

鈦多孔性膜連結性，每一部份都會影響元件的光

電轉換效率。二氧化鈦光電極的研究非常非常多，

因TiO2是一種已知且有多種用途的固態物質，以二

氧化鈦做為催化劑光催化分解污染物就是一個被

熱烈研究的題目，以同樣的材料只是改變其用途，

當然很容易轉換。因此各式各樣形貌與不同大小的

TiO2皆被合成出來，圖15只列了其中幾個例子，個

別形貌的TiO2可單獨使用，也可以兩種或兩種以上

不同形貌（或大小）的TiO2混合使用;可以只鍍一層

TiO2膜，也可反覆多次鍍TiO2漿料、燒結，鍍TiO2

漿料，燒結以製備多層膜，每一層也可以用相同或

不一樣的材料，當然厚度也可隨意改變（一般為幾

個毫米  [ μm] 到幾十個毫米）。另外，不同的染料

與電解質（以下會簡單介紹）所需要的最佳的二氧

化鈦光電極也不一樣，例如使用I-/ I3
-電解質可用較

厚的TiO2膜，當使用Co(II)/Co(II I ) 電解質時，因

電解質的質傳問題，就需用較薄的TiO2膜，由以上

所述的各種情況的排列組合，即可知此領域研究之

熱絡。做TiO2研究的學者都可以找出其所製備的

TiO2的特色及其適用於DSSC的理由，但目前高效

率DSSC所使用之TiO2大多是簡單的TiO2的奈米顆

粒，經多次鍍漿、燒結所成的多層多孔性TiO2膜。

4.3　電解質
電解質的功能是將氧化態的染料還原，並擴

散到對電極以接收由外線路傳過來的電子，因此好

的電解質需具備以下五個特性：(1) 有效率的將染

料還原；(2) 在陰極上快速接收電子；(3) 與TiO2陽

極上的電子反應比較慢；(4) 揮發性低（元件才能

較穩定）；(5) 吸光弱（才不會與染料競爭吸光）。

同時第1及第2特性即表示電解質需具快速且可逆

的氧化還原反應，因此稱redox couple（氧化還原

對）。目前DSSC最常用的電解質是I-/ I3
- couple，而

且早期高效率DSSC元件皆使用I-/I3
- couple做電解

質，但I-/ I3
- redox couple氧化還原電位不夠低且對

電極具腐蝕性是缺點。而最近許多的研究結果顯示

Co(II)/Co(III) redox couple也是非常好的電解質，

目前最高效率的DSSC元件就是使用Co(II)/Co(III) 
電解質，可惜的是因尚未完全瞭解的原因，釕錯合

物染料搭配Co(II)/Co(III) 電解質的效率並不高，

這應該可以藉由後續詳細的研究來改善的。另外目

圖15　TiO2粒子的各種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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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效率元件大多使用高揮發性電解質（volat i le 
elect rolytes），使得元件封裝是一個嚴格的考驗，

為了增加元件的長時間穩定性，研究者試著使用低

揮發性電解質（ low volatile electrolytes）、離子液

體電解質（solvent-free ionic liquid electrolytes，
離子液體就是在低溫  [通常是100 °C] 下呈液狀的

導電離子化合物）、類固態電解質（pseudo sol id 
e l e c t r o l y t e）及固態電洞傳輸材料（s o l i d  h o l e 
t ranspor t mater ial）等幾種。高揮發性電解質及低

揮發性電解質之區別是電解質使用的溶劑是具高

揮發性或低揮發性的液體，而類固態電解質是在以

上的電解質溶液中加入高分子載體將電解質溶液

吸附在裡面（就像紙尿布吸水一樣），避免電解質

溶液中之溶劑快速蒸發。不同的電解質各有其優缺

點，高揮發性電解質雖然效率高但長時間穩定性不

好，離子液體電解質雖然揮發性極低，但效率較低

且貴，使用無須溶劑的固態電洞傳輸材料，元件的

效率又通常較低。固態電洞傳輸材料通常是一種

共軛分子，可以是高分子或小分子，高分子難於進

入多孔性之TiO2膜的內部，類固態電解質也有類似

問題。去年西北大學的Kanatzidis教授發表以無機

provskite結構型式的固態物質為電解質的高效率

DSSC元件，顯然將電洞傳輸材料注入TiO2膜的內

部是有辦法解決的，相信未來固態電解質會成為一

個研發重點，因以商業化觀點來看，使用真固態電

解質可以免除元件組裝上的諸多麻煩。

4.4　對電極催化劑
當電解質要在對電極上產生還原反應時，需

催化劑來加速反應，以I 3
-還原成 I -的反應（I 3

-/ I -是

D S S C中常用的氧化還原對電解質）而言，白金

（P t）是非常好的催化劑，但P t價格昂貴且P t對
電極催化劑需比較複雜的加工製造（如蒸鍍需

真空設備，而熱解 P t鹽類的方法在大面積時較

難再現），因此許多研究專注在找尋價格便宜、

製程簡單的催化劑材料，在各種可做催化劑的

碳材中，共軛高分子（conjuga t ed  poly mer s）是

其中非常好的選擇之一，非常多種的共軛高分子

如Poly t h iophene（PT）、Poly py r role（PPY）、

Poly-3,4 -Ethylenedioxy thio-Phene（PEDOT）、
Poly-3,4 -Propylenedioxy thiophene（PPDOT）、
Polyaniline（PANI）及他們的衍生物皆曾被用來取

代Pt做為電極催化劑，元件可以有不錯的光電轉換

效率，但摻雜態的共軛高分子（摻雜後之共軛高分

子導電度較高，做為DSSC之對電極催化劑時，元

件光電轉換效率較大）溶解度一般不好，因此科學

家需用所謂的同步聚合成膜或電化學方式來將共

軛高分子沈積在對電極上，同步聚合成膜會浪費

材料，因大部分高分子粉末留在聚合溶液中，只有

少數沈積在載體上；而電化學聚合需電化學設備而

且做大面積元件時成膜比較難均勻。在此部分的

研究我們實驗室找到一個雙性溶劑，可以溶解摻雜

態的共軛高分子如PANI（Polyanil ine）及PEDOT
（Poly3, 4-Ethylene-Dioxythiophene），因此可以

用旋轉塗布（spin-coating）或鑄鍍（casting）的方

式將摻雜態共軛高分子膜鍍在對電極上以做為

催化劑，實驗結果（見表3之數據）顯示，酸摻雜的

PANI及PEDOT的催化活性不輸由Pt鹽類熱分解所

製備的白金催化劑。

五、結　論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SSC）是一個非常有

趣的光電元件，其組裝方式及環境有別於一般需非

常龐大的設備及控制環境的半導體元件製造，其可

以在一般實驗室進行，無須特別設備，而且材料、元

件設計及組裝技術都可以是研究的題目，任何理工

背景的人皆可以進入此領域，因此相關研究者非常

表3　吳春桂教授實驗室所開發的共軛高分子催化劑之效能

Thickness of TiO2（mm） Dye Catalyst on FTO Jsc（mA/cm2） Voc（V） FF η（%）

12 + 4 N719 PANI-Cl 16.54 0.738 0.61 7.5
12 + 4 N719 thermal Pt 14.28 0.769 0.69 7.6
12 + 4 N719 PEODT 14.88 0.745 0.66 7.30
12 + 4 CYC-B11 PANI-Cl 17.19 0.723 0.62 7.8
12 + 4 CYC-B11 PANI-SO4 17.94 0.729 0.67 8.8
12 + 4 CYC-B11 PEODT 18.50 0.723 0.67 9.0
12 + 4 CYC-B11 thermal Pt 16.04 0.771 0.72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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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是DSSC也是高複雜度的太陽能電池元件，

因此是否能如發明人Grätzel所宣稱的產電價格低

可以成為商業化產品，還需非常多的努力才能更明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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