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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工程處金屬及陶瓷材料學門 

日本先進電池材料研究參訪報告 

 
 
日期: 93年 4 月 18~24 日 
報告共同執筆(團員): (依筆畫順序) 

呂宗昕教授 (臺灣大學化工系) 
李源弘教授 (臺灣大學材料系)  
林光隆教授 (金屬及陶瓷材料學門召集人兼領隊) 
周振嘉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材料中心) 
邱國峰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材料系) 
洪敏雄教授 (成功大學材料系)   

 胡毅教授 (大同大學材料系)  
  曾百亨教授 (中山大學材料及光電系) 
 

一、前言 

能源科技研究是政府規劃推動的重點科技，金屬及陶瓷材料學門經討論規

畫，鑑於能源問題對於人類發展之重要性，以及國內此方面相關研究有待提升與

加強，因此決定推動能源材料研究，並以「先進電池材料」為優先推動之「前瞻

重點研究」項目。日本在電池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獨步全球，最近三洋公司宣怖

研發成功全世界轉換效率最高的太陽能電池，因此日本相關研究有相當值得借鏡

之處。本學門有鑑於此，特規劃訪問日本先進電池材料相關之學術、研究、產業

界，期攜回先進訊息以為學門推動相關研究案之參考。此次參訪，由李源弘教授

以及呂宗昕教授幫忙聯絡日本相關教授，且蒙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水谷惟恭教授，

京都大學小久見教授，以及大阪大學柳田祥三教授大力協助安排，使此次訪問相

當成功，獲益良多，於此深致謝忱。 
  

二、參訪單位與參訪行程 

本次參訪一行人於四月十八日出發抵達大阪，於十九日早上開始參訪行程。

此行參訪單位包括日本關西與關東地區產、學、研重要機構，產業界有鐘淵化工

(Kaneca)株式會社，學術界有大阪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工業大學、橫濱大學，
研究單位有位於筑波學園的通產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參訪的電池材料研究項

目包括太陽能電池、鋰電池、燃料電池等材料相關研究。參訪行程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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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上午 參觀大阪大學 Prof. ShozoYanagida（柳田祥三）研究室，柳田教授的
研究室主要從事 Nano-structured TiO2 Layer of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的
研究，研究設備由製程到元件特性檢測均相當齊全；下午 參觀 Kaneka公
司，該公司產品涵蓋不同領域多樣材料，也產製非晶矽太陽能電池，由研

發部門主管 Dr. Y. Tawada主持簡報及參觀事宜，在大雨滂沱下參觀了太
陽能電池板之屋頂舖設樣例及屋內電源監控配置，其研發結果稍後將專門

介紹。 
4/20 午前參觀京都大學小久見教授研究室，小久見教授在國外開會，因此由其

助教授安部武志(Dr. T. Abe) 接待並簡報，該實驗室以鋰電池和燃料電池之
研究為主，因其位於新建校區，格局新穎寬敞，基礎設備充實，提供足夠

的支援。傍晚由京都搭新幹線往東京。 
4/21 參觀東京工業大學校本部，先拜會冶金及陶瓷學系 Prof. N. Mizutani（水谷

惟恭），再到機械系 K. Okazaki（岡崎健）教授研究室了解燃料電池以及
其應用於車輛驅動之現況，其研究人力組合包括化學、材料等背景而且精

明幹練，研究內容因而豐富完整，令人印象深刻；午後另安排與應用化學

系 Prof. M. Wakihara (脇原)會面，了解其在鋰電池的研究情形；最後搭車
前往東工大在大岡山的校區參觀材料系創新工程材料部門之研究實驗

室，包括助教授 Dr. T. Kamiya（神谷利夫）和 Dr. H. Funakubo（舟窪浩）
的簡報以及到 Prof. Yamazaki（山崎陽太郎）的燃料電池實驗室一覽，Dr. 
Kamiya針對太陽電池有精闢的介紹，同時也簡介其他在光電領域的研究，
相當傑出。 

4/22 參觀國立橫濱大學太田健一郎-神谷信行教授研究室，由 Prof. N. Kamiya（神
谷信行）接待並簡報其在燃料電池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後參觀實驗室有機

會看到實際測試的電化學等儀器設備及做法。 
4/23 參觀筑波學園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首先參觀 Dr. T. Okada（岡田達弘）研

究室，由他簡報並參觀其燃料電池實驗室；下午則赴太陽光發電研究中心

由主任 Dr. M. Kondo（近滕道雄）簡報該中心的研究方向並參觀各個研究
實驗室，包括結晶矽、非晶矽、Cu (In,Ga)Se2等太陽電池研究設備，另外

也展示該中心之室外太陽電池板試驗場包含各種類的太陽電池模組之組

合測試，為此行做一難忘的結尾。  
 

三、參訪內容與心得 

此次參訪的電池材料研究項目包括太陽能電池、鋰電池、燃料電池等材料相關研

究，參訪內容與心得分述如下。 
 
(I) 燃料電池材料 

本次參紡之燃料電池相關研究多在於 PEFC(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及



 3

SOFC(solid oxide fuel cell)兩方面。參訪主要對象為京都大學小久見教授研究室、
東京工業大學(TIT)岡崎健教授研究室、山崎陽太郎教授研究室、橫濱國立大學
神谷信行教授研究室、筑波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的岡田達弘研究室等，這些研究

單位對燃料電池的研究不遺餘力，在日本政府與工業財團的輔助之下，開發各種

較低溫(<400°C)之燃料電池。參訪內容依訪問日期敘述如下： 
 
I.1 (4月 20日)京都大學小久見(OGUMI )教授研究室  
 

京都大學的小久見教授實驗室主要以鋰電池研究為主，不過因燃料電池的興

起，亦有一組人員進行相關之研究。小久見研究室之燃料電池研究集中在

250~600℃之中溫系統，其中部份 PEFC 效率最高之溫度約在 300℃，針對這些
標的，小久見研究室發展此部份之電解質及電極材料。   

小九見教授研究室在 SOFC 部份開發之中溫(intermediate temp.)燃料電池較
特殊，其操作溫度鎖定在 250  ~ 350 ℃ ℃之間，原因在於目前並無好離子導體適

合在此溫度區間操作。該研究室開發出 2 種新穎固態氧化物電解質
NH4PO3/(NH4)2SiP4O13複合材料及 NH4PO3/(NH4)2TiP4O13複合材料電解質，兩者

均在濕潤空氣下，顯現良好質子導電性，在 300 ℃有 33.3 mS之質子導電度，後
者在乾燥空氣中亦可操作。 

在 PEFC方面，小久見研究室則開發出直接 Ethylene Glycol燃料電池，其結
構材料與直接甲醇燃料電池相同，由安部助教授報告之內容看到一些有趣的電極

發展方向，即以其他金屬或氧化物取代白金(Pt), 此外該研究室也開發奈米級 Au
觸媒(5nm)，將 Au/Pt-Ru/C觸媒與 Pt-Ru/C陰極觸媒比較，Au觸媒對 CO毒化抵
抗性較強。例如 Au/(Pt, Ru)/C 系統之特性較(Pt, Ru)/C 為佳; Au/Pt/MoOx/C， 
Au/Pt/Fe2O3/C亦有優異的性質，但 Au/Pt/TiO2/C則表現不佳，這些現象與處理，
還有待進一步之研究與探討。 研究發現陰極端 Pt觸媒，Ethylene Glycol Fuel Cell
較無 CO毒化現象。另外，新穎過渡金屬氧化物觸媒載體也是一新研究方向。該
研究室以 MoOx、TiOx、FeOx 等高導電性之氧化物顆粒作為觸媒載體，例如

Au/Pt/MoOx。氧化物抗腐蝕性強，同時製備較需要進行高溫石墨化之碳材，更為

節約能源。 
 
I.2 (4月 21日) 東京工業大學(TIT)機械系岡崎健教授(Okazaki Ken) 研究室，助
教授為伏信一慶(Fushinobu kazuyoshi)，其主要研究工作領域如下: 

(1) 氫燃料為主之尖端能源系統(Hydrogen-based advanced energy systems)， 其研
究內容主要為 PEFC，以 PEFC之觸媒為其重要研究方向，藉由分子動力學計
算與實際實驗驗證，改進 PEFC之表現。 同時利用同步輻射 X-ray 吸收光譜，
分析 Pt-基新合金催化反應，再設計並發展新的催化合金。包括以 X-ray吸收
光譜及理論計算，分析觸媒之電子構造、結晶構造與其活性之關係，並了解

觸媒表面催化反應機制，從而開發新穎觸媒材料。其研究發現，以過渡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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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Pt形成合金，使 d軌域之空位增加，強化 O2之吸收及 H2O之脫附，而提
升了陰極觸媒之活性，目前該研究室開發合金觸媒包括 Pt-Cu、Pt-Ni、Pt-Co、
Pt-Fe等，其中 Pt-Cu之活性超過純 Pt 5~10倍。在製程上，以濺鍍製備上述
觸媒。令人讚嘆的是，岡崎健教授雖在機械系，卻利用最先進的 X-ray 吸收
光譜方法，進行全然異於傳統機械系的觀念進行先進系統與材料之研發。 

(2) 運用非平衡電漿進行先進材料之製造與轉換：藉由電漿將與觸媒整合之反應
器研發先進的天然氣轉換系統; 運用大氣壓力輝光放電合成奈米碳管; 利用
微電漿束合成矽奈米顆粒; 直接將甲烷與水合成甲醇等電漿/觸媒轉換系統。
此外如高效率，高潔淨度觸媒轉換技術; 生物能源技術; 機械轉換技術及微機
電系統等，都是岡崎健實驗室所進行的研究工作內容。岡崎健研究室上述研

究中之特殊發明，則是利用大氣電漿源製作甲醇重組器，將 H2O/Mathane 混
合氣經射頻激發為電漿後，直接產生 methanol，為重組器設計之新穎研究方
向。 

由其工作內容，我們見到的是與傳統機械領域截然不同的研究觀念與進

行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運用分子動力學研究 PEFC 電解質中物質傳輸行
為; 運用同步輻射 X-ray 吸收光譜鑑別電極觸媒反應機制，並探討對不同 Pt
基合金系統之反應行為，以設計價廉，特性又佳之陰極材料。 

 
I.3 (4月 21日) 東京工業大學(TIT)山崎陽太郎 (YAMAZAKI)教授研究室 

東工大最後一站是山崎陽太郎教授研究室，目前由 NEDO 資助上億研究經
費。因山崎教授開會到六點多，我們只有很少的時間與其會晤，他簡單的介紹了

他的實驗設備及研究主題。總合來說，他長時間研究 SOFC電解質膜與電極間界
面構造與性能間之關係，這是製作開發薄膜化小型高性能 SOFC 不可或缺之技
術。 此外, SOFC內部溫度分佈與應力分佈之關係亦對 SOFC元件週期性運作有
重要關聯性，亦是山崎研究室探討主題之一。 

燃料電池小型化，其效率容易下降，因此薄膜燃料電池內部結構設計對發電

特性，燃料濃度與電流分佈之影響亦是重要研究主題。 此外固體高分子燃料電
池(PEFC)及直接甲醇燃料電池(DMFC)的電解質膜的催化效能、粒子分佈、毒化
抑制等等都是該研究室考量燃料電池可能遭遇問題之基礎性研究主題。 
 
I.4 (4月 22日) 橫濱國立大學神谷信行教授研究室 

此實驗室主要研究之方向為MCFC材料腐蝕(高溫腐蝕，NiO溶解對策)及可
靠度問題，以及 PEFC, (新電解質膜與氧化還原)電解質與常溫溶融鹽之開發研
究， 同時還有運用二甲基乙醚(Dimethyl ether)為燃料的燃料電池(DMEFC)研究
等。並積極開發新的催化劑，目前以 Ta-O-N系為主要發展對象。縱觀這些研究
室在電池上的發展，其關鍵就在於分子或離子的傳輸的效能。以燃料電池而言，

電解質膜目前仍以杜邦的 Nafion為主，但是 Nafion不利高溫環境：而催化劑則
關係反應速率，目前則以鉑為主，但其成本昂貴且產量有限，陰極與陽極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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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蝕性等都影響燃料電池的發展。 
 
神谷教授實驗室所進行的研究方向中，有些值得特別注意: 
1. 利用碳纖維作為承載白金之載體，用高速粉碎機粉碎後造成白金顆粒均勻且
細小的成核，得到很好的電傳導性，熱傳導性及優異的催化效應。  

2. 直接乙醚燃料電池的研究發展與相對電極材料系統的基本特性了解。 
3. PEFC常用的 Nafion膜，常需要水氣，防止材料劣化，因此神谷教授實驗室
發展不須加水氣的常溫溶融鹽電解質，同時可於較高溫度工作。 

4. 另外非常有趣的一個方向為非白金系的氧氣還原觸媒，氧化鉭的研究發展，
此系列材料具備光觸媒特性，可催化氧氣。這對白金使用量的降低很有意義。 

 
I.5 (4月 23日) 筑波日本通產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岡田達弘研究室 

此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為 PEFC高分子電解質燃料電池之相關議題，如陽
極與陰極之催化行為，燃料電池之劣化機制與耐久性，藉由其他過渡金屬錯化合

物的形成，陽極與陰極具有良好催化效應之電極材料已發展出來，而且白金含量

可大幅減少，降低燃料電池成本。當然以目前的進展，尚不足以讓燃料電池取得

足夠的價格優勢，進一步的研究發展仍有待投入。在劣化機制的探討方面，由離

子與水的傳輸特性及水汽安排分佈的狀況，燃料電池薄膜退化可藉不純物離子效

應之分析，獲得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退化抑制劑最近一有些進展。岡田達弘研

究室除了研究陰極、陽極與電解催化劑外，並從事微管型(micro-tubular)甲醇燃
料電池 DMFC)之研發等，目前功率可達 12 mW/cm2。還有一項有趣的實驗，即

利用磁場的作用，可增加氧氣還原反應的進行，這種藉由其他物理效應增強反應

效率的做法，亦頗值得探討。 
 
I. 6 綜合心得 
綜合此次燃料電池方面之參訪觀摩，即使未能真正一窺燃料電池產業與學術

研究之全貌，也或多或少看到日本學術界在燃料電池產業技術與基礎研究之趨勢

與佈局。由於應用層面的廣泛，高分子燃料電池之研究佔了當前燃料電池研究的

絕大部分，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亦有一些研究單位在進行，其他型式的燃料電池

則相對較少看到研究活動與報導。本次參訪看到的一些研究走向，包含成本的降

低(白金用量的減少與新合金電極的發展)，催化效應的提升(複合電極與合金電極
開發)，新材料的開發(新電極、新電解質)，新元件型態發展。不可諱言，燃料電
池之基本材料科技，仍是燃料電池產業最關鍵之重點，不管在 PEFC或 SOFC，
電解質與陰極、陽極材料以及相互之間匹配的關係，是材料科學必須深入了解與

解決的問題。 
總合來說燃料電池之材料研究，台灣學研界應有更多的人員投入 PEFC 與

SOFC有機、無機材料之基礎研究，及燃料電池之整合性發展。研究之方向可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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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解質材料 
a) 既有材料系統之研究改進 
b) 離子傳輸現象之模擬分析與測量 
c) 新材料系統之研究發展 
d) 電解質與電極界面設計與分析 

2. 電極材料 
a) 電極材料系統之研究改進 
b) 電極觸媒特性之研究 
c) 合金電級之研究發展 
d) 金屬/氧化物複合電極之評估 
e) 非白金系電極之研究開發 

3. 燃料電池元件整合研究 
a) 單一燃料電池組裝與材料匹配性研究 
b) 疊層燃料電池組裝與材料匹配性研究 
c) 連接層材料系統研發 
d) 燃料供應形式研究 
e) 薄膜燃料電池界面研究 
f) 薄膜燃料元件 
 

(II)  鋰及鋰離子電池材料 
本次參訪中，京都大學小久見研究室，東京工業的脇原研究室，與東京工業

大學的水谷惟恭研究室均有從事鋰離子電池的研究。 
四月二十日訪問京都大學小久見教授實驗室，小久見教授出國不在，由助教

授安部武志代為接待說明。京都大學新校區環境優良，幅員廣闊，具有歐美國家

大學風味。小久見研究室探討鋰鹽之阻抗分析，瞭解鋰離子進出電極材料擴散及

輸送情形，並嘗試使用不同鹽類作為鋰離子電池之電解質。該研究室陣容龐大，

擁有各種不同先進電化學分析設備，舉凡阻抗分析儀、充放電儀、手套箱、Mass、
Raman熱分析、薄膜設備、各式光譜儀應有盡有，且相同儀器具有多套。該研究
室並參與京都大學跨領域及奈米研究群，進行特殊奈米碳材陽極材料電化學特性

測試，獲得良好結果。訪問成員對其實驗室留下深刻印象。小久見研究室所研究

的陰極已由鋰鈷(Li-Co)轉為鋰鎳(Li-Ni)、鋰錳(Li-Mn)及鋰鎳錳 (Li-Ni-Mn)系，
主要是鈷元素為戰略物質，成本高且來源不穩定。陽極則研究利用氧化物(Al2O3, 
ZrO2, TiO2)修飾石墨顆粒的表面結構，再搭配有機溶劑(FC,PC,PMC)可加速鋰離
子嵌入石墨顆粒中的速度。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訪問東工大的水谷惟恭研究室，以研究界面傳導機構為

主；同時也訪問東京工業大學化工系脇原教授實驗室，他親自介紹實驗室中研究

狀況，他自 1982 年開始研究鋰離子電池材料，主要探討尖晶石構造，以缺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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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主，分析各種不同製程對缺陷化學及電化學特性影響情形。另外亦研究新型

陽極材料，利用特殊化學製程控制碳材表面積及特性，使陽極材料具有更高電容

量。另外亦考慮 SEI（solid electrolyte interface）問題，促使鋰離子進出狀況改善，
增加其擴散速度。對於鋰離子電池方面，主要鑽研高分子電解質，嘗試提高電解

質之鋰離子導電度。脇原教授實驗室亦有多項鋰離子電池測試設備，包括充放電

設備及手套箱，熱分析儀等，為相當專注於進行鋰離子電池研究之實驗室。 
鋰離子電池主要是由陽極、陰極與電解質所構成，就參觀了解，略再綜合敘

述如下。 
 
II.1 電極材料 
    鋰/鋰電池是目前單電池可提供最高電壓(~3.8 V)之電池系統,同時具有質輕
的優點，因此無論大型車用電池或可攜式電子產品電池，鋰/鋰離子電池均佔有
極大優勢，其負極材料(Anode)目前以碳/石墨材料為主流。在 2002 ~ 2003年頗
受注意的氧化物或合金負極材料。小久見研究室，目前研究方向為石墨化之微小

碳顆粒，稱作 Graphized nano carbon beads，將購入之碳粉以 2800 ℃進行石墨化，
得到 10s nm ~ 100s nm之多邊形顆粒，而且由 TEM觀察中可發現，石墨化之基
面(basal plane)沿著多邊形之編成平行排列，而且可降低第一次循環之電容量損
失。脇原研究室方面，則針對目前商用之石墨粉負極材料進行表面處理，以增進

其充放電效應及壽命。其作法為使用 sol-gel 法在石墨顆粒之表面塗佈一極薄(a 
few nm)且不連續之薄膜，材料為氧化物 Al2O3、ZrO2，TiO2等，通常具有高介電

常數，電解質在第一次充放電時，不與此氧化物層發生反應，只在不連續處形成

SEI層，因可降低初次循環電容量損失。 
正極材料方面仍以鋰過渡金屬氧化物為主，研究方向是尋求目前商業化之

LiCoO2的廉價替代品。脇原研究室針對 LiMn2O4正極，改進電容量，同時保持

其大電流充放電之特性，方法為摻雜 Co3+、Al3+、Cr3+等取代Mn3+，或於製程中，

調整環境氧分壓，製作氧缺陷之 LiMn2O4−y材料，均有防止Mn2+容液或加速 Li+

擴散之效果，而提高其電容量。此外，也以鈣鈦礦相之 LaNbO3 為模型，進行

Li+擴散之理論研究。 
 
II.2電解質材料 

電解質材料分有機液態溶液，固態高分子及無機固態電解質等。京都大學小

久見研究室目前研究方向為液態溶液電解質與電極間之介面性質，發展出不同有

機溶劑與鋰鹽之混合電解質溶液，以減少充放電時電容量損耗。固態電解質方面

則以磷酸系或硫化物之高離子導電性玻璃為主，但考慮其安定性及對負極之還原

效應，則目前製作之全固態薄膜電池仍以較傳統之 LiPON 為固態電解質。東京
工業大學脇原研究室則以 PEG 系高份子與鋰鹽製作高份子電解質，其離子導電
度仍在 10−3S⋅cm−1以下，並未見突破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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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太陽能電池(solar cell)材料 
此行訪問的太陽能電池材料研究內容包括色素增感太陽能電池  (dye 

sentized solar cells --DSC) 以及矽太陽能電池 (Si solar cells)，這是目前太陽能電
池方面研究的兩大主要方向，分述如下： 
 
III.1染料增感太陽能電池 (dye sensitized solar cells --DSC) 

染料增感太陽能電池被視為新一代太陽能電池，雖然在文獻上的報導其效率

目前最大達到 12﹪，較矽系太陽能電池(>15%)為低，但是由於構造簡易、製作
簡便，成本約為矽系太陽能電池的 1/10~1/20，相當具實用化潛能。在日本政府
的補助與推動之下，此種電池的研發進展相當快速。DSC 是屬於光催化電化學
系統之一種。本次參訪之大阪大學柳田研究室在這方面已有超過 20 年之研發經
驗，居世界領先地位。DSC 與傳統矽太陽能電池比較之最大優勢在於其製造成
本之低廉，其製程僅需簡單的塗佈，而不需價格昂貴之真空設備，若再研究降低

其電催化貴金屬(如 Pt等)之用量，則可使製造成本大為降低。柳田祥三教授的研
究團隊對此種太陽能電池非常樂觀，他們正全力發展新的染料與電解質，以提高

電池的效率與穩定性。目前他們宣稱電池可達 Jsc=18mA/cm2, Voc=800mV, IPCE 
efficency=8.0%。柳田教授更進一步預測，此種電池最快在 2008年便可商品化，
屆時對其他太陽能電池將造成一大衝擊。 

染料增感太陽能電池雖然構造簡單，但其效率完全掌握在材料功能上。一般

構造可包括透明導電玻璃(FTO,ITO等)，光催化劑、染料、電解質及反射電極。
期中關鍵材料在於光催化劑、染料及電解質。光催化劑目前仍以二氧化鈦為主，

其催化效果已有許多應用領域。染料目前仍以 Ru 系有機染料之吸收光與 TiO2

間的連結最佳，但由於受限於專利，其價格昂貴，尋找或開發更有效的染料是當

務之急，柳田洋三教授的專長領域正是有機染料。至於電解質的則種類相當多，

由於液態碘溶液容易揮發，封合不易，因此研究朝向固態電解質或膠質電解質發

展，柳田洋三教授以導電性佳之 poly(3,4 ethylen-edioxythuiophene), PEDOT為電
解質可有效提升效率。染料增感太陽能電池尚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包括材料穩

定性及壽命最令人質疑，另外大尺寸電池效率亦呈大幅下降等。然而這些問題正

顯示材料科學在的重要。日本政府願意提供龐大研究經費在此類太陽電池的研究

上，除了建立基礎科技外，便是搶先佔據能源市場。 
柳田研究室使用之製程包括：(1)TiO2塗佈—將 TiO2顆粒溶於有機膠或鹼性

水溶液中，再塗佈於玻璃基板，形成約 100µm 厚之塗層，經在空氣中以 450。C
燒結後，形成厚度 20~30µm，具有約 35nm直徑之微孔的奈米多孔塗層。(2)有機
染料塗佈—將 TiO2塗層浸入有機染料或色素(dye)20hrs，各種光感有機染料之開
發，在 DSC元件中佔有重要的一環，目前國內在這方面之研究較少，急待學界、
業界投入。(3)以白金/導電玻璃作為對應電極(counter electrode)—白金是用以進行
電催化，促進還原反應，但價格昂貴，目前亦有研究開發其替代品，以降低成本。

導電玻璃多使用 FTO glass (SnO：F)。(4)封裝—以上述正負電極，搭配含碘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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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質，形成電池。 
    由於光感有機染料之使用，使得 TiO2/dye 介面電荷轉移速率大為提高，柳
田研究室之量測結果其轉移時間僅約 50fs。但 TiO2粉末之選擇則須注意其在常

溫下有金紅石(Rutile)及銳鈦礦(Anatase)二相。Anatase 相較難形成良好結晶，但
其導電性較佳。奈米多孔 TiO2塗層因孔洞造光之散射，因此其光吸收率較高，

比矽而言更有效率。目前的 DSC 元件，在大電流、大電壓之供電上仍有不足，
以柳田研究室之產品而言，單電池(single cell)之閉路電流約 5mA/cm2，電壓低於

1V，因此其應用上，將較適於低電能(low power)元件，如感測器(sensor)等。 
 
III.2矽太陽能電池 (Si solar cells) 

   日本產、學、研仍持續努力的進行著矽系太陽能電池的研發。矽太陽能
電池是目前太陽能電池之主流，本次參訪計有鐘淵化工公司(Kaneka chemical 
Ltd.,)；東京工業大學神谷利夫、舟窪浩兩位年輕的助教授研究室，聽他們介紹
太陽能電池及鐵電材料相關之報告，由於他們的努力及良好的研究環境，使其研

究有非常出色的表現；以及日本產業總合研究所之光致發電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Photovoltaics)等單位。所展示的矽系太陽能電池的技術已相當進步。
Kaneka 公司目前單晶矽太陽能電池的效率已接近 20%，多晶矽太陽能電池的效
率達~15%，非晶矽太陽能電池的效率達 8%，混成(hybrid)矽太陽能電池的效率
達~10%。由於非晶矽與混成矽太陽能電池的發展較具多樣性，以薄膜方式可獲
得透明電池，有利於市場的開拓。 

目前日本在薄膜型 Si 太陽能電池之研究頗為興盛，鐘淵化工之太陽能電池
產品主要均為薄膜型，且著重於非晶矽之研究，其設計有：(1)P-N型非晶矽電池，
(2)P-I-N 型非晶矽電池，(3)非晶 a-SiC/a-Si 異質接面電池，以及(4)複合薄膜
a-Si/p-Si電池等幾種。由於 Si太陽能電池之價格高，簡單的 P-I-N設計使其成本
降低但效率也低，綜合考量其效率及成本因素，複合薄膜製成之 2~3接面(double 
~ triple junctions)設計，可得到折衷的效果。鐘淵化工亦利用大面積(1×1M2)CVD
製造 a-Si，p-Si薄膜，同利用雷射切割，將大面積面板，分割成互相串聯，並聯
之區塊，而可製備出廉價的大面積太陽能電池模組 (module)，目前其
910mm×910mm之 a-Si/p-Si複合薄膜(hybrid thin films)太陽能電池模組可達到閉
路電流 0.45A，開路電壓 140V之高能量輸出。` 

鍾淵化工強調的非晶矽或複合薄膜太陽能電池，其優勢在於其全年輸出功率

密度高於目前所有矽太陽能電池設計，且在高溫下，及低陽光強度仍可維持合理

之發電效率。目前 10×10 mm2之複合薄膜太陽能電池之初始效率可達約 13.5 %，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一太陽能電池的霸主 Sanyong (三洋電機)，卻以單晶矽或多
晶矽太陽能電池為主要產品, 並強調其世界最高的光/電轉換效率：19.8 %。目前
二大太陽能電池公司之競爭，方興未艾，未來將以何種系統取得主流市場優勢，

值得觀察，據鐘淵化工 Dr. Y. Tawada所述，日本政府要求工業界將轉換效率目
標訂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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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淵化工另外也介紹其一特殊設計，即利用薄膜元件之特性，製作可透視之
太陽能電池，例如可應用在建築物的窗戶上達到發電兼採光的功能。 
    除了太陽能電池之 P-N 接面材料之選擇與設計，其製成元件時所使用之接
觸面材料(contact materials)也影響電池性能，東京工業大學神谷利夫研究室的研
究重點之一即為薄膜太陽能電池及其相關氧化物材料。以 P/I/N型設計為例，由
陽光入射方向依序可設計成 ITO/P/I/N/(ZnO, SnO2)/Ag/substrate 或者 (SnO2, 
ZnO)/P/I/N/ITO/Ag/Al 等複層結構。氧化物薄膜在此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可透光
外，也須與 p-, n-層形成低電阻接觸面，而底層的氧化物由於需經過 p-, n-層薄膜
沉積過程，因此通常會於製程與電漿接觸，需能夠忍受反應性電漿之環境，同時

為增加光吸收，底層導電氧化物之表面需為適當粗糙面，常稱為 TCO(textured 
conductive oxides)。為達到低接觸電阻之效果，氧化物選擇亦需考慮其費米能階
與 p-, n-層之偶合程度。該研究室近來研究 Ga摻雜之 ZnO薄膜(GZO layer)，發
現於薄膜沉積時臨場加熱，可提高最終太陽能電池元件之填充因子(Fill Factor)，
亦即提高其功率密度，可見接觸面氧化物材料，也是太陽能電池的一個重要研究

領域。 
筑波學園日本產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之工作則主要在於製作、評估不同系統

設計之矽太陽能電池之效能，及運用潛能。值得一提的是產總研亦進行化合物半

導體(Compound semiconductor)太陽能電池之研究，其研究之 CIGS(銅銦鎵硫化
合物)半導體太陽能電池，約可達光/電轉換效率 20 %以上，具相當大的發展潛
力；惟其需分子束磊晶製作，較為昂貴，且銦、鎵亦均屬昂貴的物質，如何找到

取代材料，並降低製作成本為今後研究課題。 
 本報告另針對太陽能電池之研究現況以及未來發展提出一些看法。半導體太

陽能電池元件和模組技術發展有年並已量產，未來的著眼點在成本。當石油耗盡

而且煤炭不宜使用的情況下，除非有新的突破，以現今的科技來看，大量用電的

工業得依靠核能，家庭用電可使用太陽電池及儲能裝置，動力能源則憑藉燃料電

池。將來太陽能電池成為家用產品甚至某些個人隨身電子產品如筆記型電腦、手

機、PDA 等之充電電源，其經濟價值將不遜於今天的 IC 和 LCD 產業。如何製
造低成本的太陽能電池是其搶占先機贏得市場的重要關鍵。 
 就材料而言，有一脈相承較為傳統的半導體材料，也有新近開發的高分子材

料。前者，製程技術成熟，品質穩定；後者，講求低廉的製造成本。各擅勝場，

但也各自擁有改善空間，將來或許有不同的市場區隔。      
 目前成熟的量產技術主要是 Si和 III-V化合物如 GaAs、InP等，正在建立試
驗生產線的有 I-III-VI 化合物如 Cu(In,Ga)Se2，這些都是半導體材料。目前太陽

能電池模組產能之大宗為非晶、複晶和單晶 Si 之製品，多用於地面發電；而用
於太空衛星之能源則為 III-V化合物系列具磊晶結構的產品，以材料之抗輻射能
力為主要考量，成本不是其問題。I-III-VI 化合物是新一代應用於薄膜太陽電池
極富潛力的材料，最近的研發成果顯示以 Cu(In,Ga)Se2為主要光吸收層所設計的

太陽電池其能量轉換效率已接近 20%，這是複晶薄膜太陽電池效率的最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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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材料也具有極佳的抗幅射能力，因此它的使用範圍可以由地表直到太空。如

何改良其大面積鍍膜製程是實現其未來定位的重要關鍵。 
 以這次在日本參訪所獲得的資訊來看，在 Si 太陽電池大面積模組方面，非
晶矽僅約 10%的能量轉換效率，搭配複晶矽的混成電池設計則可達到 13%左右，
而複晶矽及單晶矽也分別有達到 15%及 20%效率的產品。結晶矽不論是複晶或
單晶矽因其具間接能隙而有較低的光吸收係數，因此完全吸收陽光所需之厚度得

要數百微米，藉由特殊設計可再減少厚度，但仍不屬於薄膜的範疇。非晶矽其光

學性質大異於結晶矽，擁有較高的光吸收係數，所以其元件符合一般所說的薄膜

太陽電池。薄膜的形式使用的材料量極少，此即構成低成本的條件。非晶矽雖然

有照光後效率逐漸降低（Staebler-Wronski effect）的問題，但有些方法可以減小
該效應。 

另一方面，日照之下溫度升高會使能隙變小進而降低能量轉換效率，與結晶

矽相較，非晶矽有較小的溫度係數，所以雖然非晶矽太陽電池效率較低，在陽光

下使用並不遜於結晶矽太陽電池。 
 此行拜訪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太陽光發電研究中心得知其研發重點集

中在技術純熟的半導體太陽電池，包括不同結晶形態的矽以及 Cu(In,Ga)Se2等材

料。這些研究方向可以看出現今仍是半導體材料主導的趨勢。 
 然而，在大阪大學我們看到新一代的材料的積極研發，這些材料製程簡單故

而成本極低，將會是半導體材料的勁敵，唯目前材料品質及控制仍不穩定成熟。

近一兩年來，有人嘗試結合導電高分子與奈米級半導體材料加上電極來形成新式

的太陽電池，並獲致令人激賞的結果，預期可達到單晶矽太陽電池的高效率，最

好的是可以成為塗料應用在建築物外部或以印刷的方式覆蓋在物體表面。目前研

發中的奈米級半導體材料用的是 II-VI族化合物如 CdSe、CdTe等，當然 I-III-VI
族化合物也可使用。 
 新的想法與時俱進因而推出新的技術與材料，太陽電池的研究與發展已跳脫

舊有的框架，正迎向新的未來，有機會成為最廉價的潔淨能源。 
 
四、結語 

此行赴日拜訪了日本多所重要大學及研究機構，增加不少見識也得到豐富的

收獲，尤其對於資源有限的日本，開發能源似乎成為必要的選擇。綜觀日本於能

源材料之研究可發現，其產學間合作密切加上政府政策大力支持，使研究工作事

半功倍，其研究工作深入徹底，不愧為能源技術之先進國家；對於日本政府及工

業界投資了龐大經費在各種研究上，培養了許多一流的大學教授與研究團隊，令

人感到相當地羨慕。從日本學者的言談中，可以發現日本對於能源科技的研發充

滿了信心。另外，以日本社會的群集文化，使日本大學教授具相當高之威望，從

而產生集權性的制度，一位教授底下有著教授、助手與研究生在同一使命下合作

與競爭，充分活用資源。台灣學界在財力及人力上確實不及日本，如何能夠有效

整合出研究團隊，在有限的資源下，開創出屬於自己的研發市場，是我們最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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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 
 

 最後，十分感謝國科會的補助，使得有機會攜回最新資料以與相關研究人員

共勉，更希望有機會也邀請日方人員來台交流先進電池材料的研究心得，推動雙

方的研究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