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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世界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化学科学与社会高峰论坛 (CS3) 简介
CS3 汇聚顶尖的科学研究者，探讨化学科学如何帮助我们解决世界所面临的一些严峻挑战。
以前的高峰论坛讨论过水资源、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主题。

本白皮书《太阳能和光子学——为了可持续发展

(GDCh)、日本化学会 (CSJ)、英国皇家化学会 (RSC)、

的未来》，总结了 2017 年 9 月 5-8 日在中国大连举

美国化学会 (ACS) 合作倡议的。专题研讨会得到了中

行的第 7 次 CS3 取得的成果。来自 5 个成员国的 30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德国研究基金

多位科学家齐聚一堂，讨论了 4 个太阳能方面的主要

会 (DFG)、日本科学与技术厅 (JST)、英国工程与物

议题：光伏，光子材料，人工光合作用与二氧化碳还原， 理科学研究理事会 (EPSRC)、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方法与标准。目的是评估太阳能技术的现状，确定这

(NSF) 的支持。CS3 高峰论坛每 2 年 1 次，在各成员

些领域最紧迫的研究挑战，以及为推进这个领域的发

国轮流举办。

展提供建议。

本白皮书是在中国化学会和 CS3 成员国协商下

CS3 是 由 中 国 化 学 会 (CCS)、 德 国 化 学 会

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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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太阳能在为世界提供可持续能源的同时，可以大幅减少碳排放，从而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从根本上提高太阳能发电能力，需要一个周全的发展计划来开发新的光捕获材料、催化剂，
以及控制太阳能器件中的光的结构。计算机筛选、超快分析方法和其他的尖端技术将在这项
工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至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全世界的能源消耗持续增长，我们的大部分能源，尤其是煤、
石油和天然气，释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了应对全球变暖，我们需要大幅向可再生能源转移，以削减二氧化
碳的排放。
太阳能可以对此做出巨大的贡献。光伏组件已经供应了全球近 2% 的电力，同时提供了超过 300 千兆瓦
(GW) 的发电容量。但是，一些预测表明，要使我们的能源系统脱离对碳的依赖，光伏产能必须在未来的几十
年里迅速增长，也许到 2050 年需提供我们电力的 40%。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迫切需要新技术来更有效地
收集和储存太阳能。
虽然光伏发电可以被储存在电池中，不过一个更有前景的办法涉及到用化学键把太阳能封存起来，就像
自然界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所做的那样。例如，“人工光合作用”体系可以收集太阳光来驱动产生可用作运输燃
料的氢。氢是一种有价值的试剂，可以通过与二氧化碳反应来合成液体燃料和塑料等化学品，最终有助于降低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化学科学在开发这些技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廉价且储量丰富的元素基础上，科学家正在研
发能捕获阳光或者能使光化学反应加速的材料。他们还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来测量这些过程，了解它们是如何
工作的并对其加以控制，以便使这些过程更加可靠和高效。

光伏
全世界 90% 以上的光伏组件是依靠半导体材料硅来收集阳光的。近年来，由于较低的材料成本和工厂的
规模化生产，光伏组件的价格大幅下降。为了刺激光伏产能的部署，研究人员需要开发出发电更高效的、制造
成本更低的太阳能电池。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同样重要，由于太阳能电力成本中非组件成本占主导地位，而这
可以由更高的电池效率和改变组件的产品形式来帮助实现。
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降低硅电池的成本。昂贵的组分可以用更便宜的替代物来替换，例如，用地
球上资源丰富的金属如铜或镍替换银电极。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制备更薄硅膜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不会影响材料
的电子性能。为了提高效率，硅电池可以与吸收不同光的其他光伏电池相组合，形成串联或三结（多结）电池。
钙钛矿型和宽带隙黄铜矿型电池是较有前景的串联伙伴。在过去几年中，尽管人们对它的长期稳定性以
及含铅成分还存有疑虑，钙钛矿电池的效率还是得到了快速提高，而且它也比较容易制造。为了进一步提升电
池性能，研究人员需要更好地了解电池内部的基本过程，例如，光是如何分离电荷的，这些电荷如何通过钙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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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以及不同材料之间的界面是如何影响电荷传输的。
有机光伏 (OPV) 材料也显示了很好的前景。它们便宜、有柔韧性，易于加工成大面积薄膜，而且电池的
效率已经稳步提升到 13% 以上。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多种方法来进一步改善它们的性能：量子点正被用到有机
光伏电池中，而含有聚合物和小分子的逆向本体异质结有机光伏电池也可能成为一项重要技术。
对于所有的包括黄铜矿型和黄锡矿型在内的这些新兴光伏材料，都需要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对于新颖
且迄今还未探索的具有与钙钛矿相当的光电特性的多元材料也同样如此。除了对这些新兴材料的重要研究之外，
科学家还应通过利用新合成手段及计算机辅助材料理论来寻找能充分利用整个太阳光谱的器件所需的新型宽带
隙半导体材料。
开发硅光伏电池替代品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它们的制造非常耗能。相比之下，薄膜电池使用更少的材料，
而且其资源密集程度也低得多。然而，对硅光伏制造业的巨大投资使得新技术难以在市场上竞争。智能化有可
能帮助新技术打开当前细分市场的大门。例如，本报告中讨论的许多技术可以应用于“建筑物一体化光伏发
电”(BIPVs)，这种应用预计将在长期内获得巨大的市场。
通常，致力于开发新光伏半导体的研究人员在材料的制造和试验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采用计算模型
预测这些材料的性质可以大大加速这一过程，方法是在实验室中筛选材料的候选名单。这种计算方法必须以坚
实的理论基础以及评估太阳能材料有效性的国际认可的标准为基础。事实上，构建充实的数据库和可靠的理论
以实现计算机筛选应适用于在 CS3 论坛中讨论的所有太阳能材料。基于深入地理解基础性的因效关系和更好
地控制不同长度尺度下材料的设计和制造，扩展的“材料基因组”方法可以成为材料和器件进一步优化的关键
工具。
研究人员还需要考虑他们的电池中元素的可持续性以及组件制造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严格的生
命周期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说到底，下一代光伏电池应该基于方便获得的元素，环境足迹最小，
并且拥有至少 20 年或更长的寿命。至关重要的是，只有提供比现有技术更高的效率，它们才会取得商业上的
成功。

小结：基于丰富元素的新光伏材料
仍需要新材料和基本的认识。
1. 目标是更高的效率
· 多结器件——了解、测量和控制界面是关键；
· 光管理——考虑太阳光的真实属性。
2. 材料开发
·以更宽广的视野产生基本了解；
·靶向应用特性 (BIPV 等 )。
3. 新材料的开发
·摆脱经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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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计算机筛选与实验测试的高通量筛选方法；
·筛选工具 / 方法与指标 ( 器件之外 ) 的开发。
4. 可持续性
·能效 / 能量平衡；
·丰度；
·可制造性；
·毒性。

光子材料
提高太阳能器件效率的另一种途径，简单说就是更好地利用照落在它们上面的光，这种 “光子”方法有
可能使用低成本技术显著提高光伏电池的效率。
改变太阳能电池的设计，例如，通过策略性地加入反射层，可以把电池效率提升 1% 或更多。电池表面的
诸如塔形、球形或角锥形等微小结构可以向内部散射更多的光。其他的结构，如纳米片和纳米线，也可以帮助
半导体更有效地吸收光。
与此同时，称之为发光太阳能集中器 (LSC) 的器件，可以把散布在大面积上的阳光聚拢起来，并把它注
入到较小的电池上。这为一个相对来说较小尺寸的电池提供了很大的集光面积，可以减少电池本身的材料消耗。
发光太阳能集中器的一个更有前景的近期应用是把它们用到窗户或者装饰材料中实现 BIPV。
另一种方法旨在克服半导体的一个重要限制：它们仅仅可以吸收太阳光谱中的一部分，而浪费掉了许多
照射到它上面的阳光。上转换材料可以帮助避免这种浪费，它把两个低能光子结合成一个可以被半导体吸收的
高能光子。
为此，研究人员正试图更深入地从根本上了解所涉及的能量转移过程，以创造出更有效的、寿命更长的
和廉价的光子材料。加速新光子材料的开发需要数据驱动的研发计划，这项工作要借助于维护良好且可访问的
材料性质数据库，以便可以用计算机筛选对材料的组成、形状和结构进行性能优化。
制造商需要有便宜且能规模化生产的方法来生产用于光捕获和光转化的光子结构。各种实验室方法已经
被开发出来，不过，更有前景的技术之一是 3D 打印。化学家和材料科学家可以帮助进行材料与技术的开发，
以使 3D 打印成为制造光子结构的实用技术。
光子材料的研究可以为太阳能光伏器件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它可能会对光化学合成产生更大的影响（见
下文）。

小结：光子材料与光子上转换
1. 关键指标：辐射效率
·需要对发光进行跟踪，确定弛豫路径；
·表征电子弛豫与结构弛豫的机遇：振子弛豫 ( 用相干自由电子激光光源把电子弛豫测量与超快结构动力
学相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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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于激发态寿命和衰减的预测理论。
2. 发展机遇：数据驱动的发现
·大型的理论和实验数据库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来查询；
·需要关键材料特性 ( 迁移率和激发态寿命 ) 数据库；
·数据驱动的发现也可以用于光子设计和器件设计。
3. 发展方向：关注“超越 SQ 极限”的太阳能计划
·用于收集光的光子设计：通过光捕获（等离子体激元、介电光捕获）降低吸收体的材料成本；
·上转换，下转换：可以与已有硅太阳能光伏电池相集成，这其中最大的需求是新材料；
·多结面临一个选择：与硅结合 ( 硅基串联 ) 或与其竞争 ( 需要新材料 )；
·中间带 (intermediate band，IB)，多激子产生 (multiple exciton generation，MEG)；
·光伏与光电化学电池 (PEC) 的热载流子收集：关键问题是在弛豫之前收集载流子；
·热光子 ( 发光太阳能集中器 (LSCs)，太阳能热引擎 )。

人工光合作用和二氧化碳还原
发电并不是利用太阳能的仅有途径。太阳光也可被用来驱动反应，最终把能量储存在化学键中，使来自
于太阳的能量在固定之后可以被利用。例如，研究人员正在开发诸如光电化学电池 (PEC) 之类的器件，它们可
以裂解水制氢，从而达到利用太阳能的目的。
然而，目前的系统对商业部署来说太昂贵且效率太低。它们需要新型、便宜、安全、有效、来源丰富、
选择性好、耐用的光吸收材料以及选择性的、有效的电催化剂。研究人员需要在分子水平上了解催化剂与周围
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电荷与能量如何从吸光材料流向催化剂。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使材料与催化剂以原
子精度相集成。
光电化学器件还需要更有效收集光和可耐受水裂解反应的严酷条件的材料。在这些挑战中，研究人员可
以从自然界的光合作用本身获得启示，它用一种由丰富元素制得的具有优异自修复性能的催化剂来把水氧化。
为了把气候变化的影响降到最低，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我们还需要开发以工业规模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的技术。但是，利用光化学过程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用的产品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是因为它涉及到要打断
二氧化碳中的强碳氧键并形成新的碳碳或碳氢键。
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多电子过程，而且都是需要能量的。为了直接空气转化，也许必须要开发出能够预先
把二氧化碳浓缩到局部催化浓度 ( 远大于 400ppm) 的材料。
一些方法采用无机催化剂来加速这些反应，另一些方法则采用如氮化碳或共轭有机聚合物催化剂；还有
一些方法则是利用将半导体与酶或者甚至活的有机体结合而产生的杂化催化剂。
如果光电化学系统可以按需制作更复杂的高价值分子以及燃料，那么它将有更好的机会来得到广泛使用。
事实上，研究人员应该从早期阶段就考虑这些系统的实用性，评估它们的性价比以及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
为了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重大进展，例如，把二氧化碳光化学转化为高级烷烃，需要进行持续的基础研
究来探索新的概念，突破早期的过于局限的技术经济分析的约束，因为仅通过对现有体系的小小变动就达到目
的是不可能的。
光催化体系还处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因此仍然需要进行大范围的基础研究。尽管详细的技术经济性分析
的介入还为时过早，但对转换过程净能源成本的评估将有助于确定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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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人工光合作用与二氧化碳还原
1. 水氧化和二氧化碳还原；
·目标分子是更大的含碳分子；
·氢气和热催化；
·二氧化碳还原与氮固定。
2. 光捕获，电荷分离
·带隙、费米能级和催化剂。
3. 催化
·受自然光合作用的启发，提出新的催化概念。
4. 将多功能材料和不同的组分以原子精度集成
·包括光操控与建模在内的新方向。

方法与标准
太阳能研究以材料制备和分析方法为基石。分析方法提供了发展新理论所需的数据，并通过数据驱动的
建模方法 ( 如计算机筛选 ) 来确定最有前景的材料。
CS3 与会代表们讨论了一系列可能对此领域的研究人员有帮助的分析技术，尤其是研究极短时间尺度和
原子尺度下变化过程的分析技术。其中，一些分析技术依赖于大型设备，例如自由电子激光器，其产生非常短
的、强脉冲的 X 射线或紫外光。通过国际的和跨学科的合作，分享这些分析技术的专业知识、设备和最佳实践
经验，太阳能研究的所有方面都可以从中受益。
研究人员还需要对测量太阳能材料性能的最佳方法取得一致，以便公平地比较不同的器件。光伏电池可
在一个独立的中心来测试和认证，但对光电化学电池来说这并不适用，因为对于它们所依赖的催化剂或者上 /
下转换材料还没有开发出最合适的测试方法。为了推动研究沿着最有前景的方向发展，研究人员需要对评估器
件性能的最佳指标达成一致。
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是，期刊要求研究人员为其太阳能转换系统提供标准性能测量数据，包括太阳能电
池的效率和太阳能转化为燃料的性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经过认证的测试中心，如光伏测试中心，
要独立地核实这些测试数据，特别是当所报道的结果打破现有的纪录或者是引入一个从根本上讲是新的化学反
应类型时，就更需要这样做。

小结：用于光操控的光功能材料与结构
1. 开发能更好地了解界面处基本光物理与光化学过程的实验技术，以了解是什么决定了工作器件的效率；
2. 发展理论与计算机模拟方法，从分子水平的固体和电解质之间的光驱动电荷转移过程乃至器件水平了
解光功能体系的复杂性；
3. 开发便宜且能规模化产生亚微米长度级的二维和三维结构的方法，以改善光转化系统的效率；
4. 探索把光能与生物体系结合的机遇。
5. 发展标准、最佳实践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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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S3 的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要更广泛深入地应用太阳能技术，必须先制定一个更宏大的材料研发计划，
在美国常被称为“材料基因组”计划。研究人员需要考虑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计算机筛选来帮助指导他们的实
验。这将有助于发挥理论与实验之间真正的协同效应。高通量自动筛选也许也会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其与
计算机选择相结合的时候。研究人员应该使用一系列分析方法来探测太阳能过程的机理，而不是仅仅关注性能
指标，要建立大量数据集和基础理解，把研究工作推动向前。对于推进有关关键性质 ( 如穿过界面的电荷转移
和光催化太阳能燃料生产的确切详细机理 ) 的知识和开发更可信的预测理论来说，基础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要。
本报告并不是挑选赢家，太阳能显然需要广泛的科学研究基础。一些体系因其技术潜力而具有价值，而
另一些则可让我们从中学到基本机理。尽管如此，研究人员还是应该关注其器件的潜在商业可行性，考虑体系
的性价比、规模化以及可持续性。
一份处方不能包治百病。每个国家都有它独特的自然资源、能源体系和经济状况。采用光伏发电来电解
水制氢也许在一个地方是有意义的，而在其他地方，则可能光电化学电池将更加切实可行。关键信息是，世界
需要一系列的太阳能选项，而经费资助也应该反映这一点，要对不同的基础研究和新兴技术进行支持。
在太阳能研究中多学科合作变得日益重要。有关光伏半导体的研究成果常可被用于光电化学电池中，反
之亦然，光子策略对两者都有帮助。因此，此领域需要对有经验的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并引进早期职业研究人
员，他们能够对该领域进行系统观察，为牵涉到许多领域 (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等 ) 的太阳能问题
提供更宽广的视野。在跨学科中心来培养学生，这一良好模式使人们有理由对该领域合作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事实上，青年科学家应该汇聚到这个领域中来，毕竟，通过坚实的基础研究把太阳能技术用到应对气候
变化中，是化学家们前所未遇的最重要和鼓舞人心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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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光伏
在过去十年中，光伏发电的成本剧降，推动了世界太阳能发电量的快速增长。这一成功依赖
硅太阳能电池，但该技术可能面临的局限性将阻碍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所需的大规模产能扩张。
化学家、材料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改善硅电池的性能和开发下一代光伏材料方面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

引言
太阳能正在蓬勃发展。收集光并把它的能量转化成电流的光伏电池制造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光电子产业。
光伏器件提供了全球约 2% 的电力，2017 年提供了 300 多千兆瓦 (GW) 的发电容量 ( 见图 1.1)，这与全天候运
行的装机容量 75 千兆瓦的普通发电站相当。光伏的制造能力迅速增长，特别是在中国，已达到每年约 70 千兆瓦。
许多因素推动了这种增长。例如，经济刺激帮助推动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而逐步提高的电池效率又
改善了投资的回报率。90% 以上的光伏电池使用半导体材料硅，大多是以多晶的形式来使用。今天的商业化
组件已经可以把约 20% 的光转化成电力 ( 在实验室中，硅电池的效率最高可达到 26%)。
然而，可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光伏组件价格的大幅下降。典型情况是，现在每瓦太阳能发电容量的成本
已经低于 0.5 美元。这主要是由于较低的材料成本和中国制造厂家的规模经济所致。实际上，CS3 与会代表听
说，中国的太阳能公司最近发布了效率为 21.5% 的光伏组件，每瓦容量的成本不到 0.2 美元，这已经可以与煤
电相比了。
太阳能发电的繁荣是一个令人吃惊和有些出人意料的成功故事。最近的荟萃分析发现，国际能源署、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其他组织以前的预测明显低估了光伏的未来增长 [1]。现在看来，2050 年世界 40%
的电力可以从光伏得到似乎是可能的，这将对减少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此目标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它要求从 2030 年开始每年要额外交付 1000 千兆瓦的光伏发电能力。
它还需要在电的储存方面有重大创新，如采用大电池来平滑太阳能电力的波峰和波谷，而这是一项依赖于化学
与材料科学的技术，以及要改进配电系统和进行需求管理（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了）。一个更有效
的潜在解决方法是把电力转化成可存储的燃料，这将在第 3 章讨论。
尽管硅光伏电池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为了达到 2050 年的目标，电池技术可能还需更多的发展。为实现更
高的组件效率和低成本生产，将需要新的材料、新的组件设计以及对太阳能利用所涉及的基本过程有更好的理
解。
近期，对于化学家、材料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尽可能地改善硅电池的性能，硅光伏电池
的效率即使仅增加 2% 就足以对太阳能光伏的经济性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想方设法以更便宜的形式使用更少
的硅，可以提高产业的可持续性，同时降低组件的成本，使太阳能光伏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长期的挑战是确定硅的扩展和 / 或后续技术。这种下一代光伏电池必须更有效、更低成本、适合于批量制
造以及可运行几十年，所有这一切都应是环境足迹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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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全球累计的光伏发电能力
( 来自国际再生能源署 (IRENA) 发布的再生能源统计
2017，http://bit.ly/2rH2b2M)

硅的改进
硅本身占光伏组件成本的 15% 左右。故而在不损及性能的情况下用尽量少的硅，或者与更便宜的半导体
一起使用，是降低成本的途径。今天典型的光伏电池采用一层 120~150 微米厚的多晶硅，更薄的话，硅就会变脆。
因此，需要有创新性的解决办法来实现新型基底上的高质量多晶硅膜，或者开发出性价比高的外延生长方法和
后续的提拉技术。
第二个策略是替换掉组件中的其他昂贵组分。银电极至多可占到组件成本的 20%，因此，用储量丰富的
金属，例如铜和镍替代银将可使价格降低。
太阳能光伏组件的性价比也取决于它能供给多少电力。通常，当一个具有足够能量的光子撞击到光伏电
池内的半导体材料上时，它就激发一个荷负电的电子穿过带隙到达导带，而在价带则留下一个荷正电的“空穴”。
然后，电子与空穴移向相反的电极，产生出电流和电压。人们对此过程已经有了很清楚的了解。
此过程的最大理论效率称之为 Shockley-Queisser(SQ) 极限。它取决于多因素的组合，例如电池仅能吸
收带隙以上特定波长的光。电池实际效率往往会低于 SQ 极限，因为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会失去所吸收的能量
( 作为电池的“外辐射效率”而被测量 )。如果全球的光伏发电能力要增长 1 个数量级，这就需要研究人员使太
阳能电池更接近 ( 甚至要超过 )SQ 极限。
提高效率的一条途径是对光加以控制。例如，某些涂层可以改变某些入射光的波长，使半导体可以吸收
更多的照落在它上面的光子；或者，能把散射光集中到光伏电池的材料将可以改善组件效率。这些“光子”方
法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讨论。
提高硅光伏电池效率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其上添加第二个或第三个电池。在这些多结电池中，顶部电池吸
收一部分光谱，未使用的光通过电池后被下面的电池所吸收。串联电池和三结电池已经进入市场，不过在降低
成本和改善性能方面还有很大余地 [2]。
许多具有潜力的串联电池和三结电池使用了其他半导体材料。黄铜矿型半导体铜铟镓硫代硒化物
(CIGSSe) 在日本和中国已经批量生产，它的基于硫化物的高带隙同类物是硅的合适串联伙伴。另外，有潜力
的串联伙伴如钙钛矿基材料还仅在这几年才开始实验室研究。迄今，对于开发高能带隙的吸收剂的努力仍显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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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更薄的薄膜
大约 5% 的已交付使用的光伏发电能力用的是 CdTe 电池，它们的典型实验室效率为约 22%，而商业组
件的效率为 16%。其半导体层本身要比典型的硅电池便宜，因为它采用的是非常薄的膜，而不是一个相对较
厚的硅层。
衡量一个光伏电池的环境足迹的量度是它的材料耗费，它涉及统计与其制造有关的材料的开采、提取、
加工和组装。CdTe 电池的材料耗费为 74 吨 /GW[3]。相比之下，硅电池每 GW 耗费约 1000 吨材料 [4]。这有力
地说明为什么光伏电池能够而且必须对硅加以改进。
然而，CdTe 电池也必须面对一个缺陷：镉有毒。与之相反，黄铜矿 (CIGSe 或 CIGSSe) 组件则不必担
忧毒性问题，其在中国目前每年交付使用的生产能力在 5GW 以上。
薄膜电池家族的最新成员之一使用了一类钙钛矿材料。2009 年以来，钙钛矿电池的效率从约 4% 猛增至
22% 以上 [5]。这种电池可以用便宜的低温溶液加工方法来制得，而且钙钛矿化合物的结构比较容易微调，使得
研究人员可以修饰它们的光学与电子性质。
不过这一类电池中性能最好的都依靠铅基钙钛矿，这就增加了健康与环境忧虑。对于钙钛矿类材料的长
期稳定性也是挥之不去的问题，这也许妨碍了它们的商业前景。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些问题能被克服还是比较
乐观的，有公司已经在开发把钙钛矿电池与硅串联的生产系统。实际上，钙钛矿材料的可调性也许可以使得最
终能够实现钙钛矿 - 钙钛矿串联，每层吸收不同波长的光。
钙钛矿材料以及诸如黄铜矿类薄膜材料的大多数进展靠的都是经验性工作。为了进一步提升电池性能，
CS3 与会者都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以便确切了解钙钛矿电池的工作原理。此外，对于相关制造工艺
的精确控制还缺少深入的了解，对于许多其他的新型薄膜吸收材料也是如此。所有这些研究应该与改进器件集
成度和开发有助于批量生产的技术之努力同时进行。
另一类前景看好但研究较少的电池材料称为黄锡矿型材料，其效率从 1997 年的不到 1% 已经提升到
2016 年的 13.8%[6]。此外，可有多种多元素组合形成具有合适吸收性能 ( 带隙 ) 的半导体。但是，复杂性的增
加以及对于控制其物理性质的知识匮乏至今已经妨碍了对它们的光伏前景的系统评估。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些
材料的基础问题如结构、缺陷和性能之间的关系的关注是提升其效率所必须的。
替代的光伏材料很难直接与商业化的硅组件相竞争。工业界已经投资了大约 8,000 亿美元到硅片制造基
础设施中，其地位难以撼动。不过，串联电池为下一代半导体提供了一个续写硅的成功的机遇，并建立了商业
立足点，随着制造工艺的成熟，成本可进一步降低。为了改善这些薄膜多结器件的性能，电池材料之间要有更
好的、可受控调整的界面。必须得到基础研究的支持才能理解、测量和控制这些界面。

前进中的有机光伏
另一个有前景的光伏电池的形式依赖于碳基 ( 有机 ) 分子，如聚合物。有机光伏 (OPV) 材料有几个优点，
它们便宜、有柔韧性，可以用易于获得的材料制造，容易加工成大面积薄膜。分子的结构可以被容易地调整从
而调节它们的性能，而且这种电池的效率已经稳步提升到了 13% 以上 [7]。
有机光伏材料具有多种颜色，可以用作发电玻璃的着色涂层。这为有机光伏电池提供了进入硅光伏电池
还没能占满的细分市场的机遇，这也包括了 BIPVs 的某些适用场合，预测这将是一个迅速增长的市场。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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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光伏电池的性能随时间可能会下降 20%，这是由于其对氧、紫外光、湿度或温度的长期稳定性不佳所造成的。
所有这些目前存在的问题阻碍了它们在 BIPVs 中的使用，不过基础研究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难题（BIPVs 不需
要材料透明，例如，CIGSz 组件同样是黑色或带颜色的，这恰恰对建筑师很有吸引力 ) 。
有机和无机分子体系的另一个应用是它们在杂化体系中与无机吸收剂材料的集成，就如已经显示出来的
那样，这对在许多钙钛矿电池中的接触形成是有益的。研究人员正在探索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改进有机光伏材料
的性能。例如，量子点也正在被使用，含有聚合物和小分子的逆向本体异质结有机光伏也可能成为一项重要技术。
批量制造是目前有机光伏的一个挑战，对任何其他新光伏材料也是如此。就商业生产来说，必须把在实
验室用来制作高质量薄膜的工艺转换为更大体量的制作工艺，而这可能会降低它们的效率。因此，研究人员正
在考察能够商业应用的替代制造工艺以及更适合批量制造的光伏聚合物。小分子和量子点材料也为低成本光伏
提供了机遇。
基础研究的核心课题是它们的稳定性、效率和加工工艺。确切了解这些问题是如何出现的是解决它们的
第一步。这包括找到聚合物的分子结构是如何影响电荷分离的？电荷在聚合物内的分布是如何影响受激电子和
空穴的移动的？甚至如何改变膜中聚合物分子的取向以改善性能 ( 见第四章 ) ？

结论
为了判断新光伏材料和器件的真正潜力，研究人员必须要能够对不同体系之间的结果加以比较。因此，
引人注目的电池效率的报告必须得到国家实验室（例如美国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 (NREL) ）的独立认证所支持。
此外，一些期刊有光伏电池必须报告的性能指标清单，这是一个有用的协议，应该更广泛地采用，以确保可以
公平评估结果。
效率是评判光伏电池成功的重要指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应该考虑。如果半导体特别便宜和容易
加工，或者在很长的时间跨度内较可靠，那么它对效率稍高的器件就更为可取。研究人员还需要考虑电池元素
的可持续性，包括元素的丰度，它们是如何开采和纯化的，它们的毒性以及制造光伏组件过程的能耗。
考虑部署特定光伏技术所减少的二氧化碳和制造电池所造成的排放之间的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
光伏材料将在不同的时间内偿还这种“碳债务”。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发展，对各种竞争技术进行全新的生命周
期分析对于了解它们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帮助巨大。
新半导体材料的研究常常依靠耗时的经验性研究，通常是先在实验室构建一个新电池，然后拿去测试。
通过采用计算机建模来预言新材料的性能，计算诸如带隙、光学吸收或缺陷容忍度等性质，就可以加快材料研
发的速度。特别是如果研究人员还开发了新的高通量实验筛选方法，此类计算选择可以直接帮助决定实验室应
追踪什么样的材料。
计算模型必须得到涉及光的收集和电荷分离机理的改进理论的支持，特别是对于钙钛矿和聚合物之类材
料。这些理论与电池或光电化学电池的研究也是密切相关的 ( 见第三章 )。
即使今天替代的光伏材料还不能打败商业硅，但它们仍旧是值得追求的。例如，如果没有染料敏化太阳
能电池和有机太阳能电池的 20 年基础研究，钙钛矿电池就不会经历如此的稳步增长。
硅光伏组件的商业成功为未来 10 年将发生的能源供给革命带来了火种。不过，只有在研究人员对硅电池
的运行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开发出替代硅的光伏材料之后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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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1. 改进硅基 ( 包括多结 ) 电池的效率。
研究人员需要了解、测量和控制多结器件中材料之间的界面，开发能够使光捕集和能量捕获最大化的材
料与结构。
2. 发展现有的替代物。
进一步了解电池内能量损失的本源，为提高其效率提供可能。开拓从长期来看有可能带来革命性转变的
细分市场（如 BIPVs），将有助于生产方法的成熟，并可能降低成本。
3. 开发新的光伏材料。
研究人员必须扬弃试错摸索的研究方式。材料性质的计算机建模、高通量筛选连同新的分析方法与指标
都将帮助加速材料研发计划。
4. 所有阶段都要考虑可持续性。
从基础研究层面开始，研究人员就需要考虑新光伏材料的元素丰度、毒性、强度、能耗可制造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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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光子材料
光伏电池与其他太阳能器件的效率可以通过对照落在其上的光的操控而得到显著提高。例如，
不同的材料可以用来让更多的阳光集中到电池上，或者改变光谱来改善能量转换。数据驱动
的研发计划将有助于开发用于这些任务的便宜的高效光子材料。

引言
许多改进光伏器件的研究都关注于捕获光而产生电流的半导体材料。然而，对于照在并穿过光伏电池上
的光本身的操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8]。
这种“光子”方法具有以低成本的技术显著提高光伏电池效率的潜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电池超
越 SQ 极限 ( 见第一章 )。它也应该有益于其他太阳能技术，如光电化学电池 (PECs，见第三章 )。
在某些情况下，对光伏电池的内部结构进行再设计将可以更好地利用半导体层内的光。电池表面的微结
构有助于把更多的光导入其活性层。发光材料可以把太阳光聚集以增加电池的功率输出，并改变入射光的波长，
使半导体能够吸收更多的光子。
虽然研究人员在所有这些领域都看到了可喜的成果，但未来的主要挑战是开发高效、寿命长和价格低廉
的新型光子材料。

电池的再设计
使光伏电池趋近其 SQ 极限的最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它们的外辐射效率。入射光子于半导体材料内产生了电
子和空穴之后，这些电荷载流子常常会在到达电池的电极之前复合。复合可能会释放出一个可以在半导体内的
别处产生更多的电子空穴对的光子，此过程称之为光子再循环；或者它可能导致非辐射过程，这常常只是使半
导体材料发热。电池的外辐射效率本质上是衡量利于光子再循环的复合的发生频率 [9]。
同时，近年来，硅光伏电池的一种新设计已经变得越来越流行 ( 见图 2.1)。钝化发射极背接触电池 (PERC)
包括在电池底部的“钝化”层，以及在背部金属涂层和硅晶片之间的较小接触区域。结合对电池的体系结构的
其他调整，这将帮助它吸收更多的入射光，使反射光回到半导体材料内 ( 不然就会逸出 )，以及减少浪费能量
的复合路径。这种设计通常能使电池效率增加 1%，预期到 2020 年所制造的所有光伏电池中将有 50% 以上为
PERC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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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PERC 电池正越来越流行
（国际光伏技术路线图 (ITRPV) 2016
版，http://bit.ly/2DJC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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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织构
研究人员和光伏制造商能够使电池的表面具有微小的结构，以捕获更多的光。小的塔、球或锥形可以起
到抗反射涂层的作用，可以把更多的光散射到电池中，可使得器件的效率得到改善 ( 见图 2.2)。其他的结构，
如纳米片和纳米线，可以吸收入射光并产生电场，从而增加半导体内的光子吸收 [10]。

图 2.2 表面结构可以帮助把更多的光导入光伏电池
( 引自 J. Zhu et al, Nano. Lett., 2009, 9, 279)

但是，在这方面的关键挑战之一是要了解哪种材料和形状提供最佳性能，以及如何最好地将它们安排在
电池表面。基于以上知识，研究人员还需要开发廉价的、大规模生产这些纳米结构的技术。不同的实验室方法
已经被开发出来，例如，电池表面的胶体粒子可以起到模板的作用，而塑料模具和 3D 打印也已经用来制备纳
米结构。
3D 打印在制造业中现在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它通过用计算机控制的分配器把化学品沉积于空间中精确位
点上来构筑复杂的形状。另一个工艺称之为相干光刻，它用激光把样品蚀刻成细小的结构，从而可以提供类似
的结果。这些工艺可以把光栅或孔仿刻在微小的角锥或圆椎体上，使它们更有效地把光散射到电池中。
尽管 3D 打印不太可能在接下来的 5 年中成为一种大规模制造这些结构的商业方式，但是这种技术的进展
还是非常迅速的。化学家和材料科学家可以通过开发适合于打印的材料以及研究它们的形状和结构是如何影响
光吸收的来加快它的进展。研究人员还需要发展涉及在光子结构和半导体之间的界面上的能量损失过程的基础
知识。基于这些知识，计算机筛选光子结构的形状以及光子材料本身进而优化其性能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未来
发展的关键领域。

光的捕获
太阳能面板越大，就可以发出更多的电，因为它们的表面区域捕捉到了更多的光，不过因此也使用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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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材料，这使得它们更昂贵、资源更密集。规避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使用发光太阳能集中器 (LSC)，大的
面板聚拢光并把它们注入到一个小得多的太阳能电池上。
塑料发光太阳能集中器面板含有称之为发光团的化合物，它吸收入射光然后再发射它。这种再发射光沿
着发光太阳能集中器走向沿着面板边缘安装的太阳能电池。这就为相对尺寸较小的电池提供了一个很大的集光
区域，从而就有可能降低电池本身的材料消耗 ( 见第一章 )。发光太阳能集中器也可以利用散射光，如室内光
或阴暗的北方天空较弱的阳光。尤为重要的是，发光太阳能集中器应使用比光伏电池更便宜的元素，而且更容
易制作。
发光太阳能集中器的概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这些设备需要更有效地收集光线以实现商业上的可行
性。为此，研究人员已经在开发新材料和新的发光太阳能集中器设计方案，它能以更斜的角度在内部反射再发
射光，从而提高向光伏电池的能量传输 [11]。
化学家还正在开发能够更有效吸收和发射光而且低吸收损耗的发光材料，包括宽光谱范围的量子点以及
染料分子 [12]。发光材料必须无毒，而且在塑料面板的寿命期 ( 可能 20 年或更长 ) 内保持稳定。由于塑料面板
本身可能在这段时间内降解，故更耐用的聚合物也将有助于发光太阳能集中器的商业化。
发光太阳能集中器的一个更令人鼓舞的近期应用是把它们用作窗上或者特色装饰上的建筑物一体化面板，
窗常常通过在两片玻璃之间加入一塑料层来着色，如能用发光太阳能集中器来替代着色层，那么它就可以把光
导入窗边缘的光伏电池，从而提供有用的电力。CS3 与会代表听说玻璃制造商对此非常感兴趣。对窗来说，系
统的效率并不一定要特别高，它发的电足以支付购买它所需要的钱了，前提是窗的采光性能不受影响。

改变光谱
半导体仅仅能吸收一定波长范围的光（此范围取决于材料），因此其他波长的光所承载的能量就被浪费
掉了。不过，一些材料可以接受 2 个不能被光伏半导体吸收的低能光子，并把这 2 个光子转换为 1 个可被半导
体吸收的具有更高能量的光子，此过程称之为上转换，它使得光伏电池可利用的光谱范围更宽。把红外光转换
为可见光的上转换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开拓出很大一块一般不为光伏电池所使用的波段。
理论上，上转换可以把硅电池的 SQ 极限从约 34% 增至 44%。目前的上转换技术可以通过开发更好的上
转换材料来改进。与光伏和光催化直接相关的 ( 近 ) 红外到可见和可见到紫外的上转换效率的提高还需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
一些上转换材料是以含镧系元素（例如铒和镱）的纳米晶为基础的。镱吸收红外光，然后把能量转移给铒，
发出绿光和红光。不过，为了有效上转换，这些体系一般需要用亮光照射，而且难于通过材料组成的微调来使
它们发出特定波长的光。
一些有机分子也可以起到上转换材料的作用。光被“敏化剂”分子吸收，它最终转变成长寿命形式，就
是大家知道的三线态；然后此能量转移到“发射体”分子，这些能量可以集中起来，在称之为三线态 - 三线态
湮灭过程中释放出一个光子 ( 见图 2.3)。研究人员对这些上转换材料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开发可以吸收尽可能
多的光的材料，无能量损失地上转换它，然后在更短的波长发出尽可能多的能量。有前景的策略包括延长受激
三线态的寿命、加快能量迁移以及避免三线态失活的过程。此领域的另一个热点课题是“单线态分裂”，在此
过程中一个受激单线态产生出 2 个三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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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光子上转换的机理 [14]

关键挑战之一是确保 2 个赋能的发射体确实可以相遇。一些体系依靠发射体分子扩散通过聚合物直至它
们彼此相撞，不过此扩散过程趋于缓慢，而且许多发射体在与伙伴相遇前就已经失去能量。一个潜在的解决此
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材料的结构来控制其能量扩散。例如，用铂配合物捕获活化发射体并使它们保持在适当的位
置，直至粒子周围累积足够多的发射体而经历三线态 - 三线态湮灭 [13]。一个变通方法是发射体分子完全不需
要移动，而是用发射体的接力来传递能量，直至邻近的 2 个发射体被赋能，使得它们能协力发射光子 [14]。
原则上，上转换技术也许可以使硅电池的效率至少加 1%。它们对用光驱动的化学反应制造燃料或其他有
用产品的光化学合成的影响甚至更大 ( 见第三章 )。例如，可能将可见光上转换为紫外光，这就可以提供给光
电化学电池的二氧化钛光电极以具有足够能量的光子，把水氧化而产生氢气。
在其他情况下，其反过程——一个紫外光子下转换为 2 个可见光子，对于某些形式的太阳能收集也可能
是有用的。

推荐
1. 操控光来提高光伏电池与其他太阳能器件的效率。
光子材料可以帮助光伏电池的效率超过其理论极限。研究人员应发展实现商业化光子方法所需的材料、
筛选技术以及理论知识。
2. 使用一系列光子手段。
开发能够在半导体层内保留更多光的材料并提高其外辐射效率。用表面纳米结构和发光太阳能集中器向
电池导入更多的光。将不在可利用波长范围的光上或下转换以帮助半导体吸收更多的光子。
3. 发现新的光子材料。
开发更便宜、更有效的光子材料。建立维护良好的、可访问的材料性质大数据库，以在机器学习和高通
量筛选帮助下推动研发计划。筛选具有关键性能的材料，如发光性等；提升对光子过程的理论认识，如上转换 /
下转换等。
4. 寻找便宜和规模化制作光子结构的方法
为了实现光管理策略商业化，研究人员应开发批量生产光子纳米结构所需的材料与方法，如 3D 打印技
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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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工光合作用与二氧化碳还原
太阳光可以被用来驱动化学反应，如裂解水制氢气。这可以提供比用电池蓄积光伏电更有效
的储存太阳能的方式。为了使这些“人工光合作用”系统商业上可行，研究人员必须开发新
的光吸收材料和催化剂，并准确理解其工作原理。

引言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光伏电池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 见第一章 )，但是把它们所发的电储存起来仍然是
一项重大挑战。尽管锂离子电池的成本正急剧下降，但最先进的蓄电池也是以低效、昂贵而且资源密集的方式
来储存能量。平均说来，1 千克的电池最多可以储能 0.5 兆焦。这与压缩氢形成鲜明对比，每千克压缩氢能储
能高达 140 兆焦。氢用途广泛，它可以作为燃料使用，或者与其他的化合物反应制成甲烷、氨、液体燃料和其
他基本化学品。
以化学键来储能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毕竟，自然界就是在光合作用过程中储存太阳能的，植物利用阳光
将二氧化碳和水反应产生碳水化合物和氧气。在太阳高照的一天，一棵成年树可以处理 1 万升二氧化碳，产生
12 千克碳水化合物和足够满足 5 个人所需的氧气。据 CS3 的代表 Wolfgang Lubitz 估计，全球每年通过光合
作用捕获的碳约为 1500 亿吨。它是我们食物的主要来源，没有光合作用，人类在地球上就不能生存。
光合作用已经被用来将能量储存在液态运输燃料中。例如，在巴西作为汽车燃料的乙醇是由甘蔗糖发酵
制成的。不过以这种方式储存太阳能占用大面积农田，与粮食作物竞争资源，而且只在热带气候下最有效。
利用太阳能电池发电，然后可以通过电解来裂解水，将太阳能储存在氢中，这是可能的。不过，此两步
工艺也许会导致效率低下，而且电解槽也比较昂贵。故而，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更有效模拟自然界过程的人工光
合作用体系。
在材料中，人工光合作用收集太阳光而使电荷分离，然后用这些电荷驱动催化过程，从而把能量储存在
化合物中。一些系统只是裂解水而产生氢和氧，而另一些系统则继续进行氢与二氧化碳的反应产生更复杂的
化合物。对化学的挑战是开发能够驱动这些过程的吸光材料以及使得这些过程能够以实际有用的速率进行的
催化剂。

裂解水
实现人工光合作用的最有前途的方式之一是光电化学电池 (PEC)。电池含 2 个电极，浸在含电解质水溶
液中并用一个半透膜隔开 ( 见图 3.1)。这些电极中的 1 个（有时是 2 个）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它像光伏器
件一样收集光使得电子与空穴分离 ( 见第一章 )。
空穴在电池的阳极驱动一个析氧反应 (OER)，把水裂解为氧气 (O2) 和质子 (H+)。同时，电子在电池的阴
极驱动一个析氢反应 (HER)，质子与电子复合形成氢气 (H2)。在两个电极的表面都有催化剂加速这些反应。典
型情况是，这些催化剂材料被制成薄层，使得光可以穿过而到达下面的半导体。所用的催化剂需要便宜、安全、
有效、来源丰富、有选择性而且耐用。

20

变化中的世界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HER 电极的半导体通常是硅，也有用硒化镉和铜氧化物的。对半导体表面进行纹理化处理有助于增加
HER 催化剂的表面积，使它捕获更多的光，从而改善系统的总效率 [15]。OER 电极可以由吸光材料制备，如二
氧化钛、铁氧化物、钒酸铋 [16] 或氮化钽 [17]，等等。通常，以钴基、钼基和镍基材料 [18] 制备的催化剂来考察其
HER 和 OER 催化性能。

图 3.1 人工光合作用系统可以是“无线的”，由材料的夹层结构组成（左）；或者是“有线”的（右），
制成光电化学电池 [18]

理论上，在室温和 1 个大气压的标准条件下，裂解水所需的最小电压是 1.23V( 每个电子 )。不过，为了
使反应能以实际有用的速率进行，还需要额外的电压，此称之为“过电位”。能够提供这种额外电压的半导体
倾向于吸收较短波长的光，这限制了它们可以吸收的太阳光谱的范围，从而降低了效率。这个权衡是对光电化
学电池的关键挑战之一，对此有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个方法是用更有效的催化剂，通过加速反应，降低驱动裂解水过程以可接受速率进行所需要的过电位。
例如，钽基氮氧化物光阳极可以在可见光下进行光电化学裂解水。它靠氧化钴纳米粒子清除光生空穴和抑制钽
基氮氧化物表面上的失活。与铂对电极连接，光阳极就可以较低的外加电压来产生分子氧 [19]。
使用光阳极和 / 或光阴极的最佳光电化学电池的太阳能向氢的转换效率为约 2.5%[16,17]。另一方面，用高
性能三结太阳能电池发电，然后把电力输入到水电解系统中就可以使太阳能到氢的转换效率达到 20% 以上 [20]。
然而，通过优化调整多吸收体的结构就可以预期达到更高的效率。电荷常常会随着在材料之间传输而损
失能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于通过界面的传输过程有基本了解。
光伏材料结构的微小变化就可以对它们分离电子和空穴的能力产生大的影响。用掺杂剂对诸如二氧化钛
之类材料接种可能会有帮助，因为它可以使催化剂粒子的形状和晶体结构得到优化 [21]。不过，为了改善分子催
化剂、材料及其组装，研究人员仍然需要有能更好地测量、了解和控制电荷分离过程的方法 ( 见第四章 )。

光催化
许多开发光催化剂的研究人员正在从大自然寻找灵感 [22]。植物含有一种称之为光系统 II 的蛋白质，它使
用来自于光的能量把水转化成分子氧和质子。质子然后被用到电池的其他各种各样化学过程中，包括最终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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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光系统 II 的核心是含有 4 个锰离子的催化结构，锰离子结合了 2 分子水并且使其分
裂，而钙离子则帮助引导水就位 [23]。
光系统 II 为试图复制光合作用的化学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验。锰和钙都是便宜和丰富的元素。在裂解
水时，该催化剂避免了高能中间体和大的能级跳跃。它以更有效地产生氧的方式把水束缚起来。它的催化结构
镶嵌在管理输入流和输出流的蛋白质中，并防止催化剂的降解。催化结构也是自组装的，而且当其被破坏时会
自修复。这对任何催化剂来说都是一种骄人的性能，如果化学家想在人工系统中成功地复制它的话，他们必须
把光系统 II 催化循环中的每一步都学习透彻。
研究人员也正在考察有机催化材料，例如聚合物 [24]。使用有机催化剂的一个优点是，例如，研究人员可
以容易地通过调整它的结构来修饰其性质。通常，有机催化剂或是适合于析氢反应或是适合析氧反应，然而最
近中国的研究人员报道，聚合物 PTEB 既可催化析氢反应又可催化析氧反应 [25]。不管怎么说，对这些体系中
的催化反应机理的了解以及改进它们在操作条件下的长期稳定性都极具挑战性。
人工光合作用系统可以有“无线”构型，把 HER 催化剂、光伏材料和 OER 催化剂结合在一个夹层结构中 ( 见
图 3.1)。它们可以作为光催化薄片 [26]( 常称之为“人工树叶”) 或自由漂浮的颗粒 [27] 来用。
收集广谱可见光的一条途径是使用两种不同的光催化剂，它们通过一个“穿梭氧化还原电对”( 一个可以
把电子从一种光催化剂转移到另一种光催化剂的化学反应 ) 来连接。例如，碘酸盐 - 碘化物氧化还原电对可以
与铌酸盐和三氧化钨光催化剂一起用来在可见光照下产生氢气和氧气 [28]。
光电化学电池裂解水的主要挑战是在半导体基光催化剂内有效分离电荷。如果裂解水中所涉及的氧化反
应和还原反应是在晶体的不同晶面上发生的话，这种有效电荷分离就可以在某些晶体譬如钒酸铋中来实现。通
过在晶体的每个晶面选择性地沉积上不同的共催化剂，光生电子和空穴就可以被分离到材料的不同晶面上 [29]。
这些系统的效率正逐渐提高，但涉及的材料成本可能仍然是实现商业化的一个障碍。

碳的挑战
为了尽量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仅仅通过限制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够的。许多研究人员主张，我们
需要开发出工业规模的从大气中除去二氧化碳的化学技术。一般，这涉及到“还原”二氧化碳分子，例如，用
氢或碳原子来取代二氧化碳中的氧原子。这些化学反应可以产生出燃料或其他有用的化学品。例如，钌基催化
剂可以把二氧化碳转化为合成气——一种一氧化碳与氢的混合物，可被用于生产氨、燃料和其他产品的重要工
业过程中 [30]。
使用结合了不同催化性质的材料也可以提供帮助。例如，高稳定性的氧化锌 - 氧化锆催化剂可以把氢和
二氧化碳转化为甲烷，在整个连续反应过程中每种金属各自起到了不同的催化作用 [31]。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二氧化碳十分稳定，把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并且当燃料合成的
成本比由燃料燃烧所供应的能量价值更高时，它对碳减排并不能做出有用的贡献。
自然界的光合作用的一个令人惊奇之处是，它直接从空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即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
浓度仅仅是万分之四 (400ppm)。开发能够从空气中直接处理二氧化碳的合成催化剂的前景仍然遥远，这并不
仅是因为许多这样的催化剂不能在氧存在的情况下工作。不过，大体上 10% 的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来自于重
工业，如钢铁或水泥厂，那里的二氧化碳输出非常集中，因此对催化体系来说是一个更有前景的原料。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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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共价有机骨架材料的多孔材料已经可以帮助富集二氧化碳用于催化还原反应 [32]。
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选项是通过将半导体与酶甚至活体组织结合制作人工光合作用体系。半导体擅长捕
捉光和分离电荷，而生物体系中的酶是高度选择性和有效的催化剂。把此两点结合起来的半导体 - 酶或半导体 有机体杂化物原则上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例如，吸收光的钌配合物可以把电子传递到氢化酶，它把电子与质子结合起来而产生氢气 [33]。最近，研
究人员已经用半导体纳米晶体来驱动氢化酶或氮化酶 [34]，这一通用方法可以用到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中，可能会
开拓出一条太阳能驱动的生产高附加值化学品的路线。
抛开酶的天然细胞环境不说，无论如何，酶都是脆弱的。而且，纯酶的提取也许不能实现规模化或者商业化，
因此，最近已经在探索用半导体 - 组织杂化物来作为一个变通方法。例如，细菌 Methanosarcina barkeri 已经
与铂或硫化镍联手成为可生物相容的 HER 电催化剂。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把二氧化碳转化为甲烷，而通过
引入磷化铟光阴极和二氧化钛光阳极，系统就可以完全由太阳能驱动了 [35]。

结论
过去十年中，裂解水制氢的光电化学电池体系已经取得很好的进展。研究人员现在必须使这些体系更耐用，
而且使用更便宜和更丰富的材料，以更适合于规模化。光电化学电池也需要更有效，这不仅可以通过开发新材
料（遵循与先进光伏系统类似的策略）来实现，而且还需要了解在材料间的界面上发生能量损失的原因 ( 见第
一章 ) 。光子技术，如上转换技术，在此也可起到关键作用 ( 见第二章 )；把计算和高通量筛选技术结合起来同
样可以提供帮助。此工作必须以基础研究为基石，以了解光捕集、电荷分离、电荷转移和分子与材料中的催化
过程的机理。自然界的光合作用应该继续作为新催化剂概念的灵感来源。
在转化阶段，研究人员还必须从早期阶段就考虑这些系统的可行性，评估它们是否具有在能源投资以及
成本方面可行的潜力，以及是否可以实现大规模生产。技术经济性和能量成本分析可以帮助对不同的太阳能技
术的成本与获利进行评估，以了解光电化学方法与光伏比较起来情况如何。
化学还原二氧化碳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它是一个关键的科学前沿，因为它具有成为把温室气体从大
气中除去的革命性技术的潜力。如果还原二氧化碳的化学系统能够产生更高附加值的分子的话，那么它将会有
更大的商业可行性。然而，与其他减排路径相比较，它的能量成本也许会限制其对规模化减排二氧化碳做出贡
献的潜力。类似地，找到利用裂解水所产生的氧以及氢的方法可以增加过程的价值，并有效地降低产氢的成本。
记住“一份处方不能包治百病”也是重要的。各国有明显不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体系，并没有单一的全
球性的太阳能利用策略。研究经费资助应该体现这一点，要对大范围的基础研究和新兴技术进行资助。

推荐
1. 开发新的光电化学材料。
研究人员应该继续寻找用于裂解水和二氧化碳还原的便宜、安全、有效、丰富、选择性和耐用的吸光分子、
组件、材料及催化剂。
2.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这些材料。
了解它们的化学、结构和电子性质；用所有可以使用的先进实验手段 ( 从同步加速器到超快激光，乃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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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精度的材料分析 ) 更仔细地探测水氧化和二氧化碳还原的反应机理。在这里，努力实现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协
同作用至关重要。
3. 改进光活性和催化组分的集成。
了解和控制这些材料间的界面，将集成体系中的电压和电流的损失降到最低。开发便宜和可实现商业化
的沉积技术，以原子精度来控制材料的结构和界面。
4. 比较光电化学体系的成本与效益。
生命周期分析和对能量平衡以及潜在规模的分析将有助于确定最有前景的技术，当把不同组分与现有器
件如光伏电池耦合时尤其需要这样做。对于把二氧化碳转化为其他产物的体系，应该关注更复杂的高附加值分
子以及 C1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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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方法与标准
分析技术为太阳能研究取得进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数据。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加快研
究工作的进度，例如用计算机筛选材料。他们还必须与合作者就太阳能器件性能测量的共同
标准取得一致，从而更容易确定最有前景的研究路线。

引言
CS3 高峰论坛的与会代表明确表示，要使太阳能技术的使用取得大的增长，新材料以及更好的解释和预
测它们行为的理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实验和理论这两个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它们彼此以良性循环方式推动向前。实验结果帮助新理论成形，
而这些理论为实验提供了指导并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协同作用取决于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实验技术。制备
技术使研究人员能制作出新的材料并修饰其性质，而分析技术则允许科学家们测量这些性质。技术与理论的创
新将帮助研究工作飞跃向前。
太阳能研究需要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使得测量可以在许多不同时空尺度下进行。由这些技术所提供的
数据可以帮助揭开决定太阳能器件性能的基本机制。它们还可以帮助理论更具预见性，以及使研究人员能以更
策略的方式来开发材料。例如，通过运用计算机筛选，即对新型材料运行“虚拟实验”以在实验室实际合成它
们之前确定有前景的候选材料，这可以使太阳能研究进展更快。同时，新型制备方法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对这些
材料的性质进行细调，或者帮助他们开发更适合大规模制备的太阳能器件。
分析与制备技术常常可以在广泛的科学领域中得到应用，而且多学科合作可以提供改进这些技术然后将
其应用于新问题上的重要途径。研究人员还需要分享这些方法的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经验以及共同的标准，以
便比较实验结果。

测量
太阳能器件的基础过程，如光吸收、电荷分离和电荷转移，取决于所涉及材料的许多不同性质，需要不
同技术来测量这些性质。
例如，实验人员可以使用时间分辨微波电导率来度量电荷载流子的迁移率，评估分子在材料中的取向对
载流子迁移率的影响 [36]。这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设计应用于光伏的具有更好电荷迁移率的新材料，并研究材料之
间界面上电荷是如何移动的。
在人工光合作用体系中，研究人员需要能够追踪催化剂的结构或组成的细微变化如何影响其性能。二氧
化钛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光催化剂，它可吸收紫外光 ( 见第三章 )。在材料晶体中引入了其他元素，此过程称之
为掺杂，可以使其吸光波长范围发生位移。不过，要控制这个效应，研究人员需要解决使用什么样的掺杂剂、
把它们放在晶体中的什么位置以及什么样的浓度和化学态。电子显微镜等技术可以帮助以原子精度回答这些问
题。同时，空间分辨表面光电压谱可以揭示电子和空穴如何分离到光催化剂的不同部位 [37]。
光化学过程通常发生在超快时间尺度上，仅需几纳秒 (10-9s) 甚至飞秒 (10-15s)。在这些时间尺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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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敏仪器可以把动作定格，捕捉到分子的振动或者电子的轨迹。例如，X 射线晶体学可精确揭示原子的空间
位置，该技术已经使用了 100 多年。最近，时间分辨 X 射线衍射已经能够产生一系列快照，显示出在吸收一
个光子之后分子结构是如何变化的，可以帮助揭示光催化反应中催化剂的结构如何影响它的行为 [38]。
电子衍射提供了另一种方法来测定吸收了光之后结构如何变化。最近，研究人员利用美国 SLAC 国家加
速器实验室强有力的“电子相机”发现，当光照射钙钛矿材料时，它使晶体中的铅和碘原子的晶格发生畸变，
从而帮助电荷移动通过材料 [39]。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钙钛矿电池如此有效，并为科学家指出了改进它们性能
的正确方向。
电子光谱技术可以揭示蛋白质分子的结构在吸收光后如何变化 [40]，这已经被用在对自然界光合作用中所
涉及分子的结构是如何影响其功能的研究中。
允许原位或甚至在实验进行中研究中间体以及它们在固体 / 电解质界面的电子性质的先进表面科学技术正
在基于不同的加速器源开发中。这些技术与理论电子结构计算一起，将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哪些电子结构和电
子状态对于高效电子转移过程至关重要 [41]。
最后，二维光学光谱可以测量分子吸收了一个光子之后其电子态以及振动态是如何变化的。此技术首先
以一个激光脉冲激发分子，即大家知道的“泵浦”；然后立即用另一个称之为“探针”的脉冲来测量分子是如
何变化的。最新进展包括超快多脉冲实验，它使研究人员能够实时跟踪能量沿着分子的传播途径 [42]。
研究人员已经在用这些多脉冲技术进行研究，例如，研究太阳能是如何在包含吸光染料分子的光伏器件
中转化为电力的 [43]。此技术还可用于许多其他体系中。
这个概述仅揭示了能够用来构成材料性质大数据集技术的一角。这些数据集可以有助于琢磨理论和改进
计算机筛选，而计算机筛选是一个极其有力的加快材料研发计划的方法。也许还可以用机器学习来梳理出这些
数据集中的预测模式。
计算筛选依赖于可以根据材料组成精确预测带隙、光学吸收、缺陷容忍度、电荷迁移率等属性的模型。
遗憾的是，在很多场合这些模型并不适用。例如，一些影响电荷转移通过材料界面的过程仍然笼罩于神秘之中。
要进行基础研究，使研究人员了解这一过程，减少器件中的能量损失。
尽管如此，计算机筛选已经被用于研究人们相对了解的那些材料。例如，研究人员已经应用计算机筛选
预言了什么样组成的硫化铅铋具有优化的光吸收和迁移率性质 [44]。同时，最近经过对 11000 多种可能的钙钛
矿类材料的计算机筛选，确定了一组具有良好性能的、避免使用有毒的铅化合物的材料 [45]。还有一些多元素组
合所形成的半导体具有合适的吸收性质 ( 带隙 )。然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有关控制其物理性质的知识的缺乏，
已经阻碍了对其光伏潜力的综合评估，随之也阻碍了先进太阳能转化体系的系统性材料基因组计划的进展。
对于聚合物基材料来说，这种计算机辅助设计更为困难，因为对这些体系中的电荷分离和传输还未充分
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当研究人员无法对材料的性质做出可靠预言时，他们可以采用一种称为组合化学的方法
来加速材料的发现。这种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药物开发中，在高通量筛选测试时使用自动控制装置来分析不同
材料的数据库。这样的高通量筛选方法也已经被用于第三章讨论的光子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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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本章中概述的分析技术是在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所中常规使用的。不过，一些分析技术要依靠大型设备，
如自由电子激光器或可以产生寿命极短的高能激光脉冲的同步加速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德国
的欧洲 XFEL、英国的钻石光源、美国的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日本的 SACLA 就有这些设施。事实上，
SACLA 最近帮助揭示了光系统 II 的核心催化复合物 ( 见第三章 ) 是如何在两个氧原子之间形成双键的 [46]。这
充分表明了在太阳能研究中，这样的国家设施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当他们探索如何最好地应用所有这些方法时，太阳能研究人员应该广泛合作分享其专业知识。例如，在
某一领域被证明成功的技术，如光伏电池，其在研究人工光合作用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方面也是非常宝贵的。事
实上，太阳能研究的进展可能取决于完全不同领域的发展，如电子工程。把许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汇集起来，提
出解决太阳能研究中问题的方案，将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在克服商业化的障碍方面。CS3 与会代
表提到了成功的例子，如美国的人工光合作用联合中心、韩国的人工光合作用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的太阳能行动
计划。
研究人员还必须合作来确定评估他们的太阳能器件性能的最佳方法。光伏研究人员群体将从独立进行光
伏电池效率测试（如美国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所提供的服务）的实验室获益良多。这有助于确定最有希望的光
伏体系。
对于迄今为止已经开发的光电化学电池，各研究组常常用不同的方法来测定他们体系的性能，这使得难
以进行公平的比较。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就参考标准达成一致将是有用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自己的体
系进行比较；而对期刊来说，也可以确保研究人员按此标准来报道他们的结果。此外，这个领域的知名实验室
或研究中心可以被授权来独立验证这些测量结果，特别是当报告结果打破现有纪录时。

推荐
1. 在所有相关的时间、能量和空间尺度上开发和应用分析技术来研究太阳能过程。
用这些技术探测分子和材料内以及界面处的基础光物理和光化学过程，从整体上来了解是什么决定了工
作器件的效率。
2. 开发和应用理论和计算方法来了解太阳能过程。
从分子水平到器件水平，在每一个尺度上解决光驱动电荷转移过程的问题。不断整合实验与理论。
3. 开发便宜和可扩展的方法来创建新的光功能材料。
从原子到宏观的多种尺度下控制材料的组分与结构；用高通量体系制作和筛选具有关键性能的新型材料。
4. 开发标准、数据库和分享最佳实践。
就测量光功能材料性能的关键指标和参考标准取得一致；促进多学科交叉和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分析和
制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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