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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中国化学基础研究和人才成长都在近年来取得迅猛发展，得到国际

上的重视。中国化学会在国际上的影响迅速提升，这几年学会间的交往

很频繁。2008年 5月，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化学会联合各

个国家的基金资助部门，筹备通过国际合作，联合举办“化学科学与社

会研讨会(Chemical Sciences and Society Symposium) (CS3)”系列

研讨会，其宗旨是组织 5个国家的顶尖的化学家，面向国际社会共同面

对的挑战性问题（能源、污染、气候变化、水资源、食品与营养、健康

等），以小型研讨会的形式，凝练出重要的基础科学前沿问题，并提出

迎接挑战的研究思路。研究成果以 5国化学会和科学基金会的名义，形

成战略报告，以期引起各国政府的科技政策制定部门、科学家和大众的

广泛重视。希望这份报告能对科技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对科学家今后的

研究方向产生导向，并吸引优秀年轻人进入这些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

域。CS3 研讨会还希望能在提出重大科学问题的基础上，设立 5 个国家

的联合基金项目。第一届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23-25 日在德国 Kloster 

Seeon成功召开，其主题是“Sunlight to power the world (用阳光驱

动世界)”，包含四个重要方向：光合成和水分解制氢、光伏电池、生

物质的光转换、太阳能在能源的储存与运输过程中的应用。在研讨会的

基础上，由专业的科学作家撰写成这本白皮书。参会代表都是这 5个国

家太阳能研究方面的顶尖科学家，所提出的重要科学问题和挑战对引领

世界太阳能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该系列会议的 5 个发起国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代

表，体现出中国化学基础研究正进入国际一流的行列。积极参加组织该

系列会议不仅仅有助于大力提升中国化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对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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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对科技界凝聚共识和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有助于引导优秀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进入国际

前沿。这项工作也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所应

发挥的重要作用。我积极地向全国化学工作者推荐这本白皮书。 

 

                      白春礼 

                                         

中国化学会理事长 

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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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阳光驱动世界 

白皮书 

——第一届化学科学与社会研讨会 

(Chemical Sciences and Society Symposium, CS3)的讨论与结果 

 

德国克洛斯特西翁, 2009年 7月 23-25日
1
 

 

 

 

中国化学会、德国化学会、美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日本化学会、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德国研究基金会、美国国家基金委、 

大不列颠工程与物质科学研究委员会、日本学术振兴会 

 

                                                             
1
 本白皮书是由（美国）科学作家莱斯利∙普瑞(Leslie Pray)博士在德国化学会和美国化

学会咨询下撰写完成的，并经 CS3 学术委员会审阅。中文版由叶成翻译，帅志刚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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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太阳每小时向地球提供了超过世界 1年所消耗的能量，这相当于地球 100万年

所积累的化石燃料形式的能量。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对生活期望的提高，

如果社会继续以现有方式使用能源，科学家们估计到 2050年全世界的总能量消耗

将翻一番以上。化石燃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资源，我们必须打破对它的依赖。其

中，太阳能是最有潜力的替换能源。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能使对太阳能的利用达

到所需的规模？ 

为启动对用太阳能来解决全球能源挑战的国际合作和创新思维，2009年 7月，

来自 5 个国家化学会的 30 位领先科学家
2
,以及每个国家的科学基金部门的代表在

德国克洛斯特西翁举行了“化学科学与社会研讨会(Chemical Sciences and 

Society Symposium, CS3)”的第 1届会议，这是一个新发起的、每年 1次的系列

研讨会，其目的在于把（5个国家的）顶级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就化学科学如何应

对世界所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挑战并提供解决办法进行研讨。代表们在会上所做

的报告、进行的讨论以及会议取得的结果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能够实现所

需规模的太阳能俘获、转化和储存？在太阳能可以用来满足世界能源需求之前所

必须解决的最紧迫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CS3 研讨会的国际性和多学科性为利用太阳能所必须的新思想的出现推出了

一个新的典范性的方式。许多过去从未谋面的、来自于化学科学不同领域的专家

们对许多课题取得了几乎一致的看法，形成了一份有关国际化学社会在寻求用太

阳能来解决 21世纪全球能源需求方面所做的准备的强有力的声明。 

同样重要的是，大家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范围对能

源问题的倡仪，必然是赋予化学在认识太阳能的潜力方面起到中心作用。这是由

于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几乎总是涉及到化学反应，在分子水平上理

解这些化学反应是开发能够以可承受并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驱动这些化学反应的

新材料和新工艺所必须的。 

 经过 2天半的对话，提出了一些内容丰富的课题，CS3的代表们从中认同了 3

个关键信息： 

 今天的科学是明天的技术：对于能源问题没有一个最好的单一解决办法。

科学与社会应该探索各种下一代可选择的能源，来寻求一个对全球能源挑

战的更可承受且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要预测科学如何突破以及今天正

在探索的所出现的技术哪一个是未来的先进技术是很困难的。 

                                                             
2
 中国化学会、德国化学会、日本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和美国化学会。会议得到 5

国国家科学基金组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德国研究基金会、日本学术振

兴会、大不列颠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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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化学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对于确认太阳能的潜力来说，有一个强

有力的化学基础研究计划是必不可少的。新材料的发现和新工艺的设计对

于使得太阳能成为大规模使用成为可承受的选择是必须的。 

 今天的化学学生就是明天的能源科学家：社会需要新一代能源科学家，他

们年青，渴求探索在太阳能的俘获、转化和储存方面的创新途径。大规模

使用太阳能的技术的开发和优化需要长期的努力。它需要鼓励年轻人在更

宽广范围内关注在对太阳能的巨大潜力得以实现之前所必须面临的科学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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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研究内容 

 

 硅基光伏(PV)电池是利用太阳能的最普通方法，但纯硅片的昂贵成本限制了

它的广泛使用。无论多有效的一种能量转换技术，只有在承受得起的情况下它才

可能在世界上得到推广应用。在研讨会的最后，CS3代表们讨论了太阳能科学的主

要科学挑战和 4 个方面的优先研究目标。几乎所有的目标都涉及到需要开发有效

且可承受的太阳能技术。 

(1)  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燃料：模拟自然界中植物的光合作用的人工光合成，把

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在人工光合成变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可承受且可持续发展

的解决办法之前，化学家必须： 

 开发出地球上资源丰富且用得起的材料制备的、用于人工光合成的 2

个主要工艺过程——光解水和 CO2还原的化学催化剂，并使其实现商品

化；并且 

 采用不需要外部的牺牲电子给体的方式把光解水和 CO2还原结合起来，

创制出“人工树叶”。 

(2) 获取已经存在于自然界的太阳能：由非作物生物质衍生的生物燃料使得人们可

以从自然界已经转化到植物中的太阳能宝库中提取太阳能。在生物燃料生产变

成可为世界广泛使用的可承受且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之前，化学家必须： 

 开发出能用来创制更多生物质的生物化学方法；并且 

 开发出改善生物质转化效率的催化过程。 

(3) 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高成本限制了把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硅基光伏(PV)

电池的广泛应用。在光伏电池成为一种可承受且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模式之前，

化学家必须： 

 开发出低成本、无毒、地球上资源丰富的下一代 PV 电池使用的 PV 材

料。 

(4)  新收集和转化的太阳能的储存：我们必须开发出不仅把太阳能燃料转化为其

它形式的能源，而且也能把转化了的能源储存起来为将来使用的系统。对于还

没有进入到中央能源传送系统的世界范围而言，这是一个特别严酷的课题。在

能够构建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太阳能储存系统之前，化学家必须： 

 开发出低成本的、以地球上高丰度元素所制备的、可用于构建可承受

且可持续发展的太阳能转换和储存系统的新催化剂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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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白皮书的说明 

 

本白皮书总结了今年的 CS3 会议的主要议题和结果，强调指出了上面列出的

太阳能科学的 4个方面。第 1章聚焦于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燃料(即，光解水和 CO2

的固定)，第 2章涉及把生物质转化为生物燃料，第 3章讲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即，

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第 4章为太阳能储存。附录 1列出了 CS3的议程，附录

2列出了代表名录。本白皮书不应被视为 2天半会议过程中讨论的许多技术的综合

报告，也没有覆盖 CS3 代表们的所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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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燃料  

—— 树叶能做到，我们也能 3 

 

植物每时每刻都在利用太阳能。它们俘获太阳能并通过光合作用把它转化为

化学燃料。用化学语言来说，光合作用把水(H2O)和二氧化碳(CO2)转化为碳水化合

物(CH2O)和氧气(O2)。实际的转化是由一些分立的反应所完成的，其中的 2个主要

反应是把水分解为氢气(H2)和氧气(“光解水”)和用光解水过程中释放出来的电

子实现 CO2的还原
4
。问题在于化学家们能不能复制自然界中植物所做的呢？ 

事实上，化学家们已经模拟了这些分立反应中的大多数并使它们进行，他们

已经基本上复制了光合作用。不过，这并不容易，化学家们还未能以集成的形式

复制这些分立反应，而且也还没有能够实现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方法。例如，下面

将谈到，目前商业上使用的制氧方法都还依赖于使用昂贵的铂催化剂，最近科学

家们才开发出具有可承受广泛应用的潜力的制氧反应实验方法。 

CS3 对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大多数讨论都围绕在目前进行的、目的在于

开发可承受的催化剂的研究方面，这些催化剂驱动不同的光合作用反应的进行。

本章总结了这些讨论。 

 

开发制氢反应的催化剂 

 

日本东京大学堂免一成(Kazunari Domen)博士首先以“光催化全解水

(photocatalytic overall water splitting)”为题作了报告，他叙述了目前他

们开发的采用新型光解水技术的更有效、更可承受的制氢催化剂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技术采用了溶于溶液中的纳米结构光催化剂颗粒，在溶液中通过与这些颗粒的

接触，发生催化反应，制氢和制氧。此方法区别于采用分立的涂敷催化剂的电极

来制氢和氧的常用方法。光催化全解水的关键优点在于其使用的材料比光电化学

(PEC)电池所要求的材料更便宜。因此，广泛、规模使用时更可以承受得起。 

堂免一成首先介绍了 2种常用的光解水技术。第 1种涉及光伏(PV)电池(常称

                                                             
3
  本章节总结了 CS3 研讨会的第 1 次会议“人工光合成、光催化解水、CO2 固定”，

会议由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井上春男(Haruo Inoue)博士主持。 
4
 还原反应需要一个电子给体。在天然光合成过程中，水是电子给体。 

5虽然部分太阳光的波长在短于 400nm 的紫外区，但大多数太阳光是波长在 400~800nm

的可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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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或简称“PV”，见第 3章)和电解器，PV吸收阳光并把它转化为

电，电解器用这些电来使水分解。他提到，本田公司已经使用这种技术多年，以

开发“以太阳能电解水制氢站”的实验，在此站中，氢燃料开动的汽车可以被再

次赋能。第 2 种途径涉及使用光电化学(PEC)电池，这是一种包含有串联的 PV 电

池和电解质的电池。通过把光的富集和水的分解过程结合到一个器件中而消除了

对分立的电解池的需求。PEC电池提供了更直接、便宜的利用太阳能来驱动水分解

反应的手段。他在报告中还列举了若干第 2种途径的例子。 

他说，尽管常用的途径均比光催化全解水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但它们都还

仍然处于研究阶段而还没有准备开发商业应用。化学家们已经构建了例如太阳能

转换效率达到约 5％的 PEC电池。与之相比，最好的光催化全解水系统的效率还仅

约 1~3％。堂免预测，把它的平均太阳能转换效率提高到 5％将需要再花费 10 年

的研究。关键的挑战之一是大部分光催化材料只有在用紫外光活化下才能工作，

而对可见光则没有活性
5
。他谈到了他以及其他研究小组在开发可见光下能有效工

作的新材料方面的努力。例如，在用一群金属氧化物实验之后，他与他的合作者

已经证明：采用氮化镓(GaN)和氧化锌(ZnO)混合物具有很好的光催化活性。 

 在堂免一成报告之后，有一些对制氢技术的具体评论。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井

上春男博士从分子水平上讨论了在水分解过程中如何从水获得用于制氢的电子。

他认为，对于开发采用水作为电子给体(即替代外部的牺牲电子给体)的人工光合

成体系，用两电子氧化途径来光化学分解水也许要比单电子和多电子途径更有希

望。中国科学院的佟振合和李灿博士也详细讨论了水分解制氢的一些化学问题。 

 

开发制氧反应的催化剂 

 

随后的生物质会议(见第 2 章)中的部分报告也与水分解有关。英国伦敦帝国

学院的詹姆斯∙巴勃(James Barber)博士概要综述了以 20 世纪 60 年代末贝塞尔∙

库克(Bessel Kok)的工作为开始的水分解的化学研究史。对水的分解的基本理解，

例如，准确了解氧分子是在哪里和如何形成的，已经成为数十年来的热门研究课

题。然后，他介绍了他的团队最近在有关水分解中涉及的关键蛋白质复合物之一

的全结构以及氧的形成位点：光系统 II(PSII)方面的发现。他们确定了 PSII的形

状和锰(Mn)与钙(Ca)的含量，最终为科学家们掀开了在过去 25亿年间植物所进行

的反应的催化机制的一角。 

在研讨会后期(见第 4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丹尼尔∙诺塞拉(Daniel 

Nocera)博士在讨论中指出，巴勃的有关 PSII 结构的发现对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在

基于新型钴基制氧催化剂的人工光解水体系的开发中也具有指导作用。诺塞拉小

组证明，把钴离子和磷酸钾放入一个带有铟锡氧化物电极的溶液中，施加电流，

就不仅可以产生氧气，而且可以不断进行。当把电流从溶液中撤出之后，钴、钾

和磷酸根累积在电极上并形成一种无定形的催化剂，它驱动了水分解反应中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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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部分，形成了氧气。在一个分立的涂铂电极上产生氢气 
4
.  

诺塞拉指出了钴催化剂和自然界存在的锰基 PSII蛋白质复合物之间在催化作

用和自组装方面的“惊人”相似性。除了用含钴的合成催化剂替代了锰之外，2个

复合物具有同样的基本结构。重要的是，合成催化剂可以自组装(和再组装)，从

而，随着水分解的进行不再需要加入额外的原材料，反应结束之后也不再需要把

已经用过的试剂进行处理。催化剂不断的破碎，但它又像 PSII那样不断的重建；

PSII不是很稳定的，植物约每 30分钟要进行一次修复。 

诺塞拉小组证明的水分解并不是一个新的成就，但至少在 O2 半反应中使用不

贵(即，非铂)催化剂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诺塞拉指出，如果化学家们能够开发

出一种可承受的、有效的、利用太阳能来分解水和产生氢燃料的手段，那么社会

将能够很简单地通过每秒把 MIT 的游泳池水的 1/3 分解而为世界提供能源，那将

是一个多么令人心动的景象啊！ 

 

自修复：一个期望但难以捉摸的性质 

与诺塞拉对自组装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日本东京大学桥本和仁(Kazuhito 

Hashimoto)博士在第 2次会议上评论了任何的下一代光伏技术所需要的 2个方面：

(1)自组装或自组织能力和(2)自修复能力。注意到自然界的光合作用的典型效率

最好仅 4.5%~5%(见第 2章)，桥本认为大多数的人工体系在太阳能转换效率方面已

经优于天然光合作用。然而，很清楚的是，人工体系还缺少某些自然界所具有的

东西，特别是自组装能力和自修复能力。他描述了使用“微生物燃料电池”(可以

把生物质转化为电的细菌)把储存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电的谷场产能系统

(paddy-fiel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在正确的条件下，把太阳能变为电能

的谷场产能系统可以通过本身而成活，因此满足自然界的自组装标准。但是，他

和他的合作者还没有勾画出如何来构建自修复体系。体系的太阳能转化效率还只

有 0.3%，尽管他说通过对某些技术成分的改进把效率提高 10倍是可能的。 

 

构建“人造树叶” 

——水分解与 CO2还原相结合的人工光合成 

 

堂免一成提到，人工光合成的最终目标是把光解水与 CO2还原结合起来，用光

解水过程中释放出来的电子来驱动 CO2的还原以产生液体燃料，如甲醇。达到这一

点将基本上实现创制“人工树叶”的梦想。所谓“人工树叶”是这样的一种器件：

                                                             
4
 在问到他的新水分解系统的氢催化剂部分时，诺塞拉提到，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开发

出了一种镍合金基电极，以替代所使用的、典型的、过于昂贵的铂基电极，不过他们

还未确定它的性能是否相仿或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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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模拟真正的树叶，不仅把水分解而且用水分解的产物来创制更有用的有机燃料。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井上春男博士解释说，从能量转换和“元素循环

(circulation-of-elements)”的前景来说，用水分解与 CO2 还原相耦合是一个理

想体系。人工树叶(除了它从太阳收集的能量之外)既不需要能量又不放出 CO2。为

了产生燃料，CO2还原并不必须与水的分解相耦合。遗憾的是，在目前运行的大多

数 CO2 还原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氢源是甲烷的蒸气重整，它不仅需要能量(目前是

以化石燃料的形式)而且还放出 CO2。 

美国纽约布洛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藤田悦子(Eysuko Fujita)博士同意在人工

光合成研究领域的至少一个目标是把 CO2还原与分解水相结合的提法。她规划的未

来是，燃烧化石燃料释放出来的 CO2在进入大气之前被俘获，然后用水分解过程中

释放出来的电子(和质子)还原。这个过程将不需要牺牲电子给体。不过，面临的

挑战是难以对付的。藤田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安东尼∙哈里曼(Anthony Harriman)

讨论认为把构成树叶的两半耦合成一片树叶将需要有多个复杂的多电子反应参

与。 

同时，在制氢与 CO2还原相结合之前，化学家们正在开发一个使用氢为终端产

品的系统。例如，诺塞拉描述了他的钴基 O2催化剂如何可以集成到一个更大的 PV-

燃料电池系统来生产和储存氢燃料：从水分解生产的氢将被用作燃料(即，在燃料

电池中，它将与 O2结合而释放出能量)，而 CO2还原将不是该过程的一部分。作为

实现这个方案的第 1步，诺塞拉正在与夏普电子(Sharp Electronics)合作，看看

这个系统是否可以与夏普 PV技术相集成。 

 

使 CO2还原的催化剂 

日本冈崎分子科学研究所的田中耕司(Koji Tanaka)博士和其他人在讨论中指

出，构建人工树叶不仅需要开发制氢和氧的催化剂，而且需要开发 CO2还原的催化

剂。事实上，中国科学院李灿博士建议：“ CO2还原问题的解决”甚至是比“分解

水问题的解决”更为紧迫。藤田同意像制氢和制氧一样，化学家们还必须优化 CO2

还原反应的催化剂的说法。在过去的 20 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石谷修(Osamu 

Ishitani)研究小组和她（藤田）的研究小组在进行 CO2 还原的研究。最近，石谷

修的团队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钌(Ru)-铼(Re)光催化剂，不过，挑战仍存在。例如，

由于 CO2分子极其稳定，而催化剂不够稳定，因此 CO2还原要化 10小时。李灿说，

另一个问题是 CO2还原的最终产物碳氢化合物常常非常迅速地被再氧化，使得碳氢

化合物的净产率十分低。他强调说，需要努力进行对天然体系的研究，以更好理

解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 

 

CO2还原：并非仅仅为了燃料 

不论是否与水分解相结合，CO2还原除了生产燃料之外还有其它的用途。事实

上，CO2常常被用作生产许许多多非燃料产品，包括尿素(氮肥的重要成分)、水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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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制药用化学品)、环碳酸酯、聚碳酸乙烯酯和聚碳酸丙烯酯以及聚氨酯类，的

原材料。在过去已经提出，化学工业通过把 CO2作为化学品的储存库，也许可以通

过在制造化学品过程中使用更多的 CO2来对降低大气中的 CO2水平做出贡献。然而，

正如藤田和德国亚琛技术与大分子化学研究所的瓦尔特∙莱特纳(Walter Leitner)

博士在讨论中所说，相对于每年放出的 CO2总量，其消耗规模是很小的。化学工业

使用的仅等价于全人类产生的 CO2总量的 0.5%以下。而且，CO2显现了作为许多的

聚合物制品的初始原料的潜力，但在它们的生产能达到规模化之前还必须使它们

更加耐用。藤田认为，很清楚，我们还不能依赖由化学工业中利用 CO2来缓和化石

燃料燃烧中放出 CO2的问题。 

 由于由化学工业中利用 CO2并不能缓和化石燃料燃烧中放出 CO2的问题，莱特

纳建议，问题不是“我们准备固化多少 CO2？”，而是“利用 CO2来生产的产品与

用一些其它初始材料生产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人们应该是把思想从如何

利用 CO2为原料来缓解 CO2的排放方面挪开，而是重新思考用 CO2作为化学品储存

库时所产生的附加值。 

 

 

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燃料 

人工光合成是模拟植物在自然界光合作用中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

在人工光合成变成广泛使用的可承受、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必须做

什么？在第 1届 CS3的总结会上，大家认定最紧迫的科学挑战是： 

开发人工光合作用的 2 个最主要过程的化学催化剂，且使得它们可以商品化，并

可以采用可承受的、地球上资源丰富的材料来制备； 

创制一种不需要外部牺牲电子给体的方式来实现水分解和 CO2还原相结合的 “人

工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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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获取生物质储存的太阳能5 

 

在 CS3 的第 2次会议上所做的开场报告中，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詹姆斯∙巴勃

博士把植物描述为一个已经工作了 25 亿年的由光合作用所驱动的“宏观反应容

器”。没有光合作用，地球上就没有植物，也没有储存于地球表面的丰富的化石

燃料。也就是说，不能像植物今天所做的那样把太阳能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当许

多国家已经着手开发这个已存的自然转换太阳能的丰富资源时，对于由植物生物

质驱动的燃料(“生物燃料”)可以满足世界能源需求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有着明

显的不确定性和疑问的。多数 CS3 有关生物燃料的讨论涉及到这个不确定性以及

改进生物燃料生产的途径。本章总结了这些讨论。 

 

生物燃料是解决办法吗？ 

 

CS3与会代表同意，生物质并不是全球能源挑战的一个完全的解决办法。如巴

勃解释的那样，它的用途受到 2 个相关因素的限制。首先，相对来说，自然界的

光合作用是一个效率不高的过程，大多数植物最多能把所吸收的太阳能的不超过

约 4.5%转化为碳水化合物燃料(巴勃报告之后，对最优的约 4.5%进行了一些讨论，

一些 CS3 的与会者认为，大多数植物的太阳能转化效率要低得多。不仅是辐照在

植物上的阳光被反射掉[因而没被吸收]，而且在很高的光强下，光合作用过程变

成饱和了。巴勃解释说，4.5%是最大值，太阳能的转化效率是随时间和植物而变

化的。例如，在植物的迅速生长期的一定时间，其累积生物质更快，把光能转化

为化学键的效率要高得多。此外，在简单的给定光的数量下，一些植物因它们的

基因组成而要比其它的一些累积更多的生物质。)。在生物燃料可以变为一种更广

泛的实际解决办法之前，生物质谷物的太阳能转化效率需要通过例如基因或生物

化学工程来改善。 

其次，燃料生物质需要土地。光能转化为地球上的生物质的化学键的速度等

价于每年约 100兆兆瓦-小时(TWh
6
)，这个值并不很高。他说：期望在 2050年能够

把地球上 1/3 的土地生物质收成下来以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是不现实的。再说，

即便如此，这还需要改善燃料生物质的太阳能转化效率。 

                                                             
5
  本节概要总结了 CS3 的第 2 次会议(太阳辐射经过生物质转化为能量)上的报告与讨

论，会议由英国巴斯大学劳里∙彼得(Laurie Peter)博士主持。 
6
 兆兆瓦(TW)即 10

12 瓦。兆兆瓦-小时(TWh)被用来度量一段时间所用的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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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物燃料的生产也许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实际办法，但 CS3 的与会者还

是同意：生物燃料的生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局部或地区性的好办法。例

如，巴西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成功地把糖甘蔗(Saccharum sp.)转化为生物乙醇。

今天，从糖甘蔗衍生出来的生物燃料为巴西提供了约 1/3 的能源，在巴西销售的

约一半的汽车都使用生物乙醇和汽油的共混物来开动。另一方面，在美国，对生

物燃料(大多是玉米基(Zea mays)生物燃料)的使用还仅占全国能源需求的约 3％。

美国能源部已经预测，这个数字到将来可能增加到 30％，但巴勃对这个预测有一

些疑问。比如，对于是否有足够可以利用的土地物质能达到生物燃料生产所需的

水平。 

不论生物燃料的生产是否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实际办法，生物乙醇的生产在全

世界还是在增长。例如，巴勃介绍的北意大利塑料公司已经证明，每公顷收获 5~10

吨的干物(冬、夏两季各种 1 次)，预计可以生产约 1 吨的生物乙醇。巴勃强调指

出，公司的底线并非效率，而是成本和是否赢利。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已经决定

他们可以种植的生物质的数量和把它转化为生物燃料的速度，以赚取足够的利润。

(在巴勃报告之后，有人对生产 1吨燃料是否太乐观、肥料和水的数量以及收割所

需要的能源是否都已经在计算中考虑提出了疑问。巴勃声明，公司已经考虑了这

些因素。他指出，未来的生物燃料谷物有望对能量的需求比今天使用的更少。) 

在巴勃报告之后，对于在能源领域生物燃料不是全球解决办法但它仍然具有

独特作用的说法有些评论。美国卡罗拉多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的马克∙戴维

斯(Mark Davis)博士对它们作为运输应用的液体燃料的适合性进行了评论。他说，

其它的太阳能技术，如光伏(PV)电池，在电力生产中将可能更为占优势，但难以

设想把 PV电池和一些其它的今天正在开发的技术用来生产液体燃料。德国穆尔海

姆的马普学会碳研究所的费尔迪∙舒特(Ferdi Schüth)博士提到，对于生物燃料

可以帮助来满足世界的能源需求的程度的许多说法过于夸张，虽然很大程度上未

来的能源系统将可能是以电力为基础的，但一些仍将是以材料为基础的，生物质

是最容易获得的材料基燃料。 

 

改进生物燃料生产的途径 

为了优化生物燃料的生产并在可以与石化燃料竞争的规模上生产生物燃料，

该领域应如何向前推进呢？巴勃也对此展开了讨论。最重要的是，由于燃料生物

质常常要与用于食物的谷类争地，科学家们已经提出采用农业的纤维生物副产品

替代食物本身来生产生物燃料。但是，为了把生物燃料的生产从以食物为基础变

为用纤维为基础，科学家们需要开发“能源谷物”(即非食用植物)和新的生长与

收割这些谷物的农业经济实践。例如，许多化学家正在研究采用一种高产的牧草

Miscanthus 替代玉米(或其它的食用谷物)来作为生物燃料源。此外，化学家们需

要开发更好的有机和合成催化剂以把纤维素转化为简单的糖并把这些简单的糖转

化为燃料产品。如巴勃所解释的那样，纤维素的结构非常复杂，很难破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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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正在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通过考察白蚁和其它害虫中的天然酶并对

那些同样的酶是否可以用于能量转换体系进行了试验。 

在巴勃报告之后进行的讨论中，戴维斯对于在生物质转化的开始(把多糖破碎

为更小的分子)和终端(把这些小分子重新构建为燃料产品)的过程中需要催化剂、

更好的催化剂将减少在打断和构建化学键时需要的能量的提法表示同意。戴维斯

在评论中还指出，为降低生物燃料的生产成本，需要对化学工艺进行改变，从而

使生物燃料的成本降低。总之，采用不同类型的谷物(例如，用 Miscanthus 来替

代糖和玉米)、开发更好的收割技术和改变某些化学工艺步骤都将降低成本，从而

使生物燃料的生产对石化燃料更具竞争力。 

作为正在进行的构建更好的生物燃料转化用催化剂的一个例子，日本东京工

业大学的原道一(Michikazu Hara)博士介绍了他的研究小组正在进行的用颗粒基

和碳基固体酸催化剂把纤维素转化为糖的工作。与其它酸催化剂不能重复使用和

反应完全之后必须被分离以及作为废物处理掉不一样，他们的固体酸可以在其后

的反应中重新使用。 

大多数 CS3 对生物燃料的讨论聚焦于土地生物质，不过，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的黄芳博士介绍了她的研究小组采用微藻(microalgae)作为燃料的生物质源

的实验。 

 

能源是一个系统水平的课题 

 

戴维斯对生物燃料生产成本的讨论引出了有关考察生物质到生物燃料转化的

全生命周期的重要性的讨论。那就是，生产生物燃料需要多少能量？哪一步能量

损耗最大？哪里可以改进？即使在巴西，生物乙醇已经广泛使用了几十年，但生

物乙醇的全生命周期仍然不清楚。CS3的与会者同意，并不仅是生物燃料需要考虑

全生命周期，在所有的太阳能技术中都需要考虑一个能量转化过程的全生命周期。

例如，即使对于人工光合成，对其技术的成熟而言，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能量输

出而且要考虑构建器件和执行过程所需要的能量。不过，戴维斯强调，在对太阳

能转换技术的生命周期和系统水平的分析评估时需要十分小心，因为结果高度取

决于哪些因素被考虑和分析的假设是什么。许多生物燃料的生命体系分析是基于

从玉米衍生出来的假设，它涉及十分高强度的农业实践。如果在对不是从玉米得

到的生物燃料进行评估时采用同样的假设，那么结果也许就并非是它们应有的那

样了，因为这种生物燃料并不是能量集约的。 

 

生物燃料的使用 

 

 德国亚琛技术与大分子化学研究所的瓦尔特∙莱特纳博士引出了不仅把生物

质作为燃料来源而且作为附加值的来源的讨论。他指出，生物质可以生产出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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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材料所不能生产的产品。生物质已经经常被用来生产高价值的碳基化学品，

如作为润滑剂和医药工业中的高电解质油。他重申：除了在某些地区之外，还不

清楚从糖甘蔗和玉米得到的乙醇“第一代”生物燃料和从向日葵和大豆得到的生

物柴油是否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由于那些如巴勃和戴维斯所讨论的使

用液体纤维素作为原料库的“第二代”生物燃料有更高的能量含量以及其它一些

因素，因而它们将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即便如此，它们仍然不是一个全球

的解决办法。因此，他呼吁应该考虑“第三代”生物质转化途径，其一是他们研

究所的科学家们已经采取的把生物质转化为具有附加值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包

括燃料，也包括化学品、润滑剂、药物以及用其它技术不能生产的其它产品。 

 

 

获取已经存在于自然界的太阳能 

 

从非作物生物质衍生出来的生物燃料使得人们可以容易地从自然界已经转化

到植物质中的太阳能的巨大宝库中获取能量。在生物燃料可以变成可承受、可持

续发展的能源而被广泛使用之前必须要做到什么呢？在 CS3 的总结会上，大家认

定下述是最紧迫的科学挑战之一： 

开发能够用来创制更多生物质的生物化学方法；
7
. 

开发改进生物质转化效率的催化过程。
8
.  

 

                                                             
7
 酶(如“RuBisCO”)把大气中的 CO2 取出而加入到植物生物质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而且它并没有很好地把 CO2 与 O2 识别开来，它常常抓住氧而非 CO2。当 RuBisCO 犯

这种错误时，不仅使植物浪费能量，而且由于错误被固定了下来而甚至会有更多的能

量被浪费。通过蛋白质工程对 RuBisCO 性能的改善，化学家们估计他们可以把对植物

生物质的可利用程度至少提高 50％。 
8 生物质的最富集形式含有高水平的氧，太多的氧减少了(每单位生物质的)可以使用的

能量数量。开发高效资源和能源的、把氧从包含在生物质转化中的复合物分子中除去

的途径将增加生物质能量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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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把太阳能转换为电能 

——下一代光伏(PV)技术9 

 

光伏(PV)电池(“太阳能电池”)是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器件。
10
 尽管光伏技

术已经是今天所使用的太阳能技术中最普遍的一种，许多人从房顶上的太阳能组

件就能联想到太阳能，但是它还只是全球能量生产中的一小部分。按照美国俄亥

俄州托莱多大学阿尔文∙康帕安(Alvin Compaan)博士的说法，2008 年全世界生产

的电能约 20兆兆瓦(TW)，其中只有 70亿瓦(7GW)是由光伏模式生产的，仅占全世

界生产的电能的总量的 0.035%。光伏技术的广泛使用受到了硅的高成本的限制。

目前制造和广泛使用的大多数光伏电池都是用太阳级硅
11
所制造的。在整个 2天半

的 CS3 会议中，大家反复关注有更可承受的光伏材料和制造方法。例如，有机分

子基光伏技术的发明具有比硅基太阳能电池便宜得多的潜力，但有机材料的稳定

性和寿命则是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在 CS3 的第 3 次会议中，与会者讨论了几种

“下一代”光伏技术的挑战与机遇。本章总结了这些讨论。 

 

光伏技术概观：化学家们寻求降低成本的条件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褚君浩博士的开场演讲介绍了光伏技术的

概况。光伏技术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于 20 世纪 50 年代首先开发的太阳能技术之

一，在过去的 10年中，全世界的产量呈现指数增加。按照褚君浩博士提供的数据，

1997 年全世界 PV 的产能为约 1.258 亿瓦(125.8MW)，到了 2007 年增加到 37.334

亿瓦。他预测，不久的将来每年安装的 PV仍将以一个非常迅速的速度持续增加，

保守估计，到 2012年，产生的太阳能将达到 130 亿瓦。 

PV的生产主要在中国，大部分用于出口。2008 年，世界产量的约 1/3 在中国

大陆，其次是德国(21%)、日本(16%)、中国台湾地区(7%)、欧洲其它国家(7%)、

                                                             
9
 本章概要总结了 CS3 的第 3 次会议“包括有机太阳能电池、无机太阳能电池和染料

敏化太阳能电池在内的光伏技术”中的报告与讨论。会议由中国科学院佟振合博士主

持。 
10

 光照半导体材料在光伏器件中产生电流。 
11

 太阳级硅(solar-grade silicon)有别于纯硅；其中的一点区别是，它经过了化学品的处

理以提高其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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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其它国家(7%)、美国(6%)和印度(1%)。到 2011年，中国和德国预期将保持为

两个领先 PV 生产国，将分别占 PV 生产的总数的 19％和 13％，然后是马来西亚

(11%)。即便中国是商业 PV 技术的最大生产国，但使用的只占生产出来的很少一

部分，它只占全球市场的仅 0.17%。 

褚君浩强调指出，尽管在过去几年 PV 生产有了显著增长，但 PV 科学与技术

仍然是研究与发明的一个活跃领域。对于开发更多的可承受的材料来说，即便太

阳级硅的成本已经从 2007 年 12 月的每千克 350~400 美元下降到 2008 年 12 月的

每千克 100美元，但不断的研究与发明仍是基本的。硅依旧是 PV生产中成本最高

的部分，它占到了一个单一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的近乎 60％.
12
 

 

已有和正在出现的 PV 技术 

 

褚君浩描述了不同类型的光伏技术： 

(1)晶体硅(c-Si)光伏技术 

目前，c-Si 光伏技术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全世界安装的所有太阳能阵列中

的约 87％是由 c-Si 构成的。然而，它仍然有改进的余地。虽然 c-Si 光伏技术是

所有光伏技术(以及所有的太阳能技术)中最有效的(当然，对此还可商榷)，它把

所吸收的阳光转化为电力的平均效率为 15％~20％。但是，最重要的是，目前的

c-Si 光伏技术的成本对于广泛使用还过于昂贵。褚君浩强调，需要不断减少构成

第一代 c-Si光伏电池的大部分的硅片的厚度。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硅片的平均

厚度已经变薄了一半还多，从 2003年的约 300~350 μm 变为 2010年的约 150 μm，

但为了把技术成本降低到更可承受程度，它还需要进一步变薄。 

硅片变薄具有很好的经济意义，但它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它增加了

并非所有光子都能被吸收的机会，而使其中的一部分被反射回大气，因而降低了

电池的太阳能转化效率。褚君浩提到，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电池可以用“设

置光陷阱(light trapping)”和改进表面的钝化这两种方法来改进。设置光陷阱，

例如制造一个反转角锥硅表面或在器件的背面加一层像镜子那样的金属层来俘获

光，从而增加被吸收的光的数量。钝化作用使得半导体表面对化学和电“变钝”，

因而减少了它的化学反应活性并改进了相似性，电荷载流子(即电子和空穴)将被

输运到外电路。他列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已经使用的技术是如何使得 c-Si电

池更有效的。例如，德国弗赖堡的弗朗霍佛尔太阳能系统研究所(Fraunhofer ISE)

通过在正面和背面都加上一层二氧化硅(SiO2)钝化层，开发了效率为 21.6%的

LFC-PERC(laser-fired contact - passivated emitter, rear cell: 激光点火

接触-钝化发射极，背电池)太阳能电池。美国加州圣何塞的太阳能公司和日本守

                                                             
12

 太阳能电池组件(或称太阳能电池板)是一个许多太阳能电池相互连接起来的组件，

它是大多数太阳能 PV 体系的功能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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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的三洋电器公司都采用钝化技术来降低它们各自的专利 c-Si光伏技术的成本

和效率。太阳能公司的效率达到 21％，而三洋的效率为 22.3% 

褚君浩还讨论了最近的一些采用除 SiO2 之外的其它材料来钝化的研究进展。

例如，德国亚琛大学 RWTH 的研究人员已经采用氮化硅(SiNx)来作为钝化材料；美

国加州圣克拉拉的应用材料公司的科学家们已经考察了把SiO2和SiNx结合的钝化；

荷兰的埃因霍温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德国汉诺威的莱布尼茨大学太阳能研究所

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已经研究了用氧化铝(Al2O3)膜来作为钝化材料。迄今，采用

这样的钝化材料的 c-Si电池的效率的“世界纪录”
13
 是三洋报道的 22.3%。 

(2) 薄膜太阳能电池(TFSC) 

褚君浩用其报告的大部分时间讨论了“第二代”薄膜光伏(TFPV)技术，它包

括了无定形硅(a-Si)基薄膜太阳能电池以及由其它化合物(诸如多晶(二)铜铟硒

(CIS)、(二)铜铟镓硒(CIGS)、碲化镉(CdTe)或磷化铟镓(InGaP)和砷化镓(GaAs)

的外延层
14
构成的薄膜太阳能电池。 

与 c-Si电池相比，大多数薄膜光伏电池的效率都较低，典型的效率在 10%~13%

范围。生产的大多数薄膜光伏组件的效率为约 5％~10％。不过，正如褚君浩所讨

论的，薄膜光伏的效率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取决于电池是否是

“多结”的。多结光伏电池含有多层不同的半导体材料，每类材料吸收了不同波

长的光。增加能被吸收的光的波长范围，就可以增加可以转化为电的太阳能的数

量。一些多外延层电池(例如“三结”电池)的效率大于 40％。作为探索用于多结

薄膜光伏电池新材料的一个例子，褚君浩指出，美国卡罗拉多州戈尔登的国家再

生能源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采用了镓铟氮砷 (GaInNAs)和硼镓铟砷磷(BGaInAsP)

层。 

与硅片光伏电池相比，薄膜光伏电池除了效率较低之外，它们的稳定性是另

一个关键挑战。许多薄膜太阳能电池存在着固有的不稳定性，这是由于材料在暴

露于光后会随时间而变质。如褚君浩解释的那样，缺乏稳定性可能是与材料、粘

合力或者封装有关。就材料来说，例如，CIGS是较稳定的，而 a-Si对光诱导的变

质是敏感的；对于粘合力，例如可能会发生层间撕开或从基底上剥落；而对于封

装，有时湿气可以通过层的边缘而穿透包覆了的组件。 

尽管它们存在着效率和稳定性的缺陷，但是薄膜太阳能电池所需要的原材料

要比构建 c-Si电池少且不那么贵。它们还具有更短的能量“返还”周期。那就是，

所有的太阳能电池板都需要能量来生产，但薄膜光伏板与硅片技术相比，产生净

增电能要迅速得多。典型的硅片电池要约 4 年才可以返还在制造电池中所花费的

全部能量，相比之下，薄膜硅基太阳能电池仅需约 1 年。它们的柔性和分量轻，

加上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能量返还周期，使得它们适合在不可能用更普通的硅片

                                                             
13效率“世界纪录”是实验室电池的结果，通常实用电池的效率要低得多。 
14

 外延层是具有特定晶体结构的半导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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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方面，例如空间、军用、建筑物整体安装中，得到应用。 

 虽然薄膜光伏电池没有 c-Si光伏电池那样普及，但光伏电池安装中的增长的

百分点是来源于薄膜基电池的。例如，褚君浩提到，德国在建的采用 CdTe基太阳

能电池的 1.3MW 电站(丁巴赫太阳公园)、采用由美国明尼苏他州罗彻斯特山的辅

助能量转换器件联合太阳能奥沃尼克(United Solar Ovonic)的北京新首都博物馆

屋顶的无定形硅基薄膜系统。他预测，到 2012年，所有的 PV设备中 c-Si 基的数

量将从目前的约 87％跌落到约 75％，而其余的 25％将是薄膜基的。 

 

关于薄膜太阳能电池的进一步讨论 

在褚君浩报告之后，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阿尔文∙康帕安博士响应了褚

对薄膜光伏正在成为未来的选择的评论。他指出，在美国大多数硅基光伏的生产

都是薄膜技术而不是硅片技术(比如，联合太阳能公司)。他提到，在过去的 4 年

中，已经有 3 种无机薄膜光伏技术达到了大规模制造水平。以俄亥俄为基地的第

一太阳能公司的碲化镉(CdTe)薄膜光伏电池、以密歇根为基地的联合太阳能公司

的无定形硅薄膜光伏电池和以亚利桑那为基地的全球太阳能公司的铜铟镓硒

(CIGS)薄膜光伏电池。这些公司中的至少有一个(第一太阳能公司)已经在价格方

面取得很好的突破。 

然而，在一些类型的薄膜光伏电池技术能够取得进展和其它类型能够达到大

规模使用之前，化学方面仍然留有许多挑战。康帕安提到了 2点：(1)多晶材料制

成的薄膜光伏存在着与 c-Si技术中使用的材料所产生的同样的由褚君浩所讨论的

钝化问题；(2)尽管一些薄膜光伏的实验室器件已经被证明有较高的效率，但它们

的大规模制造的器件的实际效率要低得多。例如，CIGS 是一种很难制造的材料，

尽管 CIGS薄膜光伏在实验室的效率也许达到 20％，但规模生产的实用组件的效率

还不到 10％。 

然后，康帕安更详细地讨论了他与第一太阳能公司的合作以及碲化镉薄膜光

伏技术的未来。像铟(在褚报告之后对有机分子光伏技术的讨论中提到，见本章下

面)一样，对碲的可利用程度也存在着担忧。2008 年，碲化镉组件生产用掉了总共

约 50 吨碲，它们全都来源于铜矿尾料
17
。目前，从铜矿尾料中提取碲的效率仅约

33％，产量约每年 500吨。他解释说，这将只能支撑每年约 25GW碲化镉基光伏电

池的生产。 

 他还关注镉的毒性，指出大多数镉的排放是在组件制造过程所需要的煤电生

产中所产生的间接排放。由于碲化镉组件的生产需要的电力比 c-Si片组件生产用

电少，比较起来，镉的排放实际上是很低的。当被问到在碲化镉电池的生命周期

终点的回收成本问题时，他谈到第一太阳能公司已经为每个销售的面板设立了一

个委托代管(escrow)帐户，它将被用于所有旧面板的循环以确保镉的成本被合适

地评估。麻省理工的丹尼尔∙诺塞拉博士对碲化镉技术的“巨大隐形成本”也进行

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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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括染料敏化电池和有机电池的“新概念”光伏技术 

 褚君浩提到了 3类“第三代”新概念太阳能电池技术： 

1.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DSSC)。1991年，迈克尔∙格莱策尔(Michael Grätzel)

首先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DSSC(也被称为“格莱策尔”电池)用染料分子来吸收

入射光；光子激发的染料在分立的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如二氧化钛(TiO2))中产生电

流。褚解释说，DSSC 要比 c-Si 电池便宜，但它们的效率比 c-Si 电池和薄膜光伏

电池低(最高报道效率仅刚超过 11％)，而且与其它的
15
 薄膜光伏电池存在着同样

的稳定性问题。 

在褚君浩报告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孟庆波博士提到，DSSC 不仅比 c-Si 电池

便宜，而且它们还容易生产。在中国，研究人员正在考察 DSSC中使用的传统电解

质材料碘化锂(LiI)是否可以用更便宜的碘化铝(AlI3)来代替，以使成本进一步降

低。 

在褚君浩报告之后，英国巴斯大学的劳里∙彼得博士概要的描述了 DSSC技术

的历史，包括格莱策尔的发现和其后以曼彻斯特为基地的科纳卡(Konarka)技术公

司的 DSSC商品化的工作。今天，以英国为基地的 G24发明公司(G24i)正在销售另

一种专利的 DSSC 技术。同时，在德国弗朗霍佛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的和其

它地方的科学家们正在继续探索提高 DSSC技术的效率的新途径。如彼得所说，DSSC

的最大报道的太阳能转化效率是实验室单电池 11.4%，实用电池的效率要低些，在

8％~9％量级。 

2. 导电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褚君浩讲到，像 DSSC一样，导电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用半导性聚合物材料来代替硅，因此是一种潜在的比其它类型的光伏技术的制造

更便宜的太阳能电池，但它们的效率则不如它们。聚合物电池也不太稳定，典型

的寿命仅 3~5年。在褚报告之后，德国乌尔曼大学的彼得∙鲍尔勒(Peter Bäuerle)

博士指出，最近科纳卡公司报道了效率 6.4%的导电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这是器件

实验室电池中性能最好的。然而，公司报道的屋顶效率仅 3.3%。清华大学帅志刚

博士说，一些包括采用不同类型的聚合物和纳米结构材料的研究方案正在努力提

高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3. 分子(或“小分子”) 有机电池。像其它的新概念技术一样，分子有机电池由

其所用的材料和制造过程而是一种潜在的比硅片和薄膜技术便宜的电池。不过，

它们的太阳能转化效率仅约 4％。如鲍尔勒在褚报告后说，德国德累斯顿的赫里阿

泰克(Heliatek)公司目前报道的小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的纪录是约 6％。它们

的有限的效率部分是由于目前可用的分子半导体仅吸收很窄波长范围的光，因而

不能富集更多的光。 

在褚报告之后，还提出了一个有关在有机太阳能电池中普遍用作电极的材料

                                                             
15尽管褚君浩称之为“新概念”技术，染料敏华太阳能电池也被认为是一类薄膜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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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铟锡氧化物(ITO)
16
 以及由可持续性而提出的能否不用 ITO的问题，因为地

球上没有足够可提供给大规模生产所需的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与会者都同意

可持续性是一个问题的说法。例如，在中国，并不认为 ITO 的供应会短缺。对于

ITO的使用除了可持续性之外，仍然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由电池中铟与有机材料

的化学反应活性所导致的性能和稳定性问题。  

 

地球上高丰度材料的探索 

 

 由英国巴斯大学的劳里∙彼得博士引起的围绕着未来碲化镉薄膜光伏潜在发

展的资源问题讨论，使得大家去思索：一般光伏技术资源的可利用性和是否地球

确实能够提供足够的材料来实现太阳能发电的大规模生产。他指出，例如，无论

是镉还是碲，与地壳中存在的其它元素如锌(Zn)、铜(Cu)和锡(Sn)相比，都是十

分稀少的，而且铜、锡与其它一些正在被考虑在下一代光伏技术中使用的元素(如

铟(In))相比也来得便宜。他问道，有没有办法用不太贵的、资源更丰富的、无毒

材料来代替目前正在使用的那些更贵的、资源稀缺而且对环境有潜在毒害的材料

呢？他论证道，部分理由是碲和其它今天正在使用的材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化

学家们需要重新审视元素周期表和过去的工作，用与比如 CIGS具有同样性质的、

更适合于长期、规模化使用的新的材料组合来进行实验。根据他的了解，还只有

很少的研究小组正在进行光伏电池中的替代材料的性能研究。 

 

光伏技术的未来 

 

褚君浩强调了推进太阳能电池技术进展接下来应采取的 4个重要步骤： 

(1) 改进第一代 c-Si 太阳能电池的已有加工技术。即使硅的成本明显下降，它还

仅只影响到 c-Si太阳能电池的成本的 60％。材料和电池的加工与制造仍然需

要改进，以使其余的 40％的成本也下降。 

(2) 开发薄膜和新概念光伏技术用的新材料，这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且也是为

了提高性能。 

(3) 为了改进潜在的便宜技术的性能，不断开发薄膜和新概念光伏技术的新结构、

工艺和概念。 

(4) 把化学家与其它学科(如物理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科学家们的努力结合起

来。 

就有关对世界极大规模的电力传输而言，褚的综述报告提出了目前正在探索和

开发的多种光伏技术中哪一个是最成功的问题。例如，这些技术或多或少受到了

资源或成本的限制，因而有多少可以被光伏采用？他的回答是，从效率来讲，硅

                                                             
16

 有机材料通常是夹心于 ITO 层和另一电极材料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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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最好”的材料，在未来的十年中，硅基电池将变成为更可承受得起，因

为它们将用比今天更少的硅来构建，然而，一些其它的薄膜材料，比如 CIGS，将

随时间而更普及。他还预测，特别是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因其低成本在未来将变

得非常重要，尽管它们的效率特别是稳定性需要改进。 

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在它们成为可以实现大规模使用的选择之前，其效率和稳

定性需要改进，这一事实引起了大家对它们目前还存在的许多基本科学挑战进行

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就如 Peter所说，“仍然还有许多化学问题需要弄清楚”。 

 

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硅基光伏电池把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它的广泛使用受到了高成本的限制。

在光伏电池可以成为可承受且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模式之前，需要先做到什么呢？

在 CS3的总结会议上，大家确认最紧迫的科学挑战是： 

开发低成本、无毒、地球资源丰富的用于下一代光伏电池的光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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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太阳能的储存 17 

 

虽然发现降低光解水的催化剂的成本的方法、提高生物质转化的效率和构建性

能更好的下一代光伏技术对于使得用太阳能衍生的燃料与石化燃料竞争是重要

的，但是许多 CS3 的与会者也指出，同样重要的是，化学家们要弄清楚在这种转

化一旦实现之后如何可以把所有这些能量储存起来。所有这一切，正如美国麻省

理工的丹尼尔∙诺塞拉博士所讲，“社会不能只在有阳光时运转”。他认为，在今

天太阳能只占能源市场份额的 0.1%以下，并非仅仅是由于成本、其它材料和制造

问题，而也是由于缺少可供选择的长期稳定储存的办法。
18
 在达到太阳能可以储

存而供未来(长期)使用以前，太阳能转换技术要占领全球能源市场还有着一个困

难期。CS3的第 4次会议的焦点是太阳能储存技术，许多讨论涉及个性化储存和中

央储存之间的差别以及应该和可能储存的化学燃料问题。本章总结了这些讨论。 

 

储存太阳能的途径 

 

讨论开始之前，诺塞拉就可以储存太阳能的不同方法作了综述： 

(1)  采用机械办法，通过被压缩的空气来储能。太阳能可以用来压缩在地下水库

(例如含水层、盐岩洞)中的空气，而当空气被解压就可释放出约 0.5MJ/kg 的

能量。 

(2) 水电泵浦系统。太阳能可以用来在山顶水库中泵浦和储存水，而当水流回到

山下时，它释放出约 0.001MJ/kg 的能量。诺塞拉说，用此方法的能量密度太

低，因此，水电泵浦不能真正的实用。 

(3) 电池。电池的能量产率范围从锂电池的 0.54~0.72MJ/kg 到镍镉电池的

0.14~0.22MJ/kg 和铅电池的 0.14~0.17MJ/kg。这是不使它们比现在电池更重

时所可以达到的能量密度。诺塞拉的意见是，尽管由于电池储存的能量可以迅

速地被提取，因而对于输运是好的，但它们并不是长期、非网储存的很好选择。 

(4) 电容器。尽管电容器可以储能，但它们的产率仅约 0.01MJ/kg(超级电容器，

                                                             
17

  本章总结了 CS3 第 4 次会议“非连续供应的能量的储存、传输和分配”中的报告

和讨论，会议由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阿尔文∙康帕安博士主持。 
18 对于把转化了的太阳能用于传输目的来说，储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一

个能源利用中的重要方面，在 CS3 会议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CS3 会议的

大多数讨论集中于电站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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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capacitors)到 0.0206MJ/kg(超级电容器，ultracapacitors)。 

(5) 化学键。化学键有任何太阳能系统最高的能量密度。例如，70MPa的压缩氢气

的产率为 143MJ/kg，其它的液体燃料为 44MJ/kg 量级。诺塞拉解释道，“自

然界“选择”化学燃料来储存”，因为它们的高能量密度，进而，“自然界“选

择”用 CO2固氢”。他论证说，也许我们应该从自然界得到启发，不仅用化学

键作为我们长期储存太阳能的模式，而且也用它来由 CO2来固氢(即从光解水衍

生出来的 H2)和制造液体燃料。不过，如第 1 章中所讨论的，化学家们还没有

开发出一个减少 CO2的实用的太阳能方法。直到此目标达到之前，诺塞拉的个

性化能源系统的梦想取决于氢气作为燃料的使用。 

 

分布式的能源存储 

 

诺塞拉说，除了储存技术是进入市场的关键驱动力之外，个性化储存技术将

是使得太阳能成为非传统世界的可以采取的选择的关键，也就是说，今天有 30亿

人被认为是低能量用户(即使用脱网能源的人)，下一个世纪将有另外的 30 亿低能

量用户的加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能量消耗的增加的大部分都将来自于这

60 亿人。尽管通过中央电网可以使传统世界得到更好的服务，例如，把转换的太

阳能储存在电池中(见下面的讨论)，但对非传统世界的更好的服务还将是通过非

中央系统，每个楼宇依赖于它的单独的储存单元。 

无论如何，为了使得太阳能能够成为使用非入网能源的人们的可采用的选择，

就需要开发新型太阳能储存系统。这个挑战要比简单地递减目前存在的体系大得

多。诺塞拉把它与设计个人计算机相比较：“你不能简单地把机架做得更小。你

必须重新开始设计新的个人计算机。同样，你不能简单地通过削减目前存在的系

统来满足所有新能量用户的需求。你必须创制新的个性化系统”。在此情况下，

对于许多下一代太阳能技术来说，问题就是如何做到？ 

诺塞拉描述了他的个体能源系统，它是部分建立在他的实验室已经进行的新

的光解水催化剂的工作(见第 1 章催化剂化学的详细讨论)的基础上的：屋顶光伏

阵列把太阳能转换为电能，以用于日间，剩余的电能驱动光解水装置以产生氢和

氧，氢和氧被储存在一个槽中，到了夜间，在燃料电池
19
中再复合产生电，为光伏

阵列不能工作的家庭提供能量。理论上讲，为一个家庭或一群住房提供能源只需

要非常少量的水为原料。如在第 1 章中提到的，诺塞拉和与他签了协议的夏普电

器公司已经在进行把系统的光解水部分与夏普的光伏技术集成的工作。诺塞拉强

调说，他的工作并不一定是“答案”，但它开始了一个非中央化太阳能储存的研

                                                             
19 燃料电池是一种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器件。最简单的燃料电池使用氢气为其能源，

氢与氧的反应产生水而释放出能量。使用不同碳水化合物(如甲烷)作为其化学源的其它

燃料电池，首先把甲烷转化为氢，然后氢与氧反应而释放出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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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开发的新领域。 

哪一种化学燃料？ 

 

在诺塞拉报告和回顾了第 1 次会议的一些(如第 1 章中总结的)讨论之后，德

国柏林马普学会弗利茨-哈勃(Fritz-Haber)研究所的罗伯特∙施勒格尔(Robert 

Schlögl)博士说，在过去，氢燃料被视为化学储存太阳能的仅有选择，此后科学

家们已经承认，事实上，还有其它的选择和其它类型的燃料。他指出，取决于不

同的情况，可以生产不同类型的燃料。纽约布洛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藤田悦子博

士评论了甲醇的客观需要，因为它可以被用作稳定和可输运的燃料，而且它的生

产可以有许多的选择来利用。不论是(从光解水产生的)氢其本身作为燃料还是把

它转化为其它燃料，任何途径都表明，氢似乎将变成许多国家的能源体系中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因此，施勒格尔认为，我们需要开始考虑如何把它储存起来。

不过他再次强调，尽管化学家们已经成功地证明可以用太阳能来为光解水中的不

同化学反应提供能量，但这些过程中的没有一个已经进展到可以被应用的地步。

化学家们还需要开发人工光合成的催化剂，这种催化剂不仅要能有效地工作以足

够提供电站或其它能量转换系统，而且要是能够以地球上资源丰富的可承受的材

料来制备的。 

诺塞拉然后问道，是否可以削减 CO2还原过程以使能够用于个性化能源储存系

统？也就是说，有没有催化剂可以用来还原 CO2并形成除了氢之外的、用于小能源

系统的其它燃料？施勒格尔对此回答说，有，这是可能的，但它需要开发新的反

应器和使得过程更简化。换句话说，对于太阳能科学和技术的许多领域，催化剂

化学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此情况下，还有其它的课题需要关注。美国

加州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的索西娜∙海尔(Sossina Haile)博士提到，美国西

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开发一种袖珍型能量转化技术，可以用于这

种小规模 CO2还原方案中。 

 

大规模、接入电网的太阳能储存 

 

在诺塞拉报告后的讨论中，德国穆尔海姆的马普碳研究所费尔迪∙舒特博士重

申，对不同的地区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的储存体系，这取决于其外部结构和需要。

在没有电网外部结构的地区，把太阳能作为气体和液体化学燃料(如氢，甲醇或甲

烷)储存也许是有意义的，但在入网地区，尽可能作为电留下来具有更大的意义。

无论如何，在构建一个围绕太阳能供电的中央能源系统仍然需要储存。例如，德

国需要保持 90 天的油储备，这相当于需要 2000 万吨油。不用油就需要找到储存

90天的燃料的替换办法。 

德国吉森大学的约尔根∙雅奈克(Jürgen Janek)博士对用电池作为这种替换

办法之一的可行性进行了评论。他指出，不像在研讨会期间讨论的大多数其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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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电池作为储存的模式的挑战在于协调而不是化学。一个入网的电池储存系统

的尺寸不仅需要设计而且要正确的组织。除了这些概要评论之外，对于电池储存

的进展所遇到的科学与技术挑战没有被详细关注。 

最后，海尔描述了未来的中央太阳能储能方案，它涉及了与诺塞拉提出的个

性化方案类似的途径：除了产生白天使用的电力之外，中央电厂也将把部分白天

所俘获的太阳能经过二氧化铈基热化学过程来生产燃料，用此燃料来在夜间供电。

她与她的研究团队已经证明，二氧化铈暴露于水和 CO2可以用作制氢、合成气
20
 或

甲烷的热化学反应的介质。基于目前可以利用的二氧化铈的数量(全世界约 4000

万吨，与其它元素相比，铈是比较丰富的)，可以想象，人们就可以构建 50000 个

1亿瓦的电厂，每个相当于约 14万美元(二氧化铈原材料的成本)。 

 

 

储存新采集的和转化的太阳能 

化学家们必须开发不仅把太阳燃料转化为其它形式能源而且把转化的能量储

存起来为以后使用的系统。这对于世界范围没有采用中央能源输送系统的地区是

一个特别严峻的课题。为了构建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太阳能储存体系，什么是

必须达到的？在 CS3总结会上，大家对最紧迫的科学挑战得到了共识: 

开发低成本和用地球上资源丰富的元素制备的新催化剂和新材料 ，以使它们可以

被用来构建可承受且可持续发展的太阳能转化和储存体系。 

 

                                                             
20合成气(syngas)是一种可燃气体混合物，它包含一氧化碳和氢，它可被用作燃料或其

它类型燃料生产系统的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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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会议日程 

 

第 1届化学科学与社会研讨会(CS3) 

德国克洛斯特西翁, 2009年 7 月 23－25日 

 

用阳光驱动世界 

 

 

 

2009 年 7月 22 日(星期三) 

 

下午  到达与注册 

 

6:00 PM  欢迎与非正式晚餐 

 

2009 年 7月 23 日(星期四) 

 

7:30 AM  早餐 

8:45-9:00 AM  德国化学会主席克劳斯∙缪伦(Klaus Müllen)致欢迎词和开

幕词 

第 1次会议  人工光合成、光催化分解水和 CO2固定 

主持人：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井上春男 

9:00-9:40 AM  介绍演讲(日本东京大学堂免一成博士) 

9:40-10:30 AM 陈述与讨论 

10:30-11:00 AM 休息 

11:00-12:00 PM 继续陈述与讨论 

12:30-2:00 PM 午餐 

第 2次会议  太阳辐照经过生物质变为能量 

主持人：英国巴斯大学劳里∙彼得 

2:00-2:40 PM  介绍演讲(英国伦敦帝国学院詹姆斯∙巴勃博士) 

2:40-3:30 PM  陈述与讨论 

3:30-4:00 PM  休息 

4:00-5:00 PM  继续陈述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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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月 24 日(星期五) 

7:30 AM 早餐 

第 3次会议 光伏技术：有机太阳能电池、无机太阳能电池和染料敏

化太阳能电池 

 主持人：中国科学院佟振合博士 

9:00-9:40 AM 介绍演讲(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褚君浩博士) 

9:40-10:30 AM 陈述与讨论 

10:30-11:00 AM 休息 

11:00-12:00 PM  继续陈述与讨论 

12:30-2 PM 午餐 

第 4次会议   不连续供应的能量的储存、传输和分配 

 主持人：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阿尔文∙康帕安博士 

2:00-2:40 PM 介绍演讲(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尔∙诺塞拉博士) 

2:40-3:30 PM 陈述与讨论 

3:30-4:00 PM   休息 

4:00-5:00 PM   继续陈述与讨论 

6:00-7:30 PM   晚餐 

 

2009 年 7月 25 日(星期六) 

7:30 AM 早餐 

9:00-10:30 AM   分组讨论 

 主持人：德国马普研究所费尔迪∙舒特博士 

10:30-11:00 AM 休息 

11:00-12:00 PM  总结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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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代表名录 

 

中国 

佟振合教授，博士，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北京，CS3 学术委员会成员 

褚君浩教授，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 

黄芳教授，博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光合作用研究中心， 北京 

李灿教授，博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大连 

孟庆波教授，博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 

帅志刚教授，博士，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中国化学会(CCS)联络员 

 

德国 

费尔迪∙舒特(Ferdi Schüth) 教授，博士，马普学会碳研究所，穆尔海姆，CS3

学术委员会成员 

彼得∙鲍尔勒(Peter Bäuerle) 教授，博士，乌尔姆大学有机化学 II部，乌尔

姆 

约尔根∙雅奈克(Jürgen Janek) 教授，博士，吉森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吉森 

瓦尔特∙莱特纳(Walter Leitner) 教授，博士，技术与大分子化学研究所，亚

琛 

哈特穆特∙米柯尔(h. c. Hartmut Michel) 教授，博士，名誉博士，（诺贝尔奖

获得者），马普学会生物物理研究所分子膜生物学部，法兰克福 

克劳斯∙缪伦(Klaus Müllen) 教授，博士，马普学会聚合物研究所 

罗伯特∙施勒格尔(Robert Schlögl) 教授，博士，马普学会弗里茨-哈伯研究所，

柏林 

库尔特∙比吉特(Kurt Begitt) 博士，德国化学会，联络员，法兰克福 

马库斯∙本克(Markus Behnke) 博士，德国研究基金会(DFG)，DFG 联络员，波

恩 

 

日本 

井上春男(Haruo Inoue) 教授，博士，东京都立大学应用化学系，市郊环境科

学研究生院，CS3 学术委员会成员 

堂免一成(Kazunari Domen) 教授，博士，东京大学工程院化学系统工程系 

原道一(Michikazu Hara) 教授，博士，东京工业大学材料与结构实验室 

桥本和仁(Kazuhito Hashimoto) 教授，博士，东京大学工程院应用化学系 

石谷修(Osamu Ishitani) 教授，博士，东京工业大学，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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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系 

田中耕司(Koji Tanaka) 教授，博士，分子科学研究所，冈崎 

太田輝人(Teruto Ohta) 博士，日本化学会(CSJ)执行主任，秘书长，CSJ联络

员，东京 

岡畑恵雄(Yoshio Okahata) 教授，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科学系统研

究组化学组资深计划官，东京工业大学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生院教授，

JSPS联络员 

 

英国 

劳里∙彼得(Laurie Peter) 教授，博士，巴斯大学化学系，CS3 学术委员会成

员 

詹姆斯∙巴勃(James Barber) 教授，博士，伦敦帝国学院 

安东尼∙哈里曼(Anthony Harriman) 教授，博士，纽卡斯尔大学物理化学教授

和分子光子学实验室共主任 

蒂莫西∙琼斯(Timothy Jones) 教授，博士，华威大学化学系，考文垂 

安德鲁∙米尔斯(Andrew Mills) 教授，博士，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纯粹与应用

化学系，格拉斯哥 

克里斯∙皮克特(Chris Pickett) 教授，博士，东安哥里尔大学化学科学与医学

院，诺威奇 

理查德∙派克(Richard Pike) 博士，英国皇家化学会(RSC)首席执行官，RSC 联

络员，英国伦敦 

凯蒂∙丹尼尔(Katie Daniel) 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资深基金经

理，EPSRC 联络员，英国史云顿 

 

美国 

阿尔文∙康帕安(Alvin Compaan) 教授，博士，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物理与天文

系，CS3学术委员会成员 

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 博士，卡罗拉多州戈尔登国家可更新能源实验室化

学与催化剂科学首席科学家和研究组经理 

藤田悦子(Etsuko Fujita) 博士，纽约布洛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化学部资深化学

家，美国纽约厄普顿 

索西娜∙海尔(Sossina M. Haile) 教授，博士，加州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化学

工程，美国加州帕萨特纳 

斯蒂芬∙马尔多纳多(Stephen Maldonado) 教授，博士，密歇根大学化学系，

美国密歇根州阿泊 

丹尼尔∙诺塞拉(Daniel G. Nocera) 教授，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美国

麻省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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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简∙舒尔茨(Mary Jane Shultz) 教授，博士，麻省 Tufts 大学化学系，美

国麻省梅德福 

朱莉∙卡拉汉(Julie Callahan) 博士，美国化学会(ACS)全球网络发展经理，

ACS联络员，美国华盛顿特区 

凯洛∙贝塞尔(Carol A. Bessel) 博士，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无机、生物无机

和有机金属化学计划主任，NSF联络员，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路易斯∙埃切戈延(Luis Echegoyen) 博士，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化学部主任，

NSF联络员，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Other Participants 

其它代表 

莱斯利∙普瑞(Leslie A. Pray)博士，美国科学作家，美国麻省霍利约克 

萨拉∙埃弗茨(Sarah Everts)，化学与工程新闻(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欧洲通讯员，德国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