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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SC實驗室訓練流程表實驗室訓練流程表實驗室訓練流程表實驗室訓練流程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0:00~11:00 實驗室規範與儀器實驗室規範與儀器實驗室規範與儀器實驗室規範與儀器解說解說解說解說

11:00~12:00 技術員示範技術員示範技術員示範技術員示範11:00~12:00 技術員示範技術員示範技術員示範技術員示範

12:00~13:00 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13:00~17:00 實際操作實際操作實際操作實際操作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and 意見表意見表意見表意見表

After 17:00 取得資格取得資格取得資格取得資格~快樂回家快樂回家快樂回家快樂回家



Cell structure of DSSC

小電池結構小電池結構小電池結構小電池結構

次模組結構次模組結構次模組結構次模組結構

FTO substrate

Redox electrolyte or mediator

Pt film or none

FTO substrate

TiO2/dye film



Work Scheme of DSSCWork Scheme of D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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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EF

� VOC: open-circuit voltage

���� Eredox – EF.

� ISC: short-circuit current

���� Electron injection and 

���� Principle of a TiO 2 based DSSC:

5

���� Electron injection and 
collection.

� ηηηη: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 (I××××V)max / Plight .

� FF: fill factor

���� (I××××V)max / (ISC××××VOC).



Dynamic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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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2:F TiO2/Electrolyte

Importance ofImportance of Diffusion LengthDiffusion Length (L) in Solar Cells(L) in Solar Cells

Electrons must travel TiO2 phases to the 

FTO phase without recombination.

Diffusion length should be 
more than the thickness of the TiO2 phases.

τDL =

10~20 µm



DSSCs Device Fabrication

450℃ 30mins,

Sintered 

Dye solution.

Screen printing

Coating

TiO2

FTO

8

Under AM1.5

Sunlight

(100mW/cm2)

Pt Counter Electrode

Spacer

glass
Electrolyte



II--V curveV curve

� VOC: open-circuit voltage

� Eredox – EF.

� JSC: short-circuit current

� Electron injection and 

collection.
Jsc

(J××××V)max collection.

� η: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 (I×V)max / Plight.

� FF: fill factor

� (I×V)max / (ISC×VOC).

Voc

Source: J. Am. Ceram. Soc., 80 (1997) 3157-3171.





Solar Simulator

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Solar Simulator)

– 提供太陽電池在室內量測（indoor test）時所需之照度

– 太陽電池的輸出與入射光頻譜密切相關，因此如欲精

確量測太陽電池電氣特性，太陽光模擬器的頻譜與真

正太陽光頻譜必須儘可能吻合正太陽光頻譜必須儘可能吻合

– 依據ASTM standard E927，單一光源之太陽光模擬器通

常可分為A、B、C三級



Classification of solar simulator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Irradiance distribution 
non-uniformity

≤≤≤≤ ±±±±2% ≤≤≤≤ ±±±±5%
(≤≤≤≤ ±±±±3% for JIS) ≤≤≤≤ ±±±±10%

Temporal irradiance 
stability

≤≤≤≤ ±±±±2%
(≤≤≤≤ ±±±±1% for JIS)

≤≤≤≤ ±±±±5%
(≤≤≤≤ ±±±±3% for JIS) ≤≤≤≤ ±±±±10%

IEC 60904-9, JIS C8912

stability (≤≤≤≤ ±±±±1% for JIS) (≤≤≤≤ ±±±±3% for JIS) ≤≤≤≤ ±±±±10%

Spectral match 0.75 ~ 1.25
(0.85~1.15 for AIST)

0.6 ~ 1.4 0.4 ~ 2.0



Characteristic of Solar Simulator

IEC-60904:
�Irradiance distribution non-uniformity
�Temporal irradiance stability
�Spectral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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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l mismatch parameter(M)

F simulator (λ)為太陽光模擬器所產生光線的照射頻譜，
F reference (λ)為標準參考照射光譜，例如AM1.5G，
QE test (λ) 為待測太陽電池元件的頻譜響應特性，
QE reference (λ)為標準參考太陽電池元件的頻譜響應特性，
λ1、λ2分別為標準參考太陽電池與待測太陽電池元件頻譜響應的上下極限





DSSC characterization

– I-V curve

– Incidence photon to current efficiency (IPCE)

–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 Intensity modulated photocurrent spectroscopy (IMPS)– Intensity modulated photocurrent spectroscopy (IMPS)

– Intensity modulated photovoltage spectroscopy (IMVS)



Incident Photon to Current Efficiency

N3

Black dye





IMPS (at SC)

The transit time (τd) for 

photogenerated electrons:

The electron diffusion coefficient (Dn):

d is the thickness of TiO2 electrode



IMVS (at VOC)

The electron lifetime:



DSSC實驗室位置及相關人員實驗室位置及相關人員實驗室位置及相關人員實驗室位置及相關人員

• 國立中央大學
• 科學二館 3F 312室

• 負責人:李坤穆

• 技術員:簡郁苓

簡郁苓簡郁苓簡郁苓簡郁苓 李坤穆李坤穆李坤穆李坤穆



可供使用的儀器設備可供使用的儀器設備可供使用的儀器設備可供使用的儀器設備

R312:

• 整合型太陽電池效率量測系統
• 公/自轉行星式混鍊機 (脫泡機)

• 網印機
• 高溫鍛燒爐
• 電極恆溫浸泡箱
• 電池壓合機
• 一般型封裝UV膠與UV curing 機



DSSC實驗室可提供之材料實驗室可提供之材料實驗室可提供之材料實驗室可提供之材料

I-/I3
-

redox couple

Sensitizer
Mesoporous

TiO2

FTO Pt/FTO
本中心提供本中心提供本中心提供本中心提供DSSC相關材料可以搭配實驗室相關材料可以搭配實驗室相關材料可以搭配實驗室相關材料可以搭配實驗室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用國科會計畫用國科會計畫用國科會計畫用國科會計畫貴儀使用費貴儀使用費貴儀使用費貴儀使用費購買購買購買購買!!

2.2 mm,  

7 ohm/sq. 

4種厚度及有/無
散射層的TiO2電極

N719

D149

I-/I3
- based 高效率

與長效型電解液

已鑽洞之Pt

電極及Pt 前
驅物溶液

~其他材料可至本中心網頁選購其他材料可至本中心網頁選購其他材料可至本中心網頁選購其他材料可至本中心網頁選購~



整合型太陽電池量測系統整合型太陽電池量測系統整合型太陽電池量測系統整合型太陽電池量測系統

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
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

交流阻抗分析
(EIS)

CIMPS/IMVS
(藍、綠、紅光)

3A級太陽光
模擬器

(5cm ×5cm)

IPCE(EQE) 

與IQE

面積量測儀
(定義電極面積)

電池電流分佈
均勻性測量儀

(LBIC)



儀器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件儀器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件儀器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件儀器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件儀器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件儀器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件儀器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件儀器操作步驟說明請參考附件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每時段可進實驗室人數以2人為限

• 大型設備使用均須填寫紀錄簿
• 請維持實驗室整齊清潔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 禁止在實驗室內飲食、嚼食口香糖或檳榔
• 小東西(例如鑷子、盒子…..)請自己攜帶 (也請不要帶
走本實驗室的任何東西)

• 實驗室內禁止照相、錄影
• 誠實通報與紀錄



~取得執照後取得執照後取得執照後取得執照後~

國科會有機太陽能電池實驗室
~DSSC組裝與量測實驗室~

DSSC實驗室預約方式實驗室預約方式實驗室預約方式實驗室預約方式



報名受訓與取得執照流程報名受訓與取得執照流程報名受訓與取得執照流程報名受訓與取得執照流程

以e-mail或現場報名

上課and 實際操作考試合格

發給B級執照(有編號)

回信回覆受訓梯次與時間

還無法進行實驗室預約

進入國科會貴儀網站，進
行個人資料新增(3天內)

審查確認回覆後(2天)，執
照號碼才有效力

還無法進行實驗室預約

需有國科會計畫代號，
才能進行實驗室預約

可依權限進行實驗室預約

前來使用實驗室需攜帶證件前來使用實驗室需攜帶證件前來使用實驗室需攜帶證件前來使用實驗室需攜帶證件



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執照登錄執照登錄執照登錄執照登錄

輸入個人帳號輸入個人帳號輸入個人帳號輸入個人帳號密碼密碼密碼密碼



進入貴儀先填寫核發之執照號碼核發之執照號碼核發之執照號碼核發之執照號碼(3(3(3(3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待審核通過待審核通過待審核通過待審核通過(2(2(2(2天內天內天內天內))))方可進行實驗室預約

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執照登錄執照登錄執照登錄執照登錄

1

2

1

執照有效日期為2222年年年年，博士班學生到期時只需換證即可，不須要再上訓練課程
But~But~But~But~如執照超過如執照超過如執照超過如執照超過4444個月未使用個月未使用個月未使用個月未使用，，，，將取消執照將取消執照將取消執照將取消執照



DSSC實驗室管理規範實驗室管理規範實驗室管理規範實驗室管理規範

使用者等級及權限

使用者等級使用者等級使用者等級使用者等級 使用者權限使用者權限使用者權限使用者權限

B級使用者

參加訓練課程且通過考試者，經主管/設備負責人同意後，

即具有B級使用者身份。

需有A級以上之使用者陪同，方可使用操作實驗室設備。

可在規定上班時間內預約使用實驗室設備。可在規定上班時間內預約使用實驗室設備。

A級使用者

B級使用者經30小時的使用經驗且沒重大失誤後，即可升級為A級使用者。

具有A級使用者之資格，需盡協助訓練B級使用者及協助處理實驗室相關

偶發事件之義務。

可在正常上班時間外預約使用實驗室設備。



實驗室時段預約及付費方式實驗室時段預約及付費方式實驗室時段預約及付費方式實驗室時段預約及付費方式:

• 有國科會計畫有國科會計畫有國科會計畫有國科會計畫:

– 預約受訓與計畫預約實驗室使用 (NTD5000/3 hr, 貴
儀費用負擔90%)

– B級與A級 (可預約時段與權限差異)

– 可使用的設備– 可使用的設備
– 可以採合作模式

• 無國科會無國科會無國科會無國科會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 學校單位:可以採合作模式，但須有題目

– 公司與財團法人單位:採全額收費採全額收費採全額收費採全額收費



•設備預約使用規定：
每月每月每月每月25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9：：：：00開放預約下個月之時段供使用者預約開放預約下個月之時段供使用者預約開放預約下個月之時段供使用者預約開放預約下個月之時段供使用者預約，沒有預約不得臨時使用。
DSSC太陽能電池組裝實驗室預約時段如下：

DSSC實驗室管理規範實驗室管理規範實驗室管理規範實驗室管理規範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08：30

|

11：30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設備維護/
訓練考核

11：30

|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設備維護/
訓練考核

|

14：30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訓練考核

14：30

|

17：30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B級級級級/A級級級級

設備維護/
訓練考核

18：00

|

21：00

開放預約
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A級級級級

設備維護/
訓練考核

21：00

|

24：00

開放預約
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A級級級級

開放預約
A級級級級

設備維護/
訓練考核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進入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之網頁進入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之網頁進入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之網頁進入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之網頁

方法一：直接入輸網址 http://www.ncu.edu.tw/~ncu25352/

方法二：由中央大學首頁進入 http://www.ncu.edu.tw



如何預約實驗室如何預約實驗室如何預約實驗室如何預約實驗室

方法一：直接由國科會貴儀管理系統進入預約

方法二：由中心網頁預約系統



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DSSCDSSCDSSCDSSC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

2

3

1

3

4



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DSSCDSSCDSSCDSSC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



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DSSCDSSCDSSCDSSC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實驗室預約方法

1
選擇日期選擇日期選擇日期選擇日期

2 選擇時段選擇時段選擇時段選擇時段



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貴儀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DSSCDSSCDSSCDSSC實驗室與相關材料預約方法實驗室與相關材料預約方法實驗室與相關材料預約方法實驗室與相關材料預約方法

2 輸入耗材數量輸入耗材數量輸入耗材數量輸入耗材數量

1

3

完成預約完成預約完成預約完成預約

�17:00~23:00為為為為A級使用者之預約時段級使用者之預約時段級使用者之預約時段級使用者之預約時段，，，，一班使用者請勿預約一班使用者請勿預約一班使用者請勿預約一班使用者請勿預約。。。。
�耗材費可納入貴儀使用費耗材費可納入貴儀使用費耗材費可納入貴儀使用費耗材費可納入貴儀使用費，，，，僅需繳交僅需繳交僅需繳交僅需繳交10%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請依預約時間準時報到請依預約時間準時報到請依預約時間準時報到請依預約時間準時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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