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OPV實驗室設備及元件組裝實驗室設備及元件組裝實驗室設備及元件組裝實驗室設備及元件組裝流程介紹流程介紹流程介紹流程介紹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詳細步驟以實際實驗室操作為準詳細步驟以實際實驗室操作為準詳細步驟以實際實驗室操作為準詳細步驟以實際實驗室操作為準

� 元件效率測量步驟元件效率測量步驟元件效率測量步驟元件效率測量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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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箱及蒸鍍機

OPV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

手套箱手套箱手套箱手套箱 蒸鍍機蒸鍍機蒸鍍機蒸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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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箱內部設備：旋轉塗佈機及加熱板

OPV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

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

加熱板加熱板加熱板加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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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櫥、無塵工作室、及維修走道

OPV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

通風櫥通風櫥通風櫥通風櫥 無塵工作室無塵工作室無塵工作室無塵工作室 維修走道維修走道維修走道維修走道

禁止進入禁止進入禁止進入禁止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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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工作室內之設備

OPV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

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烘箱烘箱烘箱烘箱

天秤天秤天秤天秤
攪拌加熱攪拌加熱攪拌加熱攪拌加熱板板板板

加熱板加熱板加熱板加熱板

超音波震盪器超音波震盪器超音波震盪器超音波震盪器

無塵工作室無塵工作室無塵工作室無塵工作室



太陽光模擬器及電流-電位儀

OPV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實驗室設備介紹

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電位儀電位儀電位儀電位儀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ITO
PEDOT:PSS
P3HT:PCBM

Glass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蝕刻之ITO玻璃

電洞傳輸層
主動層

Ca電極

Al電極保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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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move partially ITO by HCl

To clean the etched ITO glass

TFD4:water = 1:8➜清潔劑

• Cleaning inacetonefor 30 min. by using ultrasonic oscillator

• Cleaning inIPA for 30 min. by using ultrasonic oscillator

Step 01 − ITO 電極製備電極製備電極製備電極製備

ITO

Before Etched

ITO

After Etched

Size: 1.5 cm × 1.5 cm

5 mm

ITO電極的蝕刻電極的蝕刻電極的蝕刻電極的蝕刻

此部分僅介紹製程此部分僅介紹製程此部分僅介紹製程此部分僅介紹製程，，，，無法在本實驗室操作無法在本實驗室操作無法在本實驗室操作無法在本實驗室操作，，，，但可上網向實驗室購買已但可上網向實驗室購買已但可上網向實驗室購買已但可上網向實驗室購買已
Etched之之之之ITO (每次鍍每次鍍每次鍍每次鍍Ca及及及及Al電極可放電極可放電極可放電極可放12片片片片Etched之之之之ITO ）。）。）。）。若欲學習相若欲學習相若欲學習相若欲學習相
關製程關製程關製程關製程，，，，請聯絡實驗室負責人請聯絡實驗室負責人請聯絡實驗室負責人請聯絡實驗室負責人，，，，將另安排時間及收費方式將另安排時間及收費方式將另安排時間及收費方式將另安排時間及收費方式。。。。

15 mm

Etching
15 mm

50oC

儲存在烘箱

請勿違規自請勿違規自請勿違規自請勿違規自
行取用行取用行取用行取用ITOITOITOITO，，，，
違者處罰違者處罰違者處罰違者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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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1 − ITO 電極前處理電極前處理電極前處理電極前處理: : : : UV Ozone Cleaner

�UV Ozone Treatment for 10 min

放在放在放在放在 OzoneOzoneOzoneOzone產生器產生器產生器產生器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所購得所購得所購得所購得（（（（或或或或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帶來帶來帶來帶來））））
之之之之1.5 x 1.5 cm ITO電極電極電極電極

12 ×××× 12 cm2培養皿可向實驗室購買或自行準備培養皿可向實驗室購買或自行準備培養皿可向實驗室購買或自行準備培養皿可向實驗室購買或自行準備

同時將主動層材料加熱（並加入磁石蓋子蓋緊）：以P3HT:PCBM為主動
層時，其將其dichlorobenzene 在70 oC下加熱 for 30 min 並同時攪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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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layer: 一般使用PEDOTPEDOTPEDOTPEDOT::::PSSPSSPSSPSS
用針筒取適量PEDOT:PSS溶液，
用旋轉塗佈方式鍍在12片
ITO上(每片2~3滴)。
(Spin 5000 rpm for 50 sec.)

Step 2: Step 2: Step 2: Step 2: 在在在在ITOITOITOITO電極上鍍上電極上鍍上電極上鍍上電極上鍍上Transport LayerTransport LayerTransport LayerTransport Layer再加熱再加熱再加熱再加熱

ITO
PEDOT:PSS

Glass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PEDOT:PSSPEDOT:PSSPEDOT:PSSPEDOT:PSS

Annealing at
120℃ for 10 min.

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 加熱板加熱板加熱板加熱板

ITOITOITOITO

剖面圖

針筒針筒針筒針筒

Transport Layer材料可向實驗室購買材料可向實驗室購買材料可向實驗室購買材料可向實驗室購買PEDOT:PSS或自行準備或自行準備或自行準備或自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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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active layer (P3HT:PCBM) solution

用針筒(filter)取適量active layer solution，

用旋轉塗佈方式鍍在 12片鍍有 transport

layer之ITO上(每片2滴)。

(Spin rate: 500 rpm for 60 sec.)

Step 03 −  將將將將所有要用的材料放入手套箱所有要用的材料放入手套箱所有要用的材料放入手套箱所有要用的材料放入手套箱

ITO
ITO

PEDOT-PSS

P3HT:PCBM

GlassPEDOT-PSS

P3HT:PCBM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旋轉塗佈機

剖面圖

Step 04 − 以下步驟皆在手套箱內完成以下步驟皆在手套箱內完成以下步驟皆在手套箱內完成以下步驟皆在手套箱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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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極靜置(solvent annealing)直至顏色由澄色變成暗紫色(如下圖所示)

(需大於 20 min)。

將變成暗紫色之電極加熱 at 150℃for 30 min (Thermal Annealing)後，

拿到旁邊待涼。.

Step 05 −

In slow growth approach, the film is kept in a confined vessel
(e.g., glass Petri dish) to let the residue solvent dry slowly.
The film color will change from orange to dark purple.

Solvent 
annealing 

Thermal 
Annealing 

> 20 min 150℃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澄色澄色澄色澄色 暗紫色暗紫色暗紫色暗紫色

加熱板加熱板加熱板加熱板

注意手套注意手套注意手套注意手套箱之手套不可箱之手套不可箱之手套不可箱之手套不可接觸到加熱板接觸到加熱板接觸到加熱板接觸到加熱板，，，，以免手套損壞以免手套損壞以免手套損壞以免手套損壞要賠賞要賠賞要賠賞要賠賞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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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6 − 用夾子小心將部分之用夾子小心將部分之用夾子小心將部分之用夾子小心將部分之transport layer及及及及active 
layer刮掉刮掉刮掉刮掉

ITO
PEDOT:PSS

P3HT:PCBM

ITO

PEDOT:PSS
P3HT:PCBM

Glass

夾子夾子夾子夾子

易易易易刮傷需非常刮傷需非常刮傷需非常刮傷需非常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將那些部分刮掉取決於電極設計將那些部分刮掉取決於電極設計將那些部分刮掉取決於電極設計將那些部分刮掉取決於電極設計，，，，本實驗室只用一種電極因此本實驗室只用一種電極因此本實驗室只用一種電極因此本實驗室只用一種電極因此
只有一種刮法只有一種刮法只有一種刮法只有一種刮法，，，，若改變電極設計若改變電極設計若改變電極設計若改變電極設計，，，，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

剖面圖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Step 06 − 放在光罩上檢查刮痕

將電極放入光罩上比對將電極放入光罩上比對將電極放入光罩上比對將電極放入光罩上比對
若若若若刮痕不對刮痕不對刮痕不對刮痕不對，，，，重覆刮重覆刮重覆刮重覆刮，，，，
直至對了為止直至對了為止直至對了為止直至對了為止。。。。光罩非常光罩非常光罩非常光罩非常
細微細微細微細微，，，，故需小心輕拿輕放故需小心輕拿輕放故需小心輕拿輕放故需小心輕拿輕放。。。。

光罩光罩光罩光罩

刮痕與光罩有關刮痕與光罩有關刮痕與光罩有關刮痕與光罩有關，，，，本實驗室只提供一種本實驗室只提供一種本實驗室只提供一種本實驗室只提供一種光罩光罩光罩光罩，，，，
若改變若改變若改變若改變光罩光罩光罩光罩設計設計設計設計，，，，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將試片電極放入光罩將試片電極放入光罩將試片電極放入光罩將試片電極放入光罩
後後後後，，，，即可將鑲有電極即可將鑲有電極即可將鑲有電極即可將鑲有電極
之光罩放入真空腔體之光罩放入真空腔體之光罩放入真空腔體之光罩放入真空腔體

同時將Ca及Al放入
鎢舟並放入真空腔真空腔真空腔真空腔
體內體內體內體內適當位置

Ca/W

Al/W

鎢舟放錯了就白費
一次時間，而且可
能傷害儀器，需非
常小心



ITO
PEDOT:PSS
P3HT:PCBM

Glass

ForCalayer

Evaporation rate: 1 ~ 3 Å/sec.

Rotation Speed: 10 rpm

Thickness:50 nm

ForAl layer

Evaporation rate: 4 ~ 5 Å/sec.

Rotation Speed: 10 rpm

Thickness:90 nm

Waiting for30 min, then

take out the sample

蒸鍍金屬電極之條件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Ca

Al

剖面圖

元件示意圖元件示意圖元件示意圖元件示意圖

元件照片元件照片元件照片元件照片

先鍍先鍍先鍍先鍍CaCaCaCa 膜再鍍膜再鍍膜再鍍膜再鍍AlAlAlAl膜膜膜膜



需完全按照步驟以確保儀器正常操作及元件光電性質數據可信度需完全按照步驟以確保儀器正常操作及元件光電性質數據可信度需完全按照步驟以確保儀器正常操作及元件光電性質數據可信度需完全按照步驟以確保儀器正常操作及元件光電性質數據可信度，，，，
若欲做任何改變若欲做任何改變若欲做任何改變若欲做任何改變，，，，請務必與請務必與請務必與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實驗室負責人討論實驗室負責人討論實驗室負責人討論。。。。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Step 07 − 蒸鍍Ca金屬電極

螢幕螢幕螢幕螢幕

Ca

1. 觸碰螢幕將螢幕打開
2. 點選三號Ca盤打開電源
3. 在膜厚控制版上選擇鍍Ca
4. 慢慢打開電流（約70~ 90

安培)直至影幕上的膜厚計
開始出現厚度讀值就不要
再調高電流。

5. 當所鍍Ca膜厚度達50 nm後
即將電流調至零

6. 再按一次三號Ca盤以關掉
Ca port（變暗）

電流調整鈕電流調整鈕電流調整鈕電流調整鈕

電流不可超過電流不可超過電流不可超過電流不可超過170A



需完全按照步驟以確保儀器正常操作及元件光電性質數據可信度需完全按照步驟以確保儀器正常操作及元件光電性質數據可信度需完全按照步驟以確保儀器正常操作及元件光電性質數據可信度需完全按照步驟以確保儀器正常操作及元件光電性質數據可信度，，，，
若欲做任何改變若欲做任何改變若欲做任何改變若欲做任何改變，，，，請務必與請務必與請務必與請務必與實驗室負責人討論實驗室負責人討論實驗室負責人討論實驗室負責人討論。。。。

OPV元件元件元件元件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組裝流程

Step 08− 蒸鍍Al金屬電極

螢幕螢幕螢幕螢幕

AlAlAlAl

1. 觸碰螢幕將螢幕打開
2. 點選四號Al盤打開電源
3. 在xx選擇鍍Al
4. 慢慢打開電流（約120~ 

160)安培直至影幕上的
膜厚計開始出現厚度讀
值就不要再調高電流。

5. 當所鍍Al膜厚度達90 nm
後即將電流調至零

6. 再按一次四號Al盤以關
掉Al port（變暗）

7. 冷卻30分鐘後再取出
8. 登記使用紀錄簿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調調調調整鈕整鈕整鈕整鈕

電流不可超過電流不可超過電流不可超過電流不可超過170A



元件效率及性質量測元件效率及性質量測元件效率及性質量測元件效率及性質量測

詳細步驟以實際實驗室操作為準詳細步驟以實際實驗室操作為準詳細步驟以實際實驗室操作為準詳細步驟以實際實驗室操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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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V元件效率測試設備元件效率測試設備元件效率測試設備元件效率測試設備

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電位電位電位電位
測量裝置測量裝置測量裝置測量裝置元件測試載臺元件測試載臺元件測試載臺元件測試載臺



OPV元件效率測試設備元件效率測試設備元件效率測試設備元件效率測試設備

太陽光模擬器控制器太陽光模擬器控制器太陽光模擬器控制器太陽光模擬器控制器

1.開電源開電源開電源開電源
2.點燈點燈點燈點燈
3.調整電壓調整電壓調整電壓調整電壓

開機順序開機順序開機順序開機順序

1.關燈關燈關燈關燈
2.待待待待20min後後後後，，，，方可關閉電源方可關閉電源方可關閉電源方可關閉電源

關機順序關機順序關機順序關機順序

電源電源電源電源燈源燈源燈源燈源 電壓電壓電壓電壓

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模擬器

請勿移動或身體倚靠架子請勿移動或身體倚靠架子請勿移動或身體倚靠架子請勿移動或身體倚靠架子



OPV元件效率測試載台及操作手續元件效率測試載台及操作手續元件效率測試載台及操作手續元件效率測試載台及操作手續

OP

V

元件測試載臺元件測試載臺元件測試載臺元件測試載臺

通道旋鈕通道旋鈕通道旋鈕通道旋鈕

轉動通道旋鈕轉動通道旋鈕轉動通道旋鈕轉動通道旋鈕，，，，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載台左右移動載台左右移動載台左右移動載台左右移動
鈕鈕鈕鈕，，，，以測下一個元以測下一個元以測下一個元以測下一個元
件件件件，，，，重覆移動即可重覆移動即可重覆移動即可重覆移動即可
測得在一片測得在一片測得在一片測得在一片ITOITOITOITO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個元件之個元件之個元件之個元件之IIII----VVVV曲線曲線曲線曲線

載台左右載台左右載台左右載台左右
移動鈕移動鈕移動鈕移動鈕



先將推桿拉起先將推桿拉起先將推桿拉起先將推桿拉起後再後再後再後再
將鑲有將鑲有將鑲有將鑲有photodiode的的的的
鍍金夾輕輕鍍金夾輕輕鍍金夾輕輕鍍金夾輕輕插入插入插入插入量量量量
測測測測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調整太陽光調整太陽光調整太陽光調整太陽光模擬器模擬器模擬器模擬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
電壓電壓電壓電壓(300 ±±±±30 W)，，，， 直到直到直到直到
photodiode讀值之電流讀值讀值之電流讀值讀值之電流讀值讀值之電流讀值
為為為為750 ±±±± 10 mA (1 Sun)

取出取出取出取出photodiode，，，，後插入後插入後插入後插入
含元件之含元件之含元件之含元件之鍍金鍍金鍍金鍍金夾夾夾夾，，，，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元件效率元件效率元件效率元件效率量量量量測測測測

Photodiode與鍍金夾為與鍍金夾為與鍍金夾為與鍍金夾為
一組不可拆掉一組不可拆掉一組不可拆掉一組不可拆掉，，，，先將推先將推先將推先將推
桿拉起後桿拉起後桿拉起後桿拉起後，，，，再將鍍金夾再將鍍金夾再將鍍金夾再將鍍金夾
輕輕插入量測平台輕輕插入量測平台輕輕插入量測平台輕輕插入量測平台，，，，最最最最
後做光強度校正後做光強度校正後做光強度校正後做光強度校正

按下電流按下電流按下電流按下電流----電位電位電位電位
測量裝置之測量裝置之測量裝置之測量裝置之
”Start””Start””Start””Start”鈕即可開鈕即可開鈕即可開鈕即可開
始測量始測量始測量始測量

不可使用隨身碟不可使用隨身碟不可使用隨身碟不可使用隨身碟,
請自行帶空白光請自行帶空白光請自行帶空白光請自行帶空白光
碟片存取資料碟片存取資料碟片存取資料碟片存取資料



整合型太陽電池效率量測系統整合型太陽電池效率量測系統整合型太陽電池效率量測系統整合型太陽電池效率量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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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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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你的若是你的若是你的若是你的OPVOPVOPVOPV元件非常穩定元件非常穩定元件非常穩定元件非常穩定，，，，
可拿到手套箱外做可拿到手套箱外做可拿到手套箱外做可拿到手套箱外做整合整合整合整合型型型型
太陽電池太陽電池太陽電池太陽電池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詳細步驟請參考詳細步驟請參考詳細步驟請參考詳細步驟請參考中心所公布中心所公布中心所公布中心所公布
之之之之整合整合整合整合型型型型太陽電池太陽電池太陽電池太陽電池效率效率效率效率
量量量量測測測測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
若需若需若需若需使用請與使用請與使用請與使用請與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負責人聯繫負責人聯繫負責人聯繫負責人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