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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镀膜流程对多晶硅
背钝化效率和 EL 的影响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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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介绍了一种通过调整背钝化工艺流程改善多晶硅太阳电池缺陷的方法，通过将正背背流程改
为背正背流程，电池片 EL 舟印的问题可以解决，同时还可提升电池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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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主要讨论不同镀膜流程对多晶硅背钝化

光伏产业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

EL 和电性能等方面的影响，背钝化工艺与常规

增加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同时又不降低工业化生

流程相比新增了 3 个工序，产生的问题也较多，

产的经济性和技术可行性，该行业亟待导入新技

比如舟印问题、漏电问题等。浙江正泰背钝化工

术来提升转换效率。因此，有远见的企业将转换

艺原采用正背背流程，经常产生舟印问题，且不

效率的提升视为难得的机遇，在背面钝化领域积

可控。通过工艺优化导入背正背工艺可解决此类

极展开技术研发。背面镀膜钝化技术是以不同的

现象并提升效率。

成膜方式在硅片的背面形成钝化层的工艺技术，
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提高转换效率的方法，亦

1 实验

被业界普遍认为是未来新一代晶体硅太阳电池技

1.1 原理介绍

术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企业需要抓住这个难

背钝化电池与常规电池的差异在于背面。首

得的机会，持续提升技术水平。在太阳电池制造

先，常规电池背面直接用铝浆覆盖，而背钝化电

中，由于背钝化工艺，电池效率提升了 0.7% 以上，

池片背面第一层为 Al2O3，下面一层以 SixNy 作为

越来越多的电池厂家导入背钝化工艺。背钝化工

保护；其次，背钝化专用铝浆通过激光开窗的空

艺使用钝化介质膜 (Al2O3) 对背面悬挂键进行保

洞区域与硅基进行局部接触，如图 1 所示。

护，有效降低背表面复合，提升少子寿命并提升

1.2 现行镀膜流程

效率；同时 Al2O3 作为背面反射器，可使一部分

目前浙江正泰采用正背背流程。如图 2 所示，

未被吸收的常规段光反射回去得到利用，从而提

正背背流程是在常规正面镀膜 (PECVD) 后增加原

升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 [1]。

子层沉积 (ALD)、背面镀膜 (PECVD) 和激光刻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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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舟印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正面镀膜插片机插片

Ag 电极
SixNy 膜

后留有缝隙导致电池片背面被镀上氮化硅，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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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薄膜没有氧化铝钝化效果好，少子寿命会降低，
导致 EL 出现明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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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规电池与背钝化电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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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L 有舟印

1.4 新的镀膜流程验证

图 2 正背背流程图

针对舟印问题，采用新的工艺流程，流程

个工序。由于增加背面钝化效果，短路电流和开

图如图 4 所示。相对原流程，新的工艺流程只

路电压得到明显提升，太阳电池整体效率可提升

调整了正面镀膜 (PECVD) 和原子层沉积 (ALD)

0.66%。

的前后顺序。先在背面使用原子层沉积 (ALD)

由表 1 两种流程的电性能对比可看出，正背

设备镀上氧化铝，然后再镀上氮化硅，从原理

背流程与常规流程中并联电阻和漏电流基本保持

上解释舟印为正面镀膜 (PECVD) 过程中在背面

一致，新增的 3 个工序对良率影响不大，若不考

形成氮化硅膜，氧化铝沉积在氮化硅和硅片表

虑碎片率，背钝化流程的良率与常规流程持平。

面，电池片背表面钝化效果有差异，这样就形
成了 EL 明暗现象。

表 1 背钝化流程与常规流程电性能参数对比
参数
Voc/V Isc/A
项目
常规
流程

Rs/Ω

Rsh/Ω FF/% NCell/% I2rev/A

0.638 8.972 0.00193 243.95 79.71 18.75

0.10

背钝化
0.651 9.211 0.00250 241.23 78.71 19.41
流程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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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背正背流程图

2 结果与分析

1.3 现行镀膜流程异常情况分析

2.1 效率与 EL 验证

浙江正泰采用背钝化工艺的电池片在量产

更改流程后，EL 舟印现象消失 ( 如图 5 所

之 际， 出 现 EL 舟 印 问 题 [2]，如 图 3 所 示，且
调试各工段都无改善。若舟印问题无法根治，生

示 )，在电性能上，效率提升 0.13%，同时存在

产线将无法大批量生产，否则若大批量生产会造

Rsh 下降的现象，漏电流上升，进而造成良率下降。
表 2 背正背流程与正背背流程电性能对比
参数
Voc/V Isc/A Rs/Ω Rsh/Ω FF/% NCell/% I2rev/A
项目
正背背
0.651 9.211 0.00250 241.23 78.71 19.41 0.10
流程

成批量异常并滞销，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背钝
化电池片电流较高，故较常规电池片 EL 测试要
亮，舟印电池片 EL 呈有规律的弧形圈发暗，与
石墨舟舟框比较吻合，怀疑这可能是在正面镀膜

背正背
0.652 9.225 0.00240 185.85 79.02 19.54 0.13
流程

(PECVD) 或背面镀膜 (PECVD) 过程中出现绕镀、
划伤，导致 EL 异常。由于电池片外观没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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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某风电场 2017 年 4 ～6 月下网用电功率因数比较
月份

计费无功电量 /kVarh

计费有功电量

功率

力率调整电费

/kWh

总量

正向无功 ( Ⅰ+Ⅱ )

反向无功 ( Ⅲ + Ⅳ )

因数

增减率 /%

4

47692

775764

4488

771276

0.06

+133

5

27364

312180

95964

216216

0.09

+127

6

30796

285252

194964

90288

0.11

+123

注：以上电量数据取自该风电场 4 ～6 月电费账单

表 2 某光伏电站 2017 年 4 ～6 月下网用电功率因数比较
月份

计费无功电量 /kVarh

计费有功 电量

功率

力率调整电费增

/kWh

总量

反向无功 ( Ⅱ + Ⅲ )

因数

减率 /%

4

33264

207060

207060

0.16

+113

5

37968

39480

39480

0.69

+11

6

16800

33600

33600

0.45

+55

注：以上电量数据取自该光伏电站 4 ～6 月电费账单

些省份要求新能源场站投入 AVC 后，已取消了

4 结论

对新能源场站的力率考核。

经实践表明，本文提出的无功调整原则和措
施对提高新能源场站用电功率因数、降低力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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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升高，并联电阻和漏电流恢复至之前正常水平。

考。另需说明的是，上述无功调整原则与调度要

3

结论
大批量导入正背背流程的背钝化工艺会出现

EL 舟印，原因在于正面镀膜 (PECVD) 绕镀到背
面，导致氧化铝没有直接镀在硅片表面，而是镀

图 5 EL 无舟印

在氮化硅薄膜表面，钝化效果变差 [3]。在工艺的
2.2 降低漏电流和提升并联电阻

探索中，采用背正背流程工艺可解决 EL 舟印现

背正背流程漏电流较大，怀疑是电池片正表

象和提升效率，但同时又造成了漏电流偏高，良

面有金属杂质离子掺入导致。为了解决漏电问题，

率下降的问题，后续通过降低二次清洗碱槽浓度

可降低二次清洗碱槽浓度，从而使酸槽清洗电池

可有效弥补漏电问题，使良率恢复正常。

片金属杂质离子能力加强。电性能上看，降低二
次清洗碱槽浓度后，漏电明显降低，并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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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降低碱槽浓度后的电性能对比
参数
Voc/V Isc/A Rs/Ω Rsh/Ω FF/% NCell/% I2rev/A
项目
降低碱
0.65 9.219 0.0025 275.85 79.11 19.49 0.10
槽浓度
基准 0.648 9.176 0.0022 203.38 79.53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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