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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以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MOCVD)成長磷化銦鎵(GaInP)單接面太陽電

池於矽基板，並採用兩階段成長法及熱循環退火技術(TCA)，成長砷化鎵(GaAs)緩衝層

於矽基板上減少磊晶薄膜缺陷。利用光激發螢光光譜儀量 (PL)雙晶 X 光繞射儀

(DCXRD)，可分別獲得 GaInP 主動層螢光波峰為 665.1 nm、Eg~1.86 eV、半高寬約為

20.6 nm，GaAs 緩衝層半高寬 157 arcsec，且半高寬度與 TCA 次數呈正相關。實驗結果

得知 GaInP 單接面太陽電池不具抗反射層(anti-reflection coating)條件下，主要吸收光譜

的範圍從 350 nm 至 700 nm，外部量子效率約 45 %；其開路電壓(Voc)、填充因子(F.F)

約為成長於砷化鎵基板參考片之 80%，轉換效率為 7.2 %。 

關鍵詞：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法、磷化銦鎵、矽基板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presents the study of heteroepitaxial growth of GaInP solar cell on Si 

substrates by MOCVD. In this paper, a gallium arsenide (GaAs) buffer layer was inserted 

between GaInP and Si substrate to reduce the epitaxial defects via the use of two-step growth 

and thermal annealing cycle (TCA) methods. The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value of GaAs buffer layer was 157 arcsec under double-crystal X-ray diffraction (DCXRD) 

measurements and that of GaInP active layer was about 20.6 nm at peak of 665.1 nm under 

photo-luminescence (PL) characterization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XRD FWHM values of 

GaAs films were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TCA cycles. The external quantum 

efficiency (EQE) of GaInP single-junction solar cell without anti-reflective layer (AR coating) 

was about 45% in the spectral range from 350 nm to 700 nm, and an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7.2% was obtained under AM 1.5G one-sun illu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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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矽基材取得容易亦在半導體技術領域

已成熟穩定發展多年，且材料具良好的導

熱係數、高機械強度適合大尺寸面積之發

展，應用於單晶矽太陽電池轉換效率可達

25.6%[1]。然而，III-V 族化合物材料更具



有直接能隙及高抗輻射之優點，理論上可

藉由利用各層不同能隙的子電池分別吸收

不同波段的太陽光譜，並利用穿隧層串接

各子電池形成多接面太陽能電池，進而提

升光電轉換效率。然而發展較成熟的三接

面磷化銦鎵/砷化銦鎵/鍺(GaInP/InGaAs/Ge)

光電轉換效率可達 42%[2]，相較於單晶矽

材料，鍺產量較少價格昂貴，此外當 III-V

族太陽能電池在高聚光操作條件下，溫度

會隨著聚光倍率增加而提高，故選擇散熱

係數佳之矽基板可有助於 III-V族太陽能電

池聚光效率的提升，。 

III-V 族成長於矽基板須考量材料與矽

基板之間受晶格不匹配以及熱膨脹係數差

異之影響，導致難獲得低差排密度之薄

膜，同時易產生薄膜龜裂(Crack)之現象。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提出不同方式來改善薄

膜品質與降低缺陷密度，例如:採用兩階段

式成長法[3]、熱循環退火技術(TCA) [4]、

超晶格成長法(SLs)[5]。  

因此，我們利用 MOCVD 進行「兩階

段成長法」結合「熱循環退火技術」，磊晶

成長砷化鎵薄膜作為緩衝層，接著再成長

磷化銦鎵太陽能電池結構於具砷化鎵緩衝

層之矽基板上，建構一整完整太陽能電池

結構。並且接續進行太陽能電池元件黃光

製程，並著手進行元件電性量測，其元件

結構 如圖 1 所示。 

 

 

 

 

圖 1. 磷化銦鎵單接面太陽電池之結構 

二、實驗設計 

  本實驗係以 MOCVD 成長砷化鎵於角

度為<100>偏 4°朝向<011>方向之矽基板

上，常見之反應源分別以三甲基鎵

(TMGa)、三甲基銦(TMIn)，以及砷化氫

(AsH3)、磷化氫(PH3)作為三族與五族反映

源，並利用氫氣作為載氣。磊晶成長前須

先將矽基板浸入氟化氫溶液（HF：H2O = 

1:10）15 秒，除去矽基板表面之原生成氧

化層。隨後將基板置入反應腔體，同時將

溫度升至 850-900℃以去除水氣。接著再將

溫度降至 400-450℃成長非晶狀 GaAs成核

層後，再升至 850℃進行再結晶製程，同時

我們利用650℃成長第一層GaAs:Si薄膜厚

度約 0.6μm，並進行熱循環退火 TCA。 

由圖 2 得知，紅色曲線代表一次 TCA

製程，因此我們共進行三次 TCA，其砷化

鎵緩衝層總厚度約 1.8μm，且樣品表面平

整光亮。因此該方法目的在於解決磊晶薄

膜與矽基板彼此間，存在著晶格常數不匹

配及熱膨脹係數差異之影響。因此，透過

兩階段磊晶成長方及 TCA 技術，可有明顯

降低薄膜間之應力，減少薄膜缺陷產生，

進而提升薄膜品質，同時我們發現薄膜厚

度與 TCA 製程次數與薄膜半高寬(FWMH)

呈正相關。最後，我們在反應腔體溫度約

600~640℃範圍內，成長磷化銦鎵單接面太

陽電池結構。 

 

 

 

 

 

圖 2. GaInP solar cell on Si 磊晶過程示意圖 



為簡化元件製程步驟，我們在實驗過

程中並未針對磷化銦鎵單接面太陽電池進

行抗反射層 (anti-reflection coating)的製

作。最後利用雙晶 X 光繞射儀(DCXRD)觀

察半高寬比較薄膜之品質、光激發光系統

(PL)量測其波長與強度，以及雙光源太陽

光模擬器在 AM1.5一個太陽光的條件下進

行太陽電池元件電流-電壓特性的量測。 

三、實驗結果與討論 

  利用兩階段成長法與 TCA 技術，我們

已初步完成磷化銦鎵材料成長於矽為基板

單接面太陽能電池結構。藉由雙晶 X 光繞

射儀(DCXRD)量測結果，如圖 3(a)所示；

其矽基板之衛星峰值約為 34.6 度，砷化鎵

緩衝層的峰值訊號約為 33.1 度，我們觀察

到兩個衛星峰值強度相當，但砷化鎵緩層

層半高寬(FWHM)相較矽基板來得寬，且

33.5 度的位置上也說明著緩衝層仍有改善

空間可進行。但相較直接將砷化鎵成長在

矽基板，結合兩階段成長法及 TCA 技術，

得到的樣品結果仍有較為表現。接續，再

將磷化銦鎵材料成長於砷化鎵緩衝層上，

因晶格匹配較為接近，使得整體結構的磊

晶薄膜品質都可獲得改善。由光激發螢光

光譜儀(PL)量測結果，如圖 3(b)所示，觀察

到磷化銦鎵主動層薄膜其螢光波峰為

665.1 nm，Eg 約 1.86 ev，FWHM=20.6 nm。

圖 3(a). GaInP 單接面太陽電池 XRD 圖譜 

圖 3(b). 磷化銦鎵主動層 PL 圖譜 

圖 4. 磷化銦鎵單接面太陽電池外部量子

效率 

最 後 ， 在 沒 有 成 長 抗 反 射 層

(anti-reflection coating)條件下，我們從外部

量子效率量測結果，如圖 4 所示，可以發

現到磷化銦鎵層主要吸收光譜的範圍約從

350 nm 至 700 nm，外部量子效率約為 45 

%，換算其電流密度約為 7.39 mA/cm
2，與

成長於鍺基板上之載子轉換成電流效率仍

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這也是我們後續在結

構參數調整上的一個參考。接著使用雙光

源太陽光模擬器在 AM1.5一個太陽光的條

件下進行電流電壓特性的量測，如圖(5)所

示，得知整體結構當開路電壓為 1.098 V

時，可以產生約 9.76 mA/cm
2之電流密度，

其轉換效率約為 7.15 %。 



圖 5. 磷化銦鎵單接面太陽電池 I-V 特性 

而為進一步了解太陽電池的特性，相

同的磊晶結構亦同時成長於砷化鎵基板，

以做為比對參考件，並且接續進行相同的

元件製程與特性量測，如圖 6 所示，可以

發現成長於矽基板上的磷化銦鎵單接面太

陽電池比參考太陽電池具有較高的光電

流，但其他如開路電壓、填充因子、效率

等特性約為參考太陽電池的 80%~90%，表

示磊晶層間的介面處仍有不少缺陷存在，

造成整體磊晶層的串聯電阻增加，進而影

響內部的載子在垂直方向的移動，最終降

低了光電轉換效率。本研究未來將針對緩

衝層的厚度及濃度進行改變，以及調控磷

化銦鎵與緩衝層間的成長參數進行優化，

提升至理想的效率特性。 

 

 

 

 

 

圖 6. 磷化銦鎵單接面太陽電池成長於矽

基板與砷化鎵基板之電特性比較 

四、結論 

我們利用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法成

長磷化銦鎵單接面太陽能電池結構於矽基

板。利用兩段式成長法以低溫成長砷化鎵

作為成核層，接著再以高溫成長砷化鎵作

為磊晶層與基板間之緩衝層使用，同時可

結合熱退火技術(TCA)，利用多次升、降溫

的製程手法降低熱膨脹係數之差異所造成

的晶體缺陷，最後於砷化鎵緩衝層上成長

磷化銦鎵單接面太陽能電池結構。 

實驗結果顯示砷化鎵緩衝層與熱循環

退火處理可以有效降低因晶格不匹配與熱

膨脹係數差異造成的晶體缺陷，得到磷化

銦鎵單接面磊晶結構與砷化鎵緩衝層彼此

間晶格匹配的良好薄膜品質。由 PL、

DCXRD 可分別獲得 GaInP 主動層螢光波

峰為 665.1 nm、Eg 約 1.86 eV、半高寬約

為 20.6 nm，GaAs 緩衝層半高寬 157 

arcsec。並由實驗得知薄膜半高寬與薄膜厚

度及 TCA 次數呈正相關，且在 GaInP 單接

面太陽電池不具抗反射層 (anti-reflection 

coating)條件下，主要吸收光譜的範圍從

350 nm 至 700 nm，外部量子效率約 45 %；

其開路電壓(Voc)、填充因子(F.F)約為成長

於砷化鎵基板參考片之 80%，轉換效率為

7.2 %。 

但是在量測外部量子效率以及開路電

壓與填充因子，量測結果皆約為同結構成

長於砷化鎵基板參考片的 80%~90%，表示

薄膜間之介面處仍有不少缺陷存在，造成

整體磊晶層串聯電阻增加，進而影響內部

的載子在垂直方向的移動，導致光電轉換

效率衰退之因素。本研究後續工作項目，

除持續針對緩衝層的厚度及濃度進行調整

外，同時亦規畫將磷化銦鎵與緩衝層間之

成長參數進行優化，以致提升光電轉換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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