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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低壓氣相輔助溶液製程成長高效率二維 /三維
混成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在三維鈣鈦礦中加入原子半徑較大的有機陽離子 A’，
由於大尺寸陽離子無法匹配原有 ABX3 結構中 ( 其中 A 為有

機 陽 離 子 如 Methylammonium+ (MA+) 或 Formamidinium+ 

(FA+)，B 為金屬陽離子如 Pb2+ 或 Sn2+，而 X 為鹵素陰離

子如 Cl-、Br-、I-)，因而形成層狀的二維結構 Ruddlesden-
Popper 鈣鈦礦，其通式為 A’2An-1BnX3n+1，n 為大尺寸陽離子

間 BX6 八面體的層數。二維鈣鈦礦相對於三維鈣鈦礦其形成

能 (formation energy) 較低，因此有較佳的穩定性，但是嵌

入大尺寸陽離子形成二維鈣鈦礦其能帶會增加，減少吸光範

圍，雖然可以提升電池的開路電壓 (VOC)，相對地元件的短路

電流 (JSC) 會減少，另外由於形成量子井 (quantum well) 的能

帶結構，自由電子受到量子局限效應 (quantum confinement)
不易在垂直二維結構方向傳導，降低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的電

流。為了改善二維鈣鈦礦太陽能電池效率，成功大學陳昭宇

與郭宗枋教授研究團隊利用低壓氣相輔助溶液製程開發二

維 / 三維混成鈣鈦礦薄膜，於 PbI2 中摻雜大尺寸陽離子鹵

化物 PEAI，會同時存在 (PEA)2PbI4 二維層狀鈣鈦礦及三維

PbI2，經由低壓氣相製程與 MAI 中的 MA+ 氣體分子反應，

分別形成高 n 值二維鈣鈦礦及三維 MAPbI3 鈣鈦礦，摻雜大

尺寸陽離子形成的二維鈣鈦礦成核在三維鈣鈦礦晶粒邊緣

(grain boundary)，並且會輔助三維 MAPbI3 鈣鈦礦晶粒成長，

並提升鈣鈦礦薄膜的表面電位，最終提升了電池的開路電壓，

使元件達到 19.1% 的高效率，此工作為第一篇利用氣相成長

二維 / 三維的鈣鈦礦主動層。此研究與本中心鄭有舜及蘇群

仁博士合作，利用 TLS BL23A 光束線進行廣角 / 小角掠角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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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PEAI/PbI2=(a) 1、(b) 0.67、(c) 0.5、(d) 0.05 和 (e) 0 在 MAI 氣
相 反 應 後 的 GIWAXS， 及 (f) PEAI/PbI2= 1 的 GISAXS。(g) PEAI/
PbI2=0.05 在 MAI 氣相反應前與反應後的 XANES 能譜 (Carbon K 
edge)，並與 PEAI/PbI2=2((PEA)2PbI4 二維鈣鈦礦，無 MAI 氣相反應 )
及 PEAI/PbI2=0(MAPbI3 三維鈣鈦礦，有 MAI 氣相反應 ) 的薄膜比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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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CdSe)13 Cluster Pairs”, Chem. Mater. 30 , 5468 (2018)

光散射 (GIWAXS/GISAXS) 分析二維 / 三維混成鈣鈦礦中二

維鈣鈦礦與三維鈣鈦礦的晶面方向 (orientation) ( 如圖 (a)~
圖 (e)) 及二維鈣鈦礦週期長度 (spacing) 分析 ( 如圖 (f))。並

與本中心許瑤真及許紘瑋博士，和日本 UVSOR Synchrotron
的 N. Kosugi 及 T. Ohigashi 博士合作，利用 X 光吸收近邊緣

結構 (XANES) 能譜確認 PEA+ 陽離子摻雜進二維 / 三維混成

鈣鈦礦薄膜 ( 如圖 (g))。

具有不同的同素異型體，硒化鎘亦具有尺寸不同的團簇物。

部分團簇物雖然已被單離，但尚未獲得單晶數據來證實其結

構。由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李祐慈團隊得到的 DFT 計算結果顯

示，優化後 (CdSe)13 的結構不僅和過去的預測不同，並整合

固態核磁共振光譜、X 光吸收光譜及小角度 X 光散射等技術，

證實表面配子對團簇物的型貌扮演極重要之角色。

此研究使用 TLS BL23A、BL01C1、BL01C2 及 TPS 
09A 光束線。

在石墨烯表面鈷奈米顆粒的鐵磁特徵

中山大學郭建成教授研究團隊利用 X 光磁性圓偏振二向

性 (XMCD) 能譜術、柯爾磁光磁性量測以及數值模擬決定由

鐵磁材料 (FM) 和石墨烯 (graphene) 所構成的異質結構的磁

性以及在不同鐵磁膜厚度下之磁性行為。以 Co/graphene 異
質結構為例，成功證實可以藉由存於異質結構的磁性奈米顆

粒間的磁偶極交互作用來穩定整體的磁化方向。此外，利用

了 X 光能譜術之元素解析的特性，觀察到超順磁 - 鐵磁的磁

相變過程，在鈷奈米顆粒形成的磁性的同時，石墨烯的 p*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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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由低能量電子繞射方式以及掃描穿隧電子顯微鏡所觀察到的
石墨烯的結構與表面形貌 (b) 3-ML 鈷 (Co) 成長在石墨烯表面上所形
成的 Co 奈米顆粒團簇。(c) 奈米顆粒之磁化方向在室溫熱擾動下示
意圖。左邊為沒有粒子間的交互作用的磁矩翻轉情況。右邊為當有足
夠粒子間的交互作用的穩定磁矩情況。(d) 跟 (e) 分別為不同厚度的
鈷膜 / 石墨烯 (Co/G) 之 XAS 及 XMCD 能譜圖。3ML Co/Pt 為參考
曲線。(f) 在 Co L 吸收邊緣下的經由光電子影像所觀察到的磁疇跟磁
疇大小之統計。(g) 柯爾磁光磁性量測。左上角插圖為不同厚度下殘
磁的大小。(h) 在發生磁相變前後 ( 相變前 5 ML Co/graphene; 相變
後 25 ML Co/graphene) 之碳 K-edge 吸收能譜圖。

⊙

以奈米金團簇吸附脂質 A來對抗內毒素誘導的
敗血症      

內毒素主要來自於革蘭氏陰性細菌細胞壁，在細菌死亡

後大量釋放出來，而內毒素結構中的脂質 A 所在是引發生物

毒性的致命區域。有趣的是，若能緊縮脂質 A 的長碳鏈間距，

便可降低脂質 A 的生物毒性，然而，這壓縮間距已經到奈米

等級以下的差距，若利用小分子藥物開發的成本和困難度極

高。國衛院林淑宜博士研究團隊新創奈米金團簇尺寸小於 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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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id A for Protection Against Endotoxin-induced Sepsis”, Nano Lett.  
18 , 2864 (2018)

⊙圖：奈米金團簇會吸附在內毒素的脂質 A 結構，將引發敗血性休克的
元兇加以清除。

次奈米孔洞沸石薄膜塗佈與晶體方向性控制

沸石為結晶性次奈米孔洞材料，被廣泛運用於催化、吸

附、離子交換等工業程序。若能將沸石製備成薄膜型態，將

能進一步把沸石應用於薄膜氣體分離、介電薄膜、光學薄膜

等領域。臺灣大學康敦彥教授研究團隊發展創新的沸石薄膜

製備方法，先製備出穩定的沸石懸浮液圖 (a) ，再以濕式沈

積法於矽晶圓或是氧化鋁基材上形成沸石薄膜圖 (b) 。此研

究中，研究團隊製備出懸浮良好的片狀沸石 (AEI) 溶液，塗

佈於基材上；沸石的片狀結構受到旋轉塗佈的剪切力引導，

展現出 [002] 的晶體方向性，再利用 GIWAXS 技術來確認薄

膜中的晶體方向性圖 (c) 。此研究使用 TLS BL13A 光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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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也被誘發產生自旋極化的電子組態，在其介面提供了一個

有效率的自旋電子通道。此研究成果成功提供了額外的途徑

來穩定鐵磁 / 石墨烯異質結構之鐵磁性，將在以石墨烯為基

底的自旋電子學領域提供一個提升自旋電子注入效率的新方

法。此研究使用 TLS BL05B2 光束線。

奈米，實驗證實奈米金團簇會吸附內毒素中的脂質 A，成功

地縮短脂質 A 長碳鏈的間距，從 4.19 Å 緊縮到 3.54 Å，顯

示奈米金團簇可有效鎖住內毒素的脂質 A 的毒性結構，且奈

米金團簇單獨存在並不會引起小鼠體內的免疫反應，顯示出

奈米金團簇的生物安全性；小鼠體內若有低劑量的內毒素，

奈米金團簇可降低血液發炎細胞激素 ( 例如 TNF-α、IL-6、

及 IL-1β 等 ) 濃度，若能預防性先給予奈米金團簇，則降低

內毒素引起的發炎反應之成效更佳。同時，細胞分子機制之

探討證實，奈米金團簇和內毒素共同存在時確實會減少促炎

症的轉錄因子 NF-kB 之表現，結果闡明奈米金團簇可鎖住內

毒素之毒性，進而減少生物體內產生發炎反應。研究團隊更

是利用內毒素誘導敗血症的小鼠實驗進一步探究，發現奈米

金團可提高敗血症小鼠的存活時間。未來期望進一步合併抗

生素的使用，抗生素可以殺掉格蘭氏陰性細菌，奈米金團簇

會吸附在內毒素的脂質 A 結構，將引發敗血性休克的元兇加

以清除，研究成果將有助於開發早期預防敗血症的嶄新治療

策略。此研究使用 TLS BL23A1 光束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