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化”被称为水力机械的

“癌症”，是影响水泵使用寿命与

性能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在“华

龙一号”机组核电用泵国产化研

发任务中，科研团队综合运用流

体力学、流体机械原理、转子动

力学等学科知识，解决了一系

列“空化”技术难题。

◎本报记者 金 凤

研究人员运用涂布印刷、真空沉积等技术，在国际上首

次实现了大面积全钙钛矿叠层光伏组件的制备，开辟了大面

积钙钛矿叠层电池的量产化、商业化的全新路径。经国际权

威第三方测试机构认证，该组件稳定的光电转换效率高达

21.7%，是目前已知的钙钛矿光伏组件的世界最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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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可将太阳能直接转变为电能，是

一种获取清洁能源的重要途径。

光伏发电成本依赖于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

效率。有研究显示，转换效率每提升 1%，发电成

本可降低7%，但目前晶硅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

率遭遇发展瓶颈，因此，研发制备更低成本、更高

效率的太阳能电池是实现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关

键，也将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近日，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谭海仁教授课题组和英国牛津大学学者，运用

涂布印刷、真空沉积等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了大面积全钙钛矿叠层光伏组件的制备，开

辟了大面积钙钛矿叠层电池的量产化、商业化

的全新路径。

经国际权威第三方测试机构认证，该组件稳

定的光电转换效率高达 21.7%，是目前已知的钙

钛矿光伏组件的世界最高效率。该成绩被最新

一期的《太阳电池世界纪录表》收录，相关成果近

日刊发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

发展清洁、低成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与技术保障。2022

年一季度，我国光伏发电量 841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2.2%。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晶硅单结太

阳能电池也遭遇了两个发展瓶颈，一是现有的工

业生产能力已经逼近晶硅单结太阳能电池光电

转化效率的极限；二是成本高、能耗大，将石英砂

提炼为工业硅，制成单晶硅的过程，需要超过

1000℃的高温，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制备大约

需要 100℃。”作为此次研究的通讯作者，谭海仁

坦言，生产成本更低、更节能的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被视为近年来光伏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而钙

钛矿叠层电池的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将加速光

伏产业实现降本增效。

此前，谭海仁课题组提出了新型隧穿结构，突

破了全钙钛矿叠层制备难题，发展了增强钙钛矿

晶粒表面缺陷钝化的新方法，创造了全钙钛矿叠

层电池光电转化效率26.4%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

上首次超越了单结钙钛矿电池的最高认证效率，

相关成果已发表于《自然》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虽然实验室小面积钙钛矿电池已取得很高

的转换效率，但大面积钙钛矿光伏电池块的商业

化进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谭海仁并不讳言，此

前的研究虽然已经制备出 1 平方厘米左右的高

效钙钛矿叠层电池，但量产化的制备方法和电池

块中互连结构的长期稳定性是实现产业化的关

键瓶颈。

生产成本更低、更节能

要实现量产化制备，首先需要解决宽带隙钙

钛矿薄膜大面积均匀制备的难题。

“宽带隙钙钛矿中含有较高的溴化物组分，其

溶解度较低，溶剂选择空间较小，结晶调控不易，

难以获得高质量均匀致密的薄膜，国际上对其量

产化制备技术研究几乎是空白。”谭海仁指出。

针对上述挑战，研究团队首次提出可量产化的

全钙钛矿叠层电池制备方案，他们采用涂布印刷、

真空沉积等制备技术替换实验室常用的旋涂成膜

工艺，制备了20平方厘米的全钙钛矿叠层电池。

“此前我们使用的是旋涂工艺，即先把钙钛

矿溶液涂抹在玻璃基底上，再用机器快速带动整

块玻璃基底旋转，利用离心力让溶液分布在基底

上形成薄膜，但这种方法会导致薄膜不均匀。此

外，旋涂工艺的机器转速很快，所以很难带动大

面积的玻璃基底旋转，这决定了它不适合量产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谭海仁说。

为了让钙钛矿溶液能大面积均匀成膜，研究

团队首先使用了刮刀涂布工艺。谭海仁解释，他

们将溶液滴在透明的导电玻璃上，然后用刀片向

前刮过去，这就在玻璃表面形成了一层均匀的湿

薄膜，用这种方法，他们完成了空穴传输层、钙钛

矿层的刷涂，再用真空沉积的方法制备电子传输

层和隧穿结构来保护第一层钙钛矿，然后再涂空

穴传输层和第二层钙钛矿，真空蒸镀电子传输层

和金属电极后，一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块框架就

多项技术让材料均匀成膜

“从理论上说，当前单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的光电转化效率最高仅为 33%，而双层结构最高

可达 45%，发电效率越高，成本就越低。”长期的

深入研究，让谭海仁发现，想实现钙钛矿电池内

部结构“从一到二”的跨越，还要考虑器件材料间

如何“和谐共处”。

“在串联型钙钛矿光伏组件中，每两个子电

池的连接区存在复杂的互连结构。互连区内由

于钙钛矿吸光层与背面金属电极间直接接触，钙

钛矿中卤素离子会与电极中的金属相互扩散，导

致金属材料被腐蚀、钙钛矿材料的电学性能下

降，影响电池块的光电转换效率。”谭海仁说，为

了克服这个难题，团队在钙钛矿吸光层与背面金

属电极间，采用原子层沉积的方法，制备了一层

二氧化锡电子传输层。

“二氧化锡是半导体材料，可以在低温度环

境生长，导电性比较好。不会影响互连区域中金

属电极与前表面透明导电氧化物电极间的欧姆

接触。同时，二氧化锡电子传输层可以保形沉积

于子电池间的互联区域，阻隔了钙钛矿与金属间

的直接接触。作为电池活性区域中的电子传输

层，它还阻止空气对窄带隙钙钛矿的氧化，实现

了大气条件下组件的互联制备、测试和封装等操

作过程。”谭海仁解释。

此创新性的组件结构设计，显著提升了组件

的制备重复性、光伏性能以及稳定性。经日本电

器安全和环境技术实验室测定，该全钙钛矿叠层

太阳能电池块的光电转化效率为 21.7%，是目前

报道钙钛矿光伏组件的世界最高效率，这一成绩

被最新一期的《太阳电池世界纪录表》收录。

大面积钙钛矿叠层光伏组件展现的潜力激

发了团队更大的斗志。谭海仁表示，如果要推动

该技术的产业化，还要在印刷、制备钙钛矿的工

艺上做更多研发。制备 20平方厘米墨水相对简

单，但如果扩展到 1 平方米大小，需要创新哪些

技术条件，还需要持续验证。

避免不同材料互相“伤害”

像搭积木一样“出炉”了。

仅搭好“房子”还不够，它还得“身材”匀

称、结实。谭海仁说，最初制备钙钛矿叠层电

池块时，因为溶液结晶时间久，薄膜还是不均

匀，“后来想到，如果能像打印纸张一样，打印

出来的瞬间墨水就干了，也许就能提高薄膜质

量和生产效率”。

针对宽带隙钙钛矿在涂布过程中结晶调控

难题，团队几经尝试后，将钙钛矿组分中 A 位阳

离子的铯含量提高到 35%，再结合气吹辅助结晶

的刮涂方法加速溶液挥发，终于得到了一个结晶

性最好且平整致密的宽带隙钙钛矿薄膜，这为量

产化制备全钙钛矿叠层组件打下基础。

铯为何会成为“天选之子”让电池快速稳定

成型？谭海仁介绍：“铯是无机离子，不易挥发，

会提高器件的热稳定性，还能减小晶格应变，提

升器件的光稳定性，也能降低结晶势垒，加快器

件成核速率。”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吴 奕

新方法重塑制备流程新方法重塑制备流程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刷新世界纪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刷新世界纪录

科技日报讯（记者龙跃梅）5月 18日，全球首艘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

在广州下水。该船隶属于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以

下简称南方海洋实验室），将成为全球首艘具有远程遥控和开阔水域自主

航行功能的科考船，为我国开展海洋科考、拓展海洋科学、助力海洋经济

发展提供利器。

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建造理念和需求来源于南方海洋实验室，由中

国舰船设计研究中心负责设计建造总承包，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负责建造，中国船级社指导支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唐林涛教授团队负责

外观总体设计，贯彻了“未来感”“无人系统保障”“绿色智能”三大设计理

念，是一艘概念超前、世界领先的科考船，将拥有“i-ship（No，R1，M，I）”

智能船级符号。其所配备的重要设备国产化率高，动力系统、推进系统、

智能系统、调查作业支持系统等核心要素均为我国自主研制。

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长 88.5 米，型宽 14.0 米，型深 6.1 米，设计吃水

3.7 米，设计排水量约 2000 吨，最大航速 18 节，经济航速为 13 节。该船拥

有宽敞的甲板，可搭载数十台配置不同观测仪器的空、海、潜无人系统装

备，能在目标海区批量化布放，并进行面向任务的自适应组网，实现对特

定目标的立体动态观测，是南方海洋实验室“智能敏捷海洋立体观测系统

（ISOOS）”的水面支持平台。

该船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签订建造合同，2021 年 7 月 20 日开工建

造。此船科技含量高、建造难度大，下水后将聚焦核心设备、智能系统、无

人系统的安装调试，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海上航行试验并交付使用。

全球首艘

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下水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5月 19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健康所医用光谱质谱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静电场

离子漏斗聚焦新技术，可在静电场下实现对离子的高效聚焦引导，进而提

升质谱类仪器的灵敏度。相关结果作为封面文章日前发表在国际分析领

域顶级期刊《分析化学》上。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PTR-MS）技术在环境监测、医学研究、公共安

全和食品科学等领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 科 学 研 究 院 医 用 光 谱 质 谱 研 究 团 队 历 经 十 余 年 时 间 ，通 过 对

PTR-MS 技术研究和仪器研制工作不懈努力，实现了 PTR-MS 仪器产

品化。但前期研制的 PTR-MS 仪器在具有高灵敏的同时，还存在大功

率和大体积的不足。

针对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车载监测等需求，如何在减小体积和

功率的情况下，保证较高的灵敏度是车载小型化 PTR-MS发展的一个难

题。国外研究者为了提高灵敏度，一般在 PTR-MS中采用射频场离子漏

斗来聚焦离子，但射频场需要射频电源，这会增加功率和体积，不适用于

车载小型化 PTR-MS。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静电场离子漏斗聚焦新技

术。他们将传统的圆环状电极改进为球面加网电极，并通过孔径逐渐缩

小的漏斗状组合设计，实现静电场下离子的高效聚焦引导。实验表明，相

比于传统的反应管结构，新型结构对于考察的 8 种 VOCs 灵敏度提升了

3.8—7.3 倍，且不破坏 PTR-MS 中的软电离效果。研究团队已围绕该技

术 申 请 了 专 利 ，并 将 其 应 用 于 大 气 VOCs 车 载 走 航 监 测 的 小 型 化

PTR-MS中，相关仪器已成为政府部门和行业龙头企业开展监测的重要

工具。

该研究提出的静电场离子漏斗聚焦技术是一种通用的离子聚焦引

导，还可以拓展应用于其他质谱仪器中，可为我国高端质谱仪器自立自强

提供关键支撑。

静电场离子漏斗聚焦技术

大幅提升质谱仪灵敏度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5月 18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获悉，该所丁云杰研究员和朱何俊研究员团队开发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煤制油技术——“炭载钴基浆态床合成气制油技术”，

日前通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该项技术创

新性强，解决了传统费托合成钴基催化剂存在的价格昂贵、液体产品选择

性较差等技术问题。

据介绍，该团队研制的高性能钴基催化剂，具有优异的活性、柴油馏

分选择性和稳定性，填补了国内钴基费托合成浆态床工业的技术空白，整

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

总量的 56%以上。未来较长时期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煤制

清洁燃料和化学品的研制开发，对于缓解我国石油供应不足，实现石油化

工原料替代、油品清洁化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战

略意义。

目前，采用新一代煤制油技术的炭载钴基浆态床合成气制油示范装

置已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陕西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

司、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并实现达产达效。该装置

于 2013 年在榆林开工建设，2017 年实现 40%负荷运行，产出了合格的液

化气、稳定轻烃、费托轻蜡和费托重蜡等产品。2019 年实现 85%负荷运

行，2020 年 7 月实现 100%负荷运行。2020 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组

织专家组对工业示范装置进行了连续 72小时考核标定，装置实现了 103%

负荷的运行，合成气总转化率达到 98.7%，为后续大型商业化装置的建设

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新一代钴基催化剂

破解煤制油难题

由全钙钛矿叠层光伏组件驱动的小型风扇由全钙钛矿叠层光伏组件驱动的小型风扇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华龙一

号”，全球第四台、海外第二台机组——巴基斯

坦卡拉奇 K3机组通过临时验收。至此，“华龙一

号”海外首个工程两台机组全面建成投产。

作为机组的关键核心设备之一, K3 机组核

电用泵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其中，江苏大学核电用

泵科研团队参与了项目重要核级泵国产化任务，

为“华龙一号”走出去贡献了高校科研团队力量。

核电用泵包括哪些泵，各自发挥着什么作

用？它们与普通的泵又有哪些不同？研制核电

用泵要解决哪些技术难点？记者带着问题走访

了江苏大学核电用泵科研团队。

核电站的“心脏”

“华龙一号”是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

片，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

电机组，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已成为中国为

世界贡献的三代核电优选方案。

卡拉奇K2/K3两台机组每年将为巴基斯坦提

供清洁电力近200亿度，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

耗6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32万吨，对优化

巴基斯坦能源结构、推动实现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和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06 年起，江苏大学核电用泵科研团队

与国内多家核电泵制造单位密切合作，承担了

第三代核电用泵国产化的技术研发任务，为核

电用泵制造单位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据团队负责人袁寿其研究员介绍，核电用

泵包括核主泵、反应堆冷却循环泵、辅助给水电

动泵、上充泵、海水循环泵、前贮槽泵、除气塔疏

水泵、乏燃料冷却泵等。江苏大学面向国家核

电重大需求，主要从事第三代核电用泵水力基

础问题研究、优秀水力模型开发、智能诊断与运

维等方面工作。

“核电设备与常规设备相比，最重要的指标

是安全和寿命，一般分为 4 个安全等级，其中核

主泵位于安全壳内，安全等级最高。”团队成员、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副院长高波介绍

说，核主泵是用于驱动冷却剂在反应堆冷却系

统内循环流动的泵。主泵位于核岛心脏部位，

用来将热水泵入蒸发器转换热能，是核电运转

控制水循环的关键，属于核电站的一级设备，要

求具有绝对的可靠性。

过去，我国的核电站核主泵基本依赖进口，

其自主设计和制造是我国推进核电自主化的重

点和难点。

其他的核电用泵安全等级稍低，但是可靠

性要求依旧很高。比如辅助给水电动泵，它平

时处于待机状态，一旦蒸汽发生器主给水系统

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故障，它就要立即启动，代

替主给水泵及其系统进行工作，排出反应堆芯

剩余热量，保证核电站的安全。

解决水力机械“癌症”

在生活中，泵随处可见，农田灌溉、石油化

工、动力工业、城市给排水等都会用到。在普通

人眼里，泵无非就是叶轮、泵壳几大件组成，是

个传统设备。

但是，关于泵的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没有止

步。高波告诉记者，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及工程

是国家重点学科，经过近十年攻关，该校已建成

高温高压试验台、水力模型四象限全特性试验

台等专门针对核电用泵的试验平台，与中国核

电工程有限公司共建核电泵及装置智能诊断运

维联合实验室。

“空化”被称为水力机械的“癌症”，是影响

水泵使用寿命与性能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袁寿

其研究员介绍说：“空化是液体流动的一种特有

现象，在水力机械设计中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

素之一。”

在“华龙一号”机组核电用泵国产化研发任

务中，江苏大学科研团队解决了一系列“空化”

技术难题。

“我们综合运用流体力学、流体机械原理、

转子动力学等学科知识，为制造厂家提供核电

泵设计技术支撑。”高波介绍说，其中要充分考

虑核泵的特殊运行工况、效率、空化、振动噪声

等难点。

2020 年底，“华龙一号”机组进入设备安装

调试阶段，一台辅助给水电动泵因振动问题无

法正常运行。“振动的原因比较复杂，是一个系

统性的问题，如果振动值超标，将影响电站调试

运行进度。”高波说道。

为了尽快找到症结，江苏大学科研团队与

设备厂家、现场专家在线上远程进行问题研讨

和排查，成功协助现场解决了设备振动问题，为

核电机组反应堆临界和并网发电工程建设提供

了技术支持，受到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等相关单位的高度认可。

解决水利机械“空化”问题 核电用泵实现国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