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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DSSC)具有製程
簡單、成本低、汙染較少，以及可在一般環境下進行組裝等優點
，目前其轉換效率已突破12%，但仍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DSSC是透
明導電基板塗佈吸附染料(釕離子錯合物, N3)的寬能隙半導體材料
作為工作電極，再以鍍上催化材料(Pt)的基板作為對電極，兩者之
間再注入電解液來完成電池元件。本計畫預計以石墨烯薄片(M-GNS,
C-GNS)複合Pt與PtRu奈米顆粒來取代對電極之Pt膜，以化鍍技術將
Pt與PtRu奈米顆粒修飾於石墨烯、奈米碳管材料表面。工作電極的
TiO2漿料中將摻雜適量之石墨烯薄片，用以增加染料受光激發所產
生之光電子的傳遞路徑與效率，使光電子可順利傳遞至FTO基板對外
部電路作功，避免光電子與染料或電解液產生再複合的現象。藉由
上述兩種改良方式，使目前DSSC的轉換效率獲得進一步提升，整體
的計畫執行要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 奈米碳材修飾PtRu顆粒之技術開發：以六氯鉑酸氫與氯化釕做為
前驅物，混合還原劑乙二醇、緩衝溶液乙酸-氫氧化鈉進行化鍍製程
。將粒徑小於10nm的奈米金屬顆粒，修飾於奈米碳材表面，而石墨
烯薄片的選用、觸媒金屬種類(Pt, PtRu)，其化鍍品質的差異將進
行探討。
2. 具奈米碳材/PtRu塗層之對電極製作：在FTO基板表面塗佈奈米碳
材/Pt或PtRu顆粒觸媒層，共有M-GNS/CNT/Pt與PtRu, C-
GNS/CNT/Pt與PtRu四種材料組合，再加上濺鍍法製備的Pt膜作為對
照組，分別將這五組對電極量測電阻值與平均導電率，並以循環伏
安法作電極催化反應測試，以發現兼具高導電性、觸媒性、比表面
積之對電極材料組合。
3. 具TiO2/石墨烯/染料塗層之工作電極製作：將FTO基板清洗乾淨
，並調製二氧化鈦漿料，在導電玻璃上定義出2 cm×2 cm尺寸的方型
圖案，將二氧化鈦漿料滴於基板表面成膜，並以450℃燒結30分鐘
，並浸泡於染料中，即完成工作電極的製備。二氧化鈦漿料將摻雜
適量之奈米碳材，以增加光電子傳遞至FTO基板的路徑。共有三種材
料組合，用以評估添加奈米碳材是否可獲得兼具高透光性、導電性
、比表面積之工作電極，並有助於DSSC的性能提升與應用性。
4. DSSC之組裝及性能測量：將製備完成之工作電極與對電極，中間
放置60μm厚度的封裝膜，除了避免兩電極接觸造成短路外，也能藉
由加熱固化將兩電極板黏合，以避免量測時兩電極脫落。將兩電極
黏合後即可注入電解液(液態、膠態)，最後將電解液注入口以膠封
合，即完成DSSC元件之封裝製作。最後，將組裝完成之DSSC進行光
電轉換效率的量測，模擬AM 1.5G太陽光照射下， DSSC的I-V輸出特
性曲線，再換算得轉換效率。希望藉由上述工作電極與對電極的材
料與結構改良，使DSSC的轉換效率可以進一步提升，突破目前12%的
瓶頸。

中文關鍵詞：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石墨烯、PtRu、TiO2光觸媒、轉換效率

英 文 摘 要 ：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fabrication process, low cost, low pollution, and can be
assembled under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At present, its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has exceeded 12%, but it still
has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potential. DSSC is built up



with a working electrode and a counter electrode. This
project will use graphene flakes decorated with Pt and PtRu
nano-particles to replace the Pt film of counter electrode.
Pt and PtRu nanoparticles were decorated on the surface of
graphene flakes and carbon nanotubes by a chemical plating
technique. The TiO2 slurry of working electrode also will
be added with appropriate amount of graphene flakes, which
can increase the transmission path and efficiency of
photoelectrons through TiO2 slurry as dye irradiated from
light, so that photoelectrons can be successfully
transmitted to the FTO substrate and do work on the
external circuit, and avoid photoelectrons produce
recombined phenomenon with dyes or electrolyt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two ways can improve the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current DSSC. The working
item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ed:
1.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Nanocarbon decorated PtRu
nanoparticles: H2PtCl6 • 6H2O and RuCl3 • X H2O are used
as precursors, mixed with reducing agent C2H4(OH)2, and
buffer solution CH3COOH-NaOH for chemical plating process.
The nano-metal particles with particle size less than 10 nm
will be decorated on the surface of nanocarbon. The effect
of chemical plating on the kinds of graphene flakes and
nano-metal particles will be discussed.
2.Fabrication of counter electrodes with nanocarbon/PtRu
coating: Nano-carbon material/Pt or PtRu particles catalyst
layer will be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FTO substrate. There
are five materials assemble including M-GNS/CNT/Pt and
PtRu, C-GNS/CNT/Pt and PtRu, and conventional Pt film. The
resistance and average conductivity of these five counter
electrodes will be measured respectively; the electrode
catalytic reaction test will also be done using cyclic
voltammetry method.
3.Fabrication of working electrodes with TiO2/graphene/dye
coating: The TiO2 slurry is coated onto the FTO surface and
sintered at 450 °C for 30 minutes and soaked in the dye to
complete the preparation of working electrodes. The TiO2
slurry will also be doped with an appropriate amount of
nano-carbon, such as M-GNS and C-GNS/carbon nanotubes, to
increase the transmission path and efficiency of
photoelectrons to the FTO substrate. M-GNS/CNT/TiO2, C-
GNS/CNT/TiO2 and pure TiO2 slurry will be evaluated whether
the nano-carbon material is possible to promote the
transmittance, conductivity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working electrode.
4.Assembly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of DSSC: If the
working electrode and counter electrode are completed, the
liquid or colloidal electrolyte (I-/I3-) is injected and



sandwiched with these two electrodes, and then a DSSC
device is completed. Finally, the DSSCs will evaluate their
photoelectric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The I-V curve of
DSSC will be obtained under the AM 1.5G simulated sunlight
irradiation and converted as the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It is hoped that such a novel DSSC can break
the current bottleneck of conversion efficiency 12%.

英文關鍵詞：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graphene, PtRu, TiO2
photocatalyst,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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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中文摘要: 

    關鍵詞：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石墨烯、PtRu、TiO2光觸媒、轉換效率 

    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DSSC)具有製程簡單、成本低、汙染較少，以及可在一般環

境下進行組裝等優點，目前其轉換效率已突破12%，但仍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DSSC主要由透明導電基板

(FTO)塗佈吸附染料(釕(Ru)離子錯合物, N3)的寬能隙半導體材料(TiO2)作為工作電極(working electrode)，再以

鍍上催化材料(Pt)的基板作為對電極(counter electrode)，兩者之間再注入電解液(碘/碘離子(I-/I3-))來完成電池元

件。然而，目前DSSC的對電極材料為濺鍍法所製備之Pt薄膜，此製程成本高，且催化反應面積太少，使得

DSSC的轉換效率受到限制。因此，本計畫預計以石墨烯薄片複合Pt與PtRu奈米顆粒來取代對電極之Pt膜，以

化鍍技術將Pt與PtRu奈米顆粒修飾於石墨烯、奈米碳管材料表面，其中添加奈米碳管是用以防止石墨烯片再

次堆疊，增加複合材料的催化面積。另外，工作電極的TiO2漿料中也將摻雜適量之石墨烯薄片，用以增加染

料受光激發所產生之光電子(eo)的傳遞路徑與效率，使光電子可順利傳遞至FTO基板對外部電路作功，避免光

電子與染料(S++ eo S)或電解液(I3- + 2eo 3I-)產生再複合(recombine)的現象。希望藉由上述兩種改良方式，

使目前DSSC的轉換效率獲得進一步提升，而整體的計畫執行要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 奈米碳材修飾PtRu顆粒之技術開發：以六氯鉑酸氫(H2PtCl6·6H2O)與氯化釕(RuCl3·X H2O)做為前驅物，

混合還原劑乙二醇(C2H4(OH)2)、緩衝溶液乙酸-氫氧化鈉(CH3COOH-NaOH)進行化鍍製程。將粒徑小於10 nm

的奈米金屬顆粒，修飾於奈米碳材(石墨烯+奈米碳管)表面，而石墨烯薄片(機械剝離(M-GNS)與化學剝離(C-

GNS))的選用、觸媒金屬種類(Pt, PtRu)，其化鍍品質的差異將進行探討。 

2. 具奈米碳材/PtRu塗層之對電極製作：在FTO基板表面塗佈奈米碳材/Pt或PtRu顆粒觸媒層，共有M-

GNS/CNT/Pt與PtRu, C-GNS/CNT/Pt與PtRu四種材料組合，再加上濺鍍法製備的Pt膜作為對照組，分別將這五

組對電極量測電阻值與平均導電率，並以循環伏安法(cyclic voltammetry, CV)作電極催化反應測試，以發現兼

具高導電性、觸媒性、比表面積之對電極材料組合。 

3. 具TiO2/石墨烯/染料塗層之工作電極製作：將FTO基板清洗乾淨，並調製二氧化鈦漿料，用3M膠帶在導

電玻璃上定義出2 cm × 2 cm尺寸的方型圖案，將二氧化鈦漿料滴於基板表面成膜，並以450 ℃燒結30分鐘，

並浸泡於染料中，即完成工作電極的製備。二氧化鈦漿料也將摻雜適量之奈米碳材，如石墨烯薄片(M-GNS

與C-GNS)/奈米碳管，以增加光電子傳遞至FTO基板的路徑。共有M-GNS/CNT/TiO2, C-GNS/CNT/TiO2與純

TiO2漿料三種材料組合，用以評估添加奈米碳材是否可獲得兼具高透光性、導電性、比表面積之工作電極，

並有助於DSSC的性能提升與應用性。 

4. DSSC之組裝及性能測量：將製備完成之工作電極與對電極，中間放置60 μm厚度的封裝膜，除了避免兩

電極接觸造成短路外，也能藉由加熱固化將兩電極板黏合，以避免量測時兩電極脫落。將兩電極黏合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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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電解液(液態、膠態)，讓電解液以毛細現象填充於兩電極之間，最後將電解液注入口以膠封合，即完成

DSSC元件之封裝製作。最後，將組裝完成之DSSC進行光電轉換效率的量測，將對電極接上正極端，工作電

極接上負極端，模擬AM 1.5G太陽光照射下， DSSC的I-V輸出特性曲線，再換算得轉換效率。希望藉由上述

工作電極與對電極的材料與結構改良，使DSSC的轉換效率可以進一步提升，突破目前12% 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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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英文摘要: 

Keywords: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graphene, PtRu, TiO2 photocatalyst,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DSSC)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fabrication process, low cost, low 

pollution, and can be assembled under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At present, its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has exceeded 12%, but it still has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potential. DSSC is built up with a working 

electrode and a counter electrode. The electrolyte (I-/I3-) is injected and sandwiched with these two electrodes, 

and then a DSSC device is completed. The working electrode is coated with wide band-gap semiconductor 

material (TiO2), adsorbed with ruthenium (Ru) ion complex dyes (N3), on the transparent conductive substrate 

(FTO); the counter electrode is coated with Pt catalytic material on the glass substrate. However, the counter 

electrode material of current DSSC is the sputtered Pt film, such a process is high cost, and its catalytic reaction 

area is also too small, so makes DSSC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limited. Therefore, this project will use 

graphene flakes decorated with Pt and PtRu nano-particles to replace the Pt film of counter electrode. Pt and 

PtRu nanoparticles were decorated on the surface of graphene flakes and carbon nanotubes by a chemical 

plating (autocatalytic plating) technique. The carbon nanotubes were used to prevent the graphene flakes from 

restacking and increase the catalytic area of the graphene/PtRu composites. In addition, the TiO2 slurry of 

working electrode also will be added with appropriate amount of graphene flakes, which can increase the 

transmission path and efficiency of photoelectrons (eo) through TiO2 slurry as dye irradiated from light, so 

that photoelectrons can be successfully transmitted to the FTO substrate and do work on the external circuit, 

and avoid photoelectrons produce recombined phenomenon with dyes (S++ eo S) or electrolytes (I3- + 

2eo3I-).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two ways can improve the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current DSSC. The working item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ed: 

1.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Nanocarbon decorated PtRu nanoparticles: H2PtCl6 • 6H2O and RuCl3 • 

X H2O are used as precursors, mixed with reducing agent C2H4(OH)2, and buffer solution CH3COOH-

NaOH for chemical plating process. The nano-metal particles (Pt, PtRu) with particle size less than 10 nm 

will be decorated on the surface of nanocarbon (graphene+CNT). The effect of chemical plating on the 

kinds of graphene flakes (mechanically/chemically exfoliated graphene nanoplates (M-GNS and C-GNS)) 

and nano-metal particles (Pt, PtRu) will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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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brication of counter electrodes with nanocarbon/PtRu coating: Nano-carbon material/Pt or PtRu 

particles catalyst layer will be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FTO substrate. There are five materials assemble 

including M-GNS/CNT/Pt and PtRu, C-GNS/CNT/Pt and PtRu, and conventional Pt film. The resistance 

and average conductivity of these five counter electrodes will be measured respectively; the electrode 

catalytic reaction test will also be done using cyclic voltammetry (CV) method. The aim is to find a 

combination of electrode materials with high conductivity, catalyst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 

3. Fabrication of working electrodes with TiO2/graphene/dye coating: The TiO2 slurry is coated onto the 

FTO surface and sintered at 450 °C for 30 minutes and soaked in the dye to complete the preparation of 

working electrodes. The TiO2 slurry will also be doped with an appropriate amount of nano-carbon, such 

as M-GNS and C-GNS/carbon nanotubes, to increase the transmission path and efficiency of 

photoelectrons to the FTO substrate. M-GNS/CNT/TiO2, C-GNS/CNT/TiO2 and pure TiO2 slurry will be 

evaluated whether the nano-carbon material is possible to promote the transmittance, conductivity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working electrode. 

4. Assembly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of DSSC: If the working electrode and counter electrode are 

completed, the liquid or colloidal electrolyte (I-/I3-) is injected and sandwiched with these two electrodes, 

and then a DSSC device is completed. Finally, the DSSCs will evaluate their photoelectric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The counter electrode is connected to the positive terminal and the working electrode 

is connected to the negative terminal. The I-V curve of DSSC will be obtained under the AM 1.5G simulated 

sunlight irradiation and converted as the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It is hoped that such a novel DSSC 

can break the current bottleneck of conversion efficienc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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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科技不斷的創新、進步與人口數目的提升，世界各國對能源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包括石油、

煤氣及天然氣等的原料則日益枯竭，此現象不僅造成各項石化燃料價格節節高升，也使得全球各地開

始正視開發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有預測指出從現在到未來的 2100 年，全球將以再生能源作為發展及

使用的主流，如圖 1-1 所示，再生能源又稱為新能源，有別於傳統能源，具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優點，比較常見的像是風力、水力、生質能及太陽能等，其中較受到矚目的是太陽能。根據量測數據

得知，太陽光一年照射在地球的能量為 32 × 1024 焦耳，假如使用光電轉換效率 10 %之太陽能電池板，

僅地球表面積 0.1 %的大小所產生的電力就足以供應全世界的需求，而如此大的太陽光能源為日常生

活中之天然能源，沒有能源耗竭也沒有產地開發的疑慮，且台灣地處亞熱帶地區，日照充沛，因此基

於種種考量下，太陽能的開發與研究更加地備受矚目。 

    太陽能電池主要是利用光伏效應(Photovoltaic effect)，藉由照光使半導體產生電位差而達到

發電的效果。一般而言，太陽能電池可分為三個世代：發明於 1954 年的第一代晶圓(Wafer)太陽能電

池：單晶矽(15~24%)、多晶矽(10~17%)屬於發展最長久，技術也最成熟的太陽能電池；1980 年的第二

代晶薄膜(Thin-film)型太陽能電池，包括矽薄膜及其他像碲化鎘 CdTe (10~15 %)、銅銦鎵硒 CuInGaSe2 

(10~12 %)等化合物半導體電池；1990 年後所發展的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是為了克服第一代及第二代

太陽能電池由於製程及真空環境所造成的高成本問題而被發明出來，第三代太陽能電池主要利用奈米

結構，結合有機及高分子材料的太陽能電池，種類有光化學太陽能電池(Photochemistry solar cell)、染

料敏化太陽能電池(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DSSC)、高分子太陽能電池(Polymer solar cell)、奈米結晶

太陽能電池(Nano-crystalline solar cell)，由於材料成本低，再加上製程容易及設備簡單，預期可以大幅

降低發電的成本【2】。圖 1-2 為三種不同型式太陽能電池分別是矽晶類、薄膜類及有機類之價格、效

率比較圖。 

  

 

  Figure 1-1 Forecast energy consumption.  Figure 1-2 Different type of solar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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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2.1 實驗動機與目的 

  目前常見的高效率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大多是以鉑金屬作為對電極材料塗佈在導電玻璃基板為

主，而導電玻璃基板大多都使用透明導電氧化物(Transparent conductive oxides, TCO)氧化銦錫(ITO)為

主，用上述之方法雖可成功的製備出高轉換效率之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但鉑與銦價格昂貴，導致製

作成本提高，以至於較難達到量產商業化的目的。若發展以化鍍方式將石墨烯、鉑(Pt)與釕(Ru)金屬

結合鉑金屬，由於PtRu材料廣泛應用於燃料電池上，發展技術純熟，製程技術與其他以Pt為基底的複

合方式比起來，具有簡便、低汙染等優點，且有文獻指出使用複合奈米合金所製作出的對電極材料之

催化活性較單一金屬來的優異，期望能以複合方式來達到提升性能的目的。此種方式除了可達到有效

利用石墨烯高催化、成本低廉及高導電的特性，也能藉由石墨烯/Pt或石墨烯/PtRu來探討其對轉換效

率之影響，相較於原製程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本研究首先將透過由化學氣相沉積法(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來建立大面積石墨烯的成長技術，可望未來能應用於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之導電電

極上，其特色為可藉由氣體流量及時間來控制石墨烯層數，作為導電性及透光度的取捨，必要時，可

藉由摻雜方式來提升石墨烯薄膜之導電性。另外，在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之對電極上，將使用本實驗

室所建立之氧化還原石墨烯及機械剝離石墨烯來複合PtRu金屬，透過不同的電極材料來探討其對轉換

效率之影響。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利用化鍍方式將石墨烯複合PtRu形成電極材料，並試圖利用所得到的電極，

進行製程上的利用與開發，目前，本實驗室已具備化鍍技術及粉末製備方式，期望能以此製程技術，

製作出低成本及高效率之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再進一步開發不同的對電極材料，進行固化封裝，探

究其光電轉換效率及其他特性分析。 

2.2 調配導電黏土與特性測試 

2.2.1 化鍍石墨烯/PtRu複合薄膜之電極製備 

(1) 溶液調配： 

  化學還原法之膠體溶液由前驅物六氯鉑酸氫 (H2PtCl6·6H2O)與氯化釕 (RuCl3·X H2O)、機械剝離

法石墨烯、還原劑乙二醇 (C2H4(OH)2)、緩衝溶液乙酸-氫氧化鈉(CH3COOH-NaOH)以及純水組成。首

先將保存於冷凍庫之0.1 g六氯鉑酸氫、保存於冷凍庫之0.146 g氯化釕及0.05 g石墨烯以10 ml純水溶解，

接著加入25 ml乙二醇及10~15 ml乙酸-乙酸鈉溶劑，使膠體容液pH=5。將調配好之溶液置入溫度已達

60 °C之超音波震盪器(TOHAMA/DC200H)功率140 W條件下，維持震盪90分鐘休息10分鐘循環，持

續6小時還原過程。 

(2) 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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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溶液利用高速離心機8500 rpm下持續10分鐘來分離出沉澱物，將沉澱之複合粉末以酒精清洗2

次以確保清除殘餘溶液。在將複合溶液滴佈於FTO玻璃基板前，先將FTO玻璃基板之導電面進行大氣

電漿處理1分鐘，使表面具有親水性，以利薄膜滴佈，接著將滴佈完之試片放入高溫燒結爐

(LINDBERG/BF51732C-1)活化觸媒，在大氣環境下升溫至300°C一小時且300°C持溫3小時，最終自然

降溫得到石墨烯/PtRu複合粉末。 

2.2.2 DSSC 元件製作 

(1)  玻璃基板清洗： 

  先將導電玻璃FTO基板浸入丙酮溶劑中，以超音波震盪在140 W功率下清洗10分鐘，再以去離子

水超音波清洗10分鐘，最後以IPA震洗10分鐘，使玻璃基板表面富含OH 基，有助於後續漿料塗佈之

附著性。 

(2)  二氧化鈦漿料調配： 

  本實驗所使用的二氧化鈦粉末為市售P25 TiO2 (Degussa)，其比表面積為50m2/g，平均粒徑為30 nm。

首先將3 g P25 TiO2 (Degussa)粉末至於藥缽中，接著分別加入4 ml去離子水(主要溶劑)、0.1 ml 

acetylacetone (分散劑)、0.05 ml triton X-100 (界面活性劑)及0.9 g PEG (高分子薄片)研磨均勻，最後將

配製好的漿料置於超音波震盪器中10分鐘，使其均勻混合。 

由於上述所製備出之二氧化鈦漿料所得到之電池效率較低，僅2~3 %，後續向中央大學有機太陽能電

池量測實驗室購入調備好之二氧化鈦漿料，漿料是由該實驗室自行合成二氧化鈦(T1)並以不同分子量

之乙基纖維素(1:1 wt %)先形成膠體溶劑，在將二氧化鈦加入，透過行星式攪拌機均勻分散兩天來得

到漿料。 

(3)  工作電極漿料塗佈： 

  首先用3M膠帶在清洗完之導電玻璃上定義出0.5 cm × 0.5 cm尺寸，接著以滴管將二氧化鈦漿料滴

於基板表面，並使用旋塗機設定500 rpm：2000 rpm：500 rpm分別是5 s：10 s：5 s的條件下成膜，將

薄膜自然乾燥2 hr，每層厚度約3 μm，重複以上步驟直至薄膜到達10 μm厚度，放入高溫燒結爐於室溫

下加熱至450 °C燒結，維持30分鐘後冷卻至室溫取出，最後將燒結完的電極浸泡在染料中24 hr形成

工作電極。 

使用中央大學實驗室之網版印刷機(0.4 cm × 0.4 cm)塗佈5+1層(5層二氧化鈦+1抗反射層)一層約3 μm，

第一層時，以罩子蓋住陰乾15 min，再放入125 °C烘箱 15 min。二層以後，噴酒精於罩子上放置陰乾

15 min+125 °C 15 min，重複以上步驟至五層塗佈完畢。接著浸泡N719染料(N719濃度3 × 10-4 M溶解

於無水酒精)12 hr於40度環境(旋轉控溫)，之後使用無水酒精浸泡清洗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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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電極製備： 

  白金對電極的部分是以濺鍍機使用鉑靶材鍍製，將腔體控制在氬氣環境下，在壓力1.0 × 10-3 torr

以mW功率進行濺鍍製程，膜厚為100 nm。而在G、石墨烯/Pt及石墨烯/PtRu電極部分，是將粉末分散

於酒精後，滴佈於導電玻璃基板上，如圖2-1所示。 

(5)  染料溶液製備： 

  本實驗所使用的染料為N719 (bis(tertrabutylammonium)-cis-bis (thiocyanato)bis (2,2'-bipyridine-4,4'-

dicarboxylate)-Ru(II))染料，使用溶劑為acetonitrile及tert-butanol (體積比1:1)配製成4 × 10-4 M濃度的染

料溶液。 

(6)  元件組裝： 

  首先將熱封裝膠膜裁成長條狀貼於對電極兩側，再將兩電極藉由封裝膠膜加熱至100°C黏合，接

著將針筒吸取適量電解液(AN-50, Solaronix)於未封裝側注入，使電解液充分填滿電極部分，最後將另

外兩側以保麗龍膠封合，防止電解液揮發，如圖2-2所示。 

 

 

 

Figure 2-1 Fabrication process of a counter elect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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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2 Assembly process of a DSSC device. 

 

2.3 實驗與檢測設備 

2.3.1 化學還原鍍G/PtRu技術之研究設備 

  本研究主要採用圖2-3 (d)超音波震盪器，並且搭配電湯匙及溫控器來進行化鍍實驗。利用溫控器

及電湯匙使超音波震盪器內維持在60 °C溫度，並在固定溫度下持續超音波震盪，直至製程結束。 

2.3.2 拉曼光譜儀 

  在非絕對零度環境下，當光入射介質時，由於介質本身震動、轉動等因素，造成入射光與介質之

間發生能量交換，導致部分散射光的行進方向與波長改變，則稱此為拉曼效應(Raman effect)。這種檢

測方式擁有非破壞性、快速和高解析度之特點，常被利用來探測樣品的組成元素、鍵結及原子振動行

為。拉曼光譜儀在目前為止，被公認是唯一鑑定石墨烯品質與層數最可靠的方式，對於不同的成長條

件下的石墨烯薄膜也能分析結構上的差異，此外也可以用來測量石墨烯複合物之特徵峰值，因此本實

驗使用尚偉科技公司借用的拉曼光譜儀，其設備如圖2-4 (c)所示。 

2.3.3 四點探針量測電阻值 

  圖2-4 (d)為檢測薄膜導電性之四點探針，其原理為將四隻探針接觸於薄膜表面，透過其中兩隻探

針施加定電流，而另外兩隻探針量測電壓差，即可藉由電壓及電流得到電阻值。最後再由歐姆定律求

得導電度，如(2-1)、(2-2)式，其R=電阻(Ω)、d=厚度(cm)、ρ=電阻係數(cm˙Ω)、σ=導電率(S/cm)。 

=Rd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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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2.3.4 I-V量測設備 

  設備圖如圖2-5 (e)所示，將所組裝好的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放入AM1.5、光強度100 mW/cm2的模

擬太陽光能源下，並接上keithley 2400量測所得之光電流-電壓曲線，由曲線上可獲得開路電壓(Voc)、

短路電流(Isc)等資訊，最後再藉由(2-3)式算出轉換效率。 

 

 (2-3) 

 

2.3.5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設備圖如圖2-5 (c)所示，利用化鍍所製備出之G、石墨烯/Pt及石墨烯/PtRu滴佈於矽晶片上進行

SEM表面形貌的觀測，並使用SEM所附屬的EDS對所含元素做分析。 

2.3.6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設備圖如圖2-5 (d)所示，使用TEM來對G、石墨烯/Pt及石墨烯/PtRu複合材料形貌做評估，首先先

將所製備好的複合粉末分散於酒精，再將分散溶液滴入TEM量測專用鍍碳銅網，接著送入TEM機台量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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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Figure 2-3 Experimental equipments for (a) electronic balance, (b) spin coater, (c) hotplate and (d) ultrasonic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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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Figure 2-4 Experimental equipments for (a) thermal CVD, (b) Potentiostat, (c) Raman spectrum and 

(d) four point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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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igure 2-5 Experimental equipments for (a) optical microscope (OM), (b) sputter system, (c) FE-SEM, (d) 

FEI-TEM and (e) measurement of I-V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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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3.1 化鍍石墨烯/PtRu複合材料之製作 

本節將說明透過化學鍍製程，在片狀石墨烯表面分別複合 Pt 及 PtRu 奈米顆粒之實驗成果，並探

討化鍍製程後之複合材料其表面形貌、Pt 及 PtRu 粒徑大小及拉曼光譜特性分析。 

3.1.1 石墨烯/PtRu 形貌分析 

    本實驗將 Pt 粉末前驅物六氯鉑酸氫(H2PtCl6·6H2O)、Ru 前驅物氯化釕(RuCl3·X H2O)與機械剝離

法製備的片狀石墨烯，以重量比 2:2:1 方式於純水及乙二醇中配製成還原溶液，並搭配乙酸-氫氧化鈉

所調配而成之緩衝溶液，透過 pH 值量測儀將溶液 pH 值調整為 5，接著在槽體溫度 60 °C、超音波震

盪(TOHAMA/DC200H)功率 140 W 環境下，進行 6 小時化鍍製程，完成後使用酒精在離心機 8500 rpm、

時間 10 分鐘下，重複兩次清洗避免化學物質殘留，將洗淨之複合材料溶液，以滴佈方式於已經由大氣

電漿處理一分鐘之 FTO 基板上形成薄膜，最後將薄膜送入熱處理爐(LINDBERG/BF51732C-1)中，以室

溫升溫 1 小時至 300 °C 並持溫 3 小時得到石墨烯/PtRu 薄膜，另外會以單純只添加 Pt 粉末前驅物及

片狀石墨烯所得到之化鍍結果，分別比較單純石墨烯、石墨烯/Pt 及石墨烯/PtRu 三種材之表面形貌差

異。 

  圖 3-1 為石墨烯、石墨烯/Pt 及石墨烯/PtRu 三種不同材料，在低倍率及高倍率下之掃描電子顯微

鏡圖(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其量測基板皆為矽晶片，從 2 kX 低倍率圖可以觀察到，三

種材料皆均勻佈滿整片試片，由於後續將應用於 DSSC 之對電極材料，故需要片與片之間能完全搭接

在一塊，避免搭接不完全而影響效率輸出。從高倍率 50 kX 可以觀察到，單純石墨烯的表面形貌呈現

表面光滑之片狀結構，其片狀尺寸分布於 200 nm~1 μm 左右，而在複合 Pt 及 PtRu 之後，原本光滑的

石墨烯表面，多了顆粒狀的凸起結構，且顆粒狀結構相當均勻的覆蓋在石墨烯表面。為了進一步確認

是否為 Pt 及 PtRu 元素，對 SEM 圖像倍率作放大觀察，並對顆粒狀表面做能量色散 X-射線光譜(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S)分析，用來判斷所含有元素。圖 3-2 為石墨烯/Pt 在 75 kX 下之 SEM

放大圖及 EDS 圖譜，從量測結果得知，除了本身石墨烯之碳(C)訊號之外，還含有鉑(Pt)訊號，由於以

石墨烯作為複合之基板，所以其含量(Wt.%=64.07、At.%=96.66 %)佔了多數，而 Pt 作為複合之奈米金

屬顆粒，相較之下含量(Wt.%=35.93、At.%=3.34 %)就少了許多，此證實本實驗已成功透過化鍍製程於

石墨烯表面複合 Pt 顆粒。圖 3-3 為石墨烯/PtRu 複合後在 75 k X 下之 SEM 放大圖及 EDS 圖譜，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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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目的是為了觀察複合材料所含有的元素，以驗證 PtRu 化鍍製程是否成功，而同樣也能看到其元素分

佈含有 C、Pt 及 Ru，其比率為 C (Wt.%=63.65、At.%=96.47 %)、Pt (Wt.%=34.76、At.%=3.24 %)與 Ru 

(Wt.%=1.59、At.%=0.29 %)，一樣是碳元素占最多，其次為 Pt，再來是 Ru，從結果可以看出，Pt 及 Ru

的比例並不如預期的為 1:1，因為 EDS 是透過 X 光分析材料的特性，來判斷元素的組成，並無法精準

算出元素所含比例。 

後續為了精確的量測 Pt 及 Ru 之組成比例，使用電子能譜儀對石墨烯/PtRu 複合材料做分析，利用

X 射線照射材料表面，測量材料表面電子的動能及數量並進行圖譜繪製，其結果如圖 3-4 所示，圖 3-

4 (a)為複合材料全範圍的量測結果，由於全範圍的量測結果包含基板、碳以及一些其他元素，所以從

結果圖中特別放大 Pt 及 Ru 的部分表示於圖 3-4 (b)及圖 3-4 (c)中，從結果圖中可以發現坐落於 70~80 

eV 的兩個明顯 Pt 峰值以及位於 285~290 eV 之 Ru 峰值，透過軟體對曲線做積分分析後可以得到

Pt:Ru=65:35 的元素比。 

在複合材料的檢測方面，雖然可以從 SEM 圖中觀察到表面形貌，但要進一步觀察更細微的材料資

訊，就得利用其他量測設備來檢驗。此研究除了使用 SEM 量測外，也使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進行量測，其試片製作方法是將欲量測溶液，以滴管滴在 TEM

專用鍍碳銅網上再陰乾，而溶液濃度避免過高，否則電子束將無法穿透。透過電子束打至試片，再經

放大成像，由於 TEM 的影像解析度可達到原子等級，且所量測的試片厚度較 SEM 來的薄(<100 nm)，

與所量測的 SEM 影像相比，較適合用來量測薄片狀物與奈米顆粒分佈的情形。 

圖 3-5 為石墨烯/Pt 之 TEM 圖，在低倍率的 TEM 圖可以清楚看到石墨烯之片狀結構呈現層層堆疊

形貌，而片狀結構顏色的深淺則代表著不同堆疊厚度，在高倍率下則可觀察到石墨烯片狀結構上分佈

著密密麻麻的鉑金屬顆粒，其分佈相當均勻，且顆粒大小均一，透過 TEM 軟體分析並以高斯曲線擬合

粒徑大小可以發現，粒徑大小範圍分布在 1.5 nm~5.0 nm 間，且多數集中在 3.5 nm~4.0 nm 間。與使用

相同原料所做出之石墨烯/Pt 論文相比，同樣使用片狀石墨烯當基板，配合六氯鉑酸氫(H2PtCl6·6H2O)

製備出之複合材料，其粒徑分佈範圍坐落於 2 nm 左右，結果並沒有相差太多。圖 3-6 為石墨烯/PtRu

之 TEM 圖，一樣能從低倍率觀察到層層堆疊之片狀石墨烯，放大到高倍率也可清楚看見 PtRu 顆粒均

勻分布在石墨烯片上，其粒徑分佈在 2~4 nm 左右，其中又以 2.5 nm 占最多，與 Pt 奈米顆粒相比小了

一些，平均粒徑變小的原因推測是由於在未加入 Ru 時，Pt 彼此之間互相複合，造成較大的粒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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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 Ru 後，由於 Ru 原始顆粒尺寸較 Pt 來的小，導致平均粒徑變小。 

 

      

      (a) Graphene (2 kX)                            (b) Graphene (50 kX) 

       

      (c) Graphene/Pt (2 kX)                        (d) Graphene/Pt (50 kX) 

      

     (e) Graphene/PtRu (2 kX)                     (f) Graphene/PtRu (50 kX) 

Figure 3-1 SEM images of graphene, graphene/Pt and graphene/P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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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M image of graphene/Pt (75 kX) 

 

(b) EDS image and element ratio of graphene/Pt 

Figure 3-2 SEM and EDS images of graphen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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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 image of graphene/PtRu (75 kX) 

 

(b) EDS image and element ratio of graphene/PtRu 

Figure 3-3 SEM and EDS images of graphene/P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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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de survey 

 

(b) Pt region 

 

(c) Ru region 

Figure 3-4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a of the graphene/P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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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ale bars is 0.2 μm                      (b) Scale bars is 50 nm 

        

                (c) Scale bars is 10 nm                    (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s 

Figure 3-5 TEM images of graphen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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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ale bars is 0.2 m            (b) Scale bars is 50 nm 

    

(c) Scale bars is 10 nm          (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s 

Figure 3-6 TEM images of graphene/PtRu. 

 

3.1.2 石墨烯/PtRu材料分析 

在石墨烯的研究當中，拉曼光譜分析是公認用來鑑定石墨烯品質最可靠且快速的量測方式，因此

本研究使用拉曼光譜儀檢測石墨烯與石墨烯複合物之品質，並驗證石墨烯與其複合物之光譜組成結果。 

圖 3-7 為石墨烯、石墨烯/Pt 及石墨烯/PtRu 三種材料分別進行拉曼光譜量測之結果，粉體狀之石

墨烯主要分析峰值為在 1350 cm-1 左右之 D-band 以及 1580 cm-1 左右之 G-band，完美的單晶碳在 G-

band 位置擁有較強的特徵峰，而該峰主要是由 C-C 伸縮振動所形成，D-band 則是由於缺陷誘導的振

動，代表著缺陷的存在，所以一般常用 D-band 與 G-band 比值來判斷石墨烯品質之好壞，假如數值越

高，則表示缺陷越多。由於本研究所採用之石墨烯為機械剝離法所製備，其優點為導電性良好且不經

化學氧化製程，故所得之石墨烯品質優異，從峰值能量大小所計算出單純石墨烯之 ID/IG 值為 0.15，

代表著石墨烯僅有微小 D-band 產生，擁有良好之品質。而在複合 Pt 及 PtRu 金屬顆粒後的石墨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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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從原本 0.15 僅升至 0.31 及 0.26，表示即使複合了 Pt 及 PtRu 金屬顆粒，石墨烯品質僅有些微的改

變。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墨烯/Pt 及石墨烯/PtRu 複合材料方面，並沒有因為石墨烯複合金屬顆粒而有其

餘的特徵峰值產生，與相關文獻對照後也是得到相同的結果，原因是因為拉曼光譜原理是藉由照射特

定波長的雷射光(Laser)當光源來激發材料，並觀察晶格及分子的振動模式、旋轉模式等，有時候會因

為激發特定材料所得到的光譜訊號較微弱，導致拉曼光譜儀無法顯示出該材料特徵峰值，或是被其他

雜訊峰值給覆蓋掉。在峰值位置的部分則從原始石墨烯位於 1338 cm-1 之 D-band 與 2675 cm-1 之 2D-

band 偏移至石墨烯/Pt 位於 1342 cm-1之 D-band 與 2678 cm-1之 2D-band 與石墨烯/PtRu 位於 1343 cm-1

之 D-band 與 2686 cm-1之 2D-band，隨著複合 Pt 及 PtRu 後，整體因複合呈現藍移(Blue shift)的現象。 

 

 

Figure 3-7 Raman spectroscopy measurement of hybrid. 

 

3.2 DSSC之元件組裝 

  將製備完成之二氧化鈦工作電極(Working electrode)與對電極(Counter electrode)，中間放置60 μm

厚度meltonix 1170-60封裝膜(Hot melt surlyn)，除了避免兩電極接觸造成短路外，也能藉由加熱固化來

將兩電極板黏合，避免量測時兩電極脫落。將兩電極封裝後並注入AN-50 (Solaronix)電解液，讓電解液

以毛細現象灌滿電極，最後將電解液注入口以膠封合完成整體封裝製程，圖3-8即為DSSC元件各部分

組成圖。 

  將封裝完成之元件以銅導電膠帶接出導線以方便量測，並將I-V量測儀器之正端接對電極、負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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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電極，光源對準工作電極面即完成量測前置作業。 

 

     

(a) TiO2 electrode                      (b) Photoelectrode 

     

(c) Counterelectrode                    (d) DSSC assembly 

Figure 3-8 Photograph of component of a DSSC. 

 

3.3 DSSC之特性量測 

  由於一個優良的對電極材料主要須具備：(1)高比表面積、(2)良好的電子傳導能力、(3)良好的催化

能力，故在對電極材料特性的檢測方面將會以這三項作為評估的標準。 

  首先先對常見之濺鍍法製備Pt膜、單純石墨烯膜、石墨烯/Pt及石墨烯/PtRu四種材料做電性量測，

電性量測是藉由四點探針配合keithley 2400機台先做電阻值量測，再透過EZ-step機台測得薄膜厚度，最

後由(3-1)、(3-2)式轉換成導電率。圖3-9為四種電極材料，每種材料各取五點量測數據所得到之平均導

電率及電阻值，圖中右邊軸所代表的是電阻值，可以發現濺鍍法所製備Pt膜僅有0.41 Ω，為四種材料中

電阻值最低者，其次為石墨烯/Pt，再來是石墨烯/PtRu，最後是單純石墨烯膜。由於濺鍍法所製備之Pt

本身就具有良好的導電特性及成膜品質，故電阻值也相對較低。而可以發現單純的石墨烯所量測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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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值為31.3 Ω，是四種材料之中最高者，雖然石墨烯的理想電性可以與銀、銅、金等材料競爭，但由於

石墨烯片與片之搭接是否良好與材料製備方式皆會影響特性，故需要克服以上問題才能達到理想電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墨烯複合Pt之後，電阻值大幅下降至2.73 Ω，但在複合了PtRu之後，電阻值因為Ru

材料的複合而提升至6.44 Ω，由此可知，石墨烯不管是複合Pt或是PtRu，都能達到提升電性的效果。由

於電阻值會受到薄膜厚度所影響，為了以同一標準比較四種材料，使用(3-1)式及(3-2)式，將電阻值轉

換成導電率，所得到的數值如圖3-9左邊軸所示，分別得到濺鍍法製備Pt膜為243902.4 S/cm、石墨烯/Pt

為402.53 S/cm、石墨烯/PtRu為138.02 S/cm及單純石墨烯為55.37 S/cm，其計算出之結果與電阻值所得

之趨勢相符。優異電性僅是對電極材料所需具備特性其中之一，需對其他特性做評估後，才可判斷其

材料是否適用於對電極。 

  由於催化特性也是評估對電極材料是否適用之參考依據，本實驗透過循環伏安法 (Cyclic 

Voltammetry, CV)對四種不同材料做電極催化反應量測，使用白金網當作輔助電極，四種材料作為工作

電極，將0.001 M I2、0.01 M LiI與0.1 M LiClO4配製於乙腈(Acetonitrile)溶液中作為電解液，調整掃描速

率 50 mV/s，掃描範圍為-0.5 V~1.2 V，對每種電極材料掃描五次。循環伏安量測原理主要是施加一循

環電位，從起始電位以固定掃描速率到達終點電位，再以同樣速率掃回起始電位，形成一個循環。由

於從低電位往高電位掃描時，會形成一氧化電流之氧化峰值(Anodic peak)，而從高電位往低電位則會

形成還原峰值(Cathodic peak)，藉由峰值及電位來評估工作電極對市售電解液(AN-50)中之I−/ I3−催化特

性。 

  在本節中，使用濺鍍法製備Pt膜、單純石墨烯膜、石墨烯/Pt及石墨烯/PtRu四種材料來做循環伏安

氧化還原電位檢測，其量測結果如圖3-10所示，可以發現在濺鍍Pt膜的部分，各有兩對明顯的氧化還原

峰，左邊峰值代表的是I3− + 2e−→3I−，右邊則是3I−→I3− + 2e−，分別是由高電位掃到低電位的0.33、0.79

還原峰及低電位掃到高電位的0.4、-0.29氧化峰，其氧化還原峰值明顯，表示其具有良好的催化還原特

性。在單純石墨烯的部分，其幾乎無氧化還原峰值，氧化還原峰值不明顯代表較差的催化活性。在石

墨烯/Pt及石墨烯/PtRu複合材料的部分，石墨烯/Pt比起石墨烯/PtRu除了有較明顯氧化還原峰值外，其

峰值所對應之電流也比石墨烯/PtRu來的大，甚至大於濺鍍Pt膜。總結上述結果可以發現，石墨烯/Pt對

I−/I3−電解液具有良好催化反應，由於石墨烯及鉑本身都具有催化反應，其複合後大大增加了比表面積

及導電性，因此增加了催化特性，而複合了PtRu並沒有達到原本預期的效果，推論為Ru的存在除了降

低導電性外，Ru材料本身並沒有良好的催化效果。 

  最後，將組裝完成之DSSC進行光電轉換效率的量測，測量方式是將組裝完成之DSSC，分別將對

電極接正端，工作電極接負端，放置於校正後之太陽光模擬器正中央，固定光源與DSSC之距離為12 cm

後，工作電極面向光源在100 mW/cm−2 (AM1.5 G)條件下進行I-V量測，量測結果如圖3-11所示，而詳細

量測數據可以從表4-1得到。在表4-1開路電壓Voc的項目可以發現，四項材料所組裝之DSSC皆落在範

圍值0.5~0.7 V之中，表示電池擁有一定的品質。比較的依據主要為轉換效率(η)及填充因子(FF)，以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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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Pt膜為對電極之DSSC的轉換效率為1.52 %，優於只使用石墨烯作為對電極之DSSC的0.64 %。值得注

意的是，在石墨烯複合Pt後，效率從原本未添加之0.64 %增加至2.08 %，而再進一步複合PtRu後反而降

至1.35 %，在填充因子的部分分別是濺鍍Pt膜47.21、石墨烯為37.54、石墨烯/Pt為64.55及石墨烯/PtRu

為38.11，與轉換效率所得的趨勢相符。石墨烯/Pt由於在導電特性及催化特性都有優良的表現，故其轉

換效率最高，而在石墨烯/PtRu部分，由於複合了Ru並沒有增加催化還原特性，且導電率也較差，故轉

換效率從石墨烯/Pt之2.08 %降至1.35 %，但是接近使用濺鍍Pt膜之1.52 %，若將化鍍方式優化或是改變

PtRu之比例，期望能取代濺鍍Pt膜所製備之DSSC。 

 

 

Figure 3-9 Conductivity and resistance of sputtered-Pt, graphene film, Pt/G and PtRu/G. 

 

Figure 3-10 Cyclic voltammetry of sputtered-Pt, graphene film, Pt/G and Pt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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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11 Characteristic current density-voltage curves of the DSSCs with different CEs. 

 

Table 4-1 Counter electrode property for sputtered-Pt, graphene film, Pt/G and PtRu/G. 

 η (%) Jsc (mA/cm2) Voc (V) FF 

Sputtered Pt 7.4 15.01 0.74 67.26 

Graphene 4.8 15.55 0.67 46.33 

G/Pt 7.9 15.18 0.76 68.35 

G/PtRu 7.0 13.87 0.75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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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成功以化鍍技術將 Pt 及 PtRu 複合於石墨烯上，並將此複合材料製作於對電極，最後組裝

出 DSSC 元件。本研究期望以此快速、簡易的製程技術，降低製作成本並提升 DSSC 之性能。目前研

究成果歸納如下： 

(1) 本研究利用實驗室具備之化鍍技術，在六氯鉑酸氫：氯化釕：石墨烯=2:2:1 及六氯鉑酸氫：石墨

烯=2:1 重量比的條件下，成功於石墨烯表面複合 Pt 及 PtRu 奈米顆粒，其粒徑分布石墨烯/Pt 為 1.5~5 

nm 及石墨烯/PtRu 為 2~4 nm。 

(2) 本研究製備出之石墨烯/Pt 及石墨烯/PtRu 複合材料其電性從原本未複合之 31.3 Ω、55.37 S/cm 提

升至 2.73 Ω 及 6.44 Ω，導電率為 402.53 S/cm 及 138.02 S/cm，並且透過拉曼光譜檢測得知，其石墨

烯/Pt 及石墨烯/PtRu 計算出的 ID/IG 比僅從單純石墨烯之 0.15 升至 0.31 及 0.26，此結果代表經過化

鍍製程之後，複合材料並不會對品質造成重大改變。 

(3) 本研究對四種對電極材料進行循環伏安法量測，於-0.5 V~1.2V 範圍以 50 mV/s 掃描速率進行反覆

掃描，其濺鍍 Pt 層擁有明顯之氧化還原峰值，具有良好氧化還原特性，而石墨烯/Pt 及石墨烯/PtRu 複

合材料雖然在氧化峰值上沒有濺鍍 Pt 層明顯，但其峰值所對應之電流較濺鍍 Pt 層大，表示其擁有良

好之催化特性。 

(4) 本研究將封裝完成之 DSSC 元件進行 I-V 曲線量測，於 100 mW/cm−2 (AM 1.5 G)條件下，經計算

得出，石墨烯/Pt 對電極之轉換效率為 7.9 %填充因子為 68.35，比廣泛應用於 DSSC 之濺鍍 Pt 層 7.4 

%、填充因子為 67.26 來的高，且在複合 PtRu 之效率也有 7.0 %、填充因子 67.68，接近濺鍍 Pt 層之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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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展望 

  本計畫主要針對實驗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與結果，提出幾點建議，並指出未來研究可進行

之後續發展方向： 

(1) 石墨烯/PtRu 複合材料雖然能有效降低石墨烯導電性，但在催化特性及 DSSC 效率上並沒有顯著

的提升效果，因此，未來可以嘗試使用不同比例之 Pt 及 Ru 或是更改複合的材料(Ex: 氧化還原石墨

烯)來探討對效率的影響。 

(2) 目前 DSSC 由於成本等因素導致無法普及化，未來可嘗試各組成部分都使用石墨烯取代，包括石

墨烯透明導電基板、石墨烯/二氧化鈦工作電極等，預期能降低整體成本及提升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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