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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点

由于许多这些较大的格式以及吸引制造商
注意的其他技术是需要将电池切成三块或
甚至更多块，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电池切
割肯定会继续成为光伏制造的核心。

但这并非没有挑战或风险。传统的切割工
艺是激光划线然后再机械裂片。这种激光
划线方法需要大约晶圆厚度的30%-50% 
的划线深度并导致太阳电池切割边缘的严
重损坏以及微裂纹，两者都对电池的性能
产生负面影响。 

热激光分离 (TLS) 基础知识

TLS 是来自微电子工业的著名工艺。 多年
来伴随着领先制造商的行业参考，该工艺
在半电池切割方面已得到很好的应用。

TLS 工艺是一种用于脆性材料如硅、碳化
硅和砷化镓的无损伤激光芯片切割技术。 
它依赖于被定义和受控应力场的应用由基
于激光的加热和随后的冷却进行工艺。 因
此，裂纹被引导穿过整个电池并从而获得
两个半电池。

由于 TLS 是一个劈裂工艺，因此需要初始
划线 (I-scribe) 来为分离提供明确定义的
起点。 然而，与需要后续机械断裂的传统
划线相比，这种初始划线非常细微 (只有几
微米深、宽和长)。随后基板被激光局部加
热和被伴随的去离子水雾冷却，通过巧妙
地叠加这两个区域产生了由拉伸和压缩应
力组成的应力场在其中引入裂缝机制，与
任何可能的晶界或优选的断裂方向无关。

与传统的分离技术相比，TLS 的优势在于
其干净、无微裂纹的边缘。 分离边缘不会
发生晶体损坏—迄今为止由于烧蚀区域

中重新固化的硅的位移这种损坏很常见。 
与激光切割相反，不会发生凸起和出现粉
尘因为基板只是被加热而不是汽化。采用
TLS™ 工艺的太阳电池的机械稳定性明显
高于传统工艺的太阳电池，这个工艺不会
留下任何残留物。

这导致显着的模块功率增益和较少的模
块功率降级。创新的冷却工艺比任何其他
工艺可实现更快的温度消散，从而在硅层
和其他温度敏感涂层或沉积层上获得最
佳结果。

半电池和条电池模块的优势

当前行业使用切割电池的标准模块采半

电池布局生产，这需要在电池中间进行切
割。 藉由这种布局模块受益于更高的效
率。 通过使用 TLS进一步优化了电气特性
而切割电池的断裂强度也得到显着的改
善，这导致模块的寿命更长。

随着下一代模块 — 所谓的叠瓦模块 — 
TLS 切割电池的优势正获得更多动能。与
半电池模块相比，叠瓦模块不仅保证了更
高的效率和模块功率输出且由于其美观的
外观特别适合屋顶应用。然而，叠瓦模块
的架构需要将电池切割成多个条片而切割
的电池尺寸越小无缺陷的平滑边缘就越重
要。在每个电池的切割次数增加之下，切
割技术的影响越来越相关，这包括分离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将太阳电池切成半片已成为光伏制造的主流策略。通过使用这些技术，模块
级的额定功率和机械强度都得到了显着提高。这也是使最近转向更大的电池格式以及随之而
来的模块额定功率跃升的关键发展之一。

使用热激光分离技术将太阳电
池切割成半电池或条电池

Fig.1: TLS原理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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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条的机械和电气特性。

在增加切割次数的同时轮廓面积比也一
并增加（对于半电池 1 次切割是必要的，
对于叠瓦模块最多则执行到 6 次切割）。
通常，这会导致太阳电池切割边缘处的复
合损失。由于 TLS 切割的完美边缘质量，
与激光划线和裂片工艺相比边缘复合显着
减少 [1]

此外，在之后的金属化工艺，也称为边缘
钝化，可以进一步减少切割边缘的复合损
失而因此可为叠瓦概念的理想解决方案用
以实现最高的性能提升。由Fraunhofer 
ISE 在 TLS 切割电池上获得专利的 
Passivated Edge Technology (PET) 
的结果表明，由TLS 技术分离的叠瓦条电
池可以恢复一半因分离而引起的损失，其 

pFF 增加高达 +0.7%abs。 这使 TLS相对
于激光划线和裂片更有明显优势，并证明
了需要具有平滑切割边缘的 TLS 低损伤分
离工艺才能完全符合先进的边缘钝化工
艺。Fraunhofer ISE 钝化边缘技术由氧化
铝沉积和后续退火工艺组成 [2]。 

在构造叠瓦模块时断裂强度的相关性也
在增加。在模块生产过程中薄条电池的处
理以及加注于切割边缘上的机械负载，使
用边缘质量降低的电池条会导致良率损
失。TLS 由于切割边缘质量高提供了最佳
的断裂强度（Fig. 3）。

行业认可的激光设备

3D-Micromac进一步改进了其 
microCELL 切割系统使用TLS 技术。 新

型 microCELL MCS 可实现每小时 6,000 
多片晶圆（full-cells）的最高产量，并且能
够将 M2 至 M12/G12 尺寸的单晶和多晶
硅、方形和伪方形晶圆切割成半电池或叠
片电池（将一个电池切成六或更多条）。 
因此，通过六条电池切片技术一个 TLS 系
统每小时可生产 36.000 个电池条。

microCELL MCS 允许高达 500 毫米/秒
的进给速率。与所有 microCELL™ 系统
一样，工艺是“on the fly”进行的。高度
改进的运输系统可确保切割边缘的张力降
低，尤其是在切割次数增加的情况下。

3D-Micromac – 卓越的微加工

3D-Micromac 是激光微加工领域的领
先专家，总部位于德国。他们的技术和系

Fig. 3: 使用激光划线切割 (LSC) 和 TLS 从正面和背面切割的全电池和半电池的韦伯特性 [3]

Fig.2: 分离边缘比较：左侧是激光加工裂片后的边缘，右侧是 TLS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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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已成功应用于全球各种高科技行业，例
如 光伏、半导体、玻璃和显示行业。

在光伏领域，3D-Micromac 通过 
microCELL™ 系统彻底改变了电池和制
造生产。 由于机械和电气优势热激光分离 
(TLS) 的无损伤切割工艺在下游市场中越
来越重要。作为半电池切割设备的市场领
导者，3D-Micromac 现正推出能够切割
叠瓦电池的突破性设备。

该公司专注于以质量和最高产量为目标的
独特技术，为生产中的所有不同激光工艺
提供解决方案，如电池切割、激光接点断
开和掺杂，以及用于加工柔性薄膜太阳电
池的独特激光系统 。

3D-Micromac 使用自有设备齐全的应
用实验室，拥有经验丰富的应用和工艺工

程师，在工艺的开发和建立以及选择合适
的机器配置方面均能为客户提供完善的
支持。

联系：

3D-Micromac AG

Technologie-Campus 8

09126 Chemnitz, Germany

Tel. +49 371 40043-222

sales@3d-micromac.com

     www.3d-microm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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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3D-Micromac 的新型微电池 MCS 激光切割系统。 新工具通过使用 TLS 技术实现了每小时 6,000 多片晶圆（全电池）的最高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