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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概述 

近年来钙钛矿太阳电池因其创纪录的高效能、低廉的制造成本而备受瞩目，因此应用于

评价太阳能电池测试系统的需求应运而生。 

对于光源部分，现有模拟太阳能光源较常使用的一般是氙灯，但其具有一定的应用局限

性，包括使用寿命短，价格高昂，输出光源为点光源，放热严重等缺点，这些限制因素都影

响实验室采样的稳数据定性和可靠性。LED光源具有使用寿命长，光衰不明显，体积小，功

耗低，并且为冷光源，在集合以上优点的情况下，利用算法组合优化各种波长的比例，可以

制备出发射模拟太阳光光源的 LED 面光源，从而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更有保障的采样稳定性

和可靠性。 

另外一方面，影响钙钛矿电池商业应用的主要原因是其电池的稳定性，目前钙钛矿电池

仅能在使役条件下工作数月，而传统的硅电池能够工作超过 25 年。良好的电池封装结构可

以使电池隔离水氧，使的电池的寿命得以延长，更重要的是在科研过程中屏蔽这些因素对材

料测试结果的影响。目前科研过程中封装器件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多为一次性永久封装，而

且在封装过程中会对材料引入损伤。普瑞材料开发了一款免封装的太阳能电池测试夹具，使

用时封装过程简单，无需高温烧结、紫外照射，无化学反应，该夹具体积小巧、安装拆卸均

可在手套箱内操作完成，取出手套箱即可直接使用。 

本产品集合模拟太阳光 LED 面光源、配合可重复使用的无损免封装夹具及配套电池性

能测试软件系统，为钙钛矿研究工作者量身打造的一款专门的便捷式的太阳能电池测试系

统。 

1.2 术语与缩写解释 

缩写、术语 解 释 

Voc 电池开路电压 

Isc 电池短路电流 

Pmax 最大电池功率 

Jsc 短路电流密度，Jsc=Isc/A（A：电池表面积） 

PCE% 光电转换效率，PCE=Pmax/（A*光功率密度） 

FF% 填充因子，FF=Pmax/（Voc*Isc） 

V@Pmax 最大电池功率时电压值 

I@Pmax 最大电池功率时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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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测试 I-V测试中，电流 I与电压 V之间的关系 

IT测试 放电中，测试电流 I与时间 t之间的关系 

正扫 I-V测试中，测试电压列表由小到大排列 

反扫 I-V测试中，测试电压列表由大到小排列 

2、系统综述 

系统由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组成。 

硬件包括电脑（客户自备）、PURI 2400源表-8通道电子负载、密闭样品盒、全光谱 LED

老化测试光源（LED光源）。 

 

图 2-1 系统组成部分 

整体测试架构由一个 PURI2400 源表及 8 个电子负载做组成，各个通道可以独立进行测

试，测试分为 I-V测试和 I-t放电测试，测试模块时序如下图所示。 

 

为了适应多通道电子负载放电测试与共用源表扫描 I-V测试，软件分为总控制窗口与

单通道测试窗口，总控制窗口显示各个通道测试结果，分配通道进行 I-V测试，控制单通

道测试结束等，软件运行如下图所示。 

PURI2400 源表 

-8 通道电子负载 

全光谱 LED 老化

测试光源 

密闭样品盒 

电脑（自备） 

IV 扫描次数 n 次 

IV 间隔 

时间 I-V-测试 I-t 放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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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软件界面 

3、运行环境 

3.1 硬件要求 

电脑主机硬件要求：CPU双核 2.0Ghz及以上；内存 4G及以上，硬盘：500G及以上。 

电脑需要安装 CH340驱动，用以驱动 SMU进行通信。 

3.2 操作系统 

系统要求：win7，win10系统，支持 X86、X64 系统，支持专业版。 

4、系统操作说明 

4.1 系统安装、部署 

普瑞材料提供软件安装包，打开安装包路径……\install\Volume\setup.exe,双击即可

自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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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系统安装图 

一直点击下一步，即可完成程序安装。 

将软件设置成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软件，这样软件才能修改配置文件。 

 

图 4-2 软件启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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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软件操作 

双击软件图标，打开软件，显示总控制窗口。 

  

图 4-3 系统总控制窗口 

 

总控制窗口中配置通信串口、数据存储文件夹，控制单通道测试按钮；显示可用通道、

显示各测试通道测试结果。（软件初次运行，需要首先配置文件存储文件夹） 

左上侧列表显示当前可用空闲通道，左下侧列表显示需要进行 I-V测试排队序列。 

中间信息汇总列表显示各个通道的测试结果进程。 

按钮区控制各个通道测试进程。各个测试按钮功能如下： 

1、 选择 SMU 通信串口号，点击 connect按键进行通信连接。 

2、 点击 New 按键，新建测试序列。 

3、 在信息汇总列表中选择相应通道测试序列，点击 View按键，将该测试序列显示

到前窗口。 

4、 在信息汇总列表中选择相应通道测试序列，点击 Abort 按键，结束选中的测试

序列。 

5、 点击 Abort ALL结束所有测试序列。 

在总控制窗口点击 New按钮，新建一个测试序列，选择一个测试通道后显示单通道测试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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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通道选择窗口 

 

图 4-5 单通道测试窗口 

单通道测试窗口中左侧是测试参数。 

上方控制区有开始、停止、导出测试参数、导入测试参数四个按键，退出测试序列在总窗口

中进行。 

中间图表中，上图表显示 I-V 扫描曲线，下图表显示放电测试曲线 I-t。 

下方信息显示区显示 I-V 测试结果。 

测试过程中产生的 IV 结果数据、IV 过程数据、会被存储到数据存储文件夹中。保存命名方

式如下： 

表 1：数据文件命名规则 

IV 结果数据 Note_通道数_分析结果.txt 

IV 原始数据 Note_通道数_原始数据.txt 

软件初次运行，在总控制窗口设置数据存储文件夹。 

Note 值在多次测试中不进行修改，会产生同文件名，系统会提示是否覆盖同名文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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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参数说明 

参数 解释 备注 

Note 测试样品备注 关联测试数据存储文件名 

IV list I-V扫描电压序列类型 分别是：线性电压分布、

指数电压分布、指定电压

分布 

正反扫 勾选表示 I-V需要反扫，否则只进行正

扫 

 

MPPT 勾选表示测试完 I-V后进行放电测试  

起始电压（V） I-V扫描起始电压 根据选择的测试电压序列

类型，起始电压、终止电

压、测试点数，自动生成

电压 List 

终止电压（V） I-V扫描终止电压 

测试点数 I-V扫描电压测试点数 

Voltage list 

file 

指定压电分布文件路径 

扫描间隔（ms） 每个测试电压点之间的时间。 注意该值不能低于 50ms 

延迟时间（ms） I-V正扫与 I-V反扫之间的等待时间 建议设置 1000 

IV扫描次数 单个通道 IV扫描次数，正扫或者正扫+

反扫为一次 IV扫描 

 

电池面积 根据实际电池面积进行设置 单位：cm² 

光照强度 根据实际光照强度密度进行设置 单位：mW/cm² 

IV间隔时间 两次 I-V测试之间间隔时间 该值不能低于 5min 

IT间隔时间 放电测试期间询问电流间隔时间 该值不能低于 5s 

放电类型 放电测试设置电压类型 分别是最大功率放电、开

路放电、短路放电、自定

义电压放电 

放电电压 自定义电压放电设置的电压值  

Axis Y display 放电测试图表 Y轴显示的数据类型 分别是 Jsc和 PCE 

 

各参数可以如下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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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IV-IT 测试说明图例 

控制区按键功能说明 

设置好参数后，点击开始按键，该测试序列向总控制窗口发出 I-V 测试请求，待总控制窗口

中 I-V 空闲状态，将允许待测列表中最先请求的测试序列进行 I-V 测试，其他通道进行等待，直

至 I-V 再次处于空闲状态。 

点击结束按键，将会提前结束该测试序列的测试动作。 

点击导入测试参数，系统会提示用户选择保存好的配置文件，文件格式为 ini 文件。 

点击导出测试参数，系统会将当前测试参数全部导出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存储格式为 ini

文件。 

导出参数与导入参数的不同操作在于前者需要设置一个文件名，后者选择一个 ini 文件。 

新建的测试序列会自动导入上一次的测试参数。 

IV 指示灯与 It 指示灯分别指示当前处于何种测试状态。 

表 3：显示参数说明 

名称 解释  名称 解释 

Voltage 放电电压值 V@Pmax 最大功率下电压值 

Number of scanned 当前 I-V 测试次数 NIP/PIN 电池方向 

Voc 检测开路电压值   

IV 扫描次数 6 次 

IV 间隔 

时间 IV 单次轮询测试 

扫描间隔≥50ms 

延迟时间=1000ms 

正扫 

扫描间隔≥50ms 

反扫 

扫描电压 扫描电压 

IT 放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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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导入导出参数文件对话框 

曲线查看工具 

测试过程中，图标显示为自动更新，在测试完成后，可以通过曲线查看工具对曲线进行

响应操作，通过图形工具选板查看曲线的细节。 

 

 

图 4-8 图形工具选板 

  

放大/缩小等 

光标操作 移动波形 

连续放大 

连续缩小 显示全部 

显示所选 

垂直框选 

水平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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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勾选曲线前面的可见复选框显示/隐藏曲线。通过图例中曲线形式修改曲线的显示

形式及颜色等信息。 

 

图 4-9 图例显示及修改 

查看串口号 

该软件需要使用串口通信，对查找对应串口号如下步骤所示： 

Win7系统 

1、 在电脑桌面上，找到计算机，单击右键，选择属性。 

2、 打开界面后在左边选择设备管理器。 

3、 找到 端口（COM和 LPT)。 

Win10系统 

1、 同时按下 Windows+X，选择设备管理器。 

2、 找到 端口（COM和 LPT)。 

 

图 4-10 查看串口号 

 

可见复选框 

曲线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