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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鑲嵌氧化鋁矽奈米複合結構之退火及抗菌特性研究 

陳鼎鈞、施漢章* 

中國文化大學奈米材料研究所 

*E-mail: hcshih@mx.nthu.edu.tw  

摘要 

本研究成功將銀奈米粒子與銀離子在經過溶凝膠法(sol-gel)反應之後均勻嵌載氧化矽鋁的

非晶結構表面及內部，其中鋁原子的導入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為銀離子(Ag
+
)均勻分佈在整

體二氧化矽載體的主要原因。[AlO4 ]
-四面體結構和Ag

+的交互作用導致Ag
+藉著庫倫靜電

力散佈在主體結構，進而完整呈現Ag
+嵌載在Al-O-Si鍵結狀態的結構。擁有此特殊結構的

樣品之後經由氧氣氣氛的退火處理保持溫度範圍區間介於250-1000
◦
C。銀原子和一價銀離

子在表面的比例是不斷隨著退火條件而改變，原則上可劃分成三階段演變態，低溫銀粒子

率先還原在表面，當溫度漸升銀原子滿足離子化條件隨即轉換成離子態，更高溫甚至可能

有液化與脫落的現象發生。在未退火前30
 ◦
C的氧化矽鋁奈米微球展現出最適合做為抗菌材

料的性質，優點具有良好化學耐久性，抗菌能力符合高標準，還有潔白的外觀感受。退火

後的樣品雖不具有特別吸引人的抗菌顏色外貌，最終卻發現銀的熱穩定性變化趨向。這些

結果顯示本研究在生醫材料領域具有前瞻性的發展潛力。 

 

Silver-Embedded on Aluminum/Silica 

Nanocomposite:Annealing and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Ding-Jun Chen, Han C. Shih
*
 

Institute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isty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have successfully prepared an ionic silver(Ag
+
) uniformly incorporated into 

amorphous silica/aluminum framework and silver nanoparticles was embedded on its surface by 

sol-gel process, which introduce controlled Al atoms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overall Silica 

matrix. It attributed that the premier reason for silver ions uniformly distribute in entity of silica 

carri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lO4]
-
 tetrahedral structure and Ag

+
 result in uniform Ag 

+ 

distribution in matrix by electrostatic force, and then Ag
+
 embedded Al-O-Si structure is 

revealed. The Ag 
+
 embedded Al-O-Si structure was then annealed in O2 atmosphere range from 

the temperature 250
◦
C to 1000

◦
C. The surface composition ratio of silver atoms and monovalent 

silver ions were changed with annealed condition constantly, which could divide into the three 

steps transition. Silver nanoparticles reduced on the surface at lower temperature initially. As 

temperature gradually increased, silver atoms immediately fulfilled ionization requiremen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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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ing to the ionic state. Furthermore, it might take place melting and desquamation at 

higher temperature. The sample A before annealing at 30
◦
C emerges the most desirable prop- 

erty as an antibacterial material. The advantages possess chemical durability, high standard 

antibacterial ability and colorless appearance. Thought the samples after annealing do not 

include appealing color, the evolution of silver thermal stability are eventually found out. These 

consequences present prospective development in biomaterial. 

 

一、前言 

奈 米 科 技 的 先 驅 ， 一 般 認 為 是 在 1991 年

S.Iijima 學者，透過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發現奈米碳

管後開始蓬勃發展。「奈米」指的是長度的量測單

位，一奈米相當於十億分之一公尺(1nm=10
-9
m)，大

約幾個原子串聯的長度。奈米材料的定義是，有一

個維度以上的的尺寸在100nm以下的超細微結

構。根據空間維度可劃分成具代表性零維奈米材料

的量子點，一維奈米材料的奈米線，二維奈米材料

的薄膜及三維尺度均在奈米範圍內的奈米粒子。 

由於奈米結構所呈現出獨特不同於塊材的物

理化學及生物性質，最感興趣的部分就是一旦材料

尺寸邁入奈米等級後，已經跳脫古典物理學解釋分

析的侷限，不單純的物理性質、化學性質及光電性

質必須伴隨著表面效應、小尺寸效應、量子穿隧效

應及體積效應的註解，正因這些特殊的性質引起世

界各研究界的高度矚目，並投入龐大的心力進行相

關的製程與應用研究，而本實驗在奈米科技的研究

方面也累積不少的成果。 

在陶瓷微球的製備上，傳統上還是應用溶凝

膠法的原理，其優點眾多涵蓋產物分散性佳、均勻

度高、又能在低溫下反應生成等等，都是溶凝膠法

仍然廣為接受且保有相當的利用價值的主要原

因。應用層面橫跨粉體、碳管、薄膜、纖維，甚至

是多孔性物質。 

本實驗對於氧化鋁矽奈米微球的合成上採用

改良過的溶凝膠法，經由一步驟(one-step)製程將部

分銀離子還原在表面，最被矚目的特點在於結構中

鋁原子的關鍵性角色，讓其餘的的銀以正一價離子

態穩定存在於氧化鋁矽球內層的構形中。銀奈米粒

子因有高表面積與接觸面積與銀離子均具有高效

能的抗菌能力，而其與氧化鋁矽微球結合的複合材

料除了能夠增添抗菌材料在色澤上純淨的觀感，卻

依然能保持極高的抗菌能力，因為純奈米銀粒子本

身是深色系，而氧化鋁矽奈米微球顏色則是純白，

結合後造成光學性質局部改變的結果而影響外觀

呈現近似白色。 

本研究利用以改良溶凝膠法控制部分反應時

間的酸鹼度合成出氧化鋁矽奈米微球，平均粒徑在

500nm左右，表面接附的銀奈米粒子尺寸分佈範圍

平均在3-7nm之間，粒徑變化是退火溫度的函數。

高溫熱處理退火全程在純氧氣的氣氛下進行，控制

流量讓退火過程銀奈米粒子漸趨熱穩定平衡。表面

銀離子的出現是鋁原子取代矽原子形成[AlO4]
-
四

面體結構以及氧化性氣體如氧氣同時作用的產

物，小尺度銀奈米與銀離子在抗菌的表現及相關的

分析討論，在後續都會做更進一步的探究。 

 

二、實驗過程與步驟 

【一】、實驗材料 

1. 四乙氧基矽烷(tetraethyl orthosilicate):Si(OC2H5)4 

(98%),又稱為TEOS,分子量208.33 

2. 乙醇(ethanol):C2H5OH(99.99%),分子量46 

3. 硝酸銀(sliver nitrate):AgNO3(99.9%),分子量169.87 

4. 含 水 硝 酸 鋁 (aluminum nitrate 

enneahydrate):Al(NO3)3．9H2O,分子量375.13 

5. 去離子水(DI water):H2O,分子量18 

6. 氨 水 (aqueous ammonia solution):NH4OH, 純 度

30-33wt%,分子量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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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步驟 

溶液A:取4.2g四乙氧基矽烷與17.42g無水乙

醇混合成溶液，於35℃下用磁石攪拌器10分鐘,使

四乙氧基矽烷均勻分布在乙醇溶劑中。 

溶液B:分別取0.23g含水硝酸鋁與0.1g硝酸銀

溶解在4.38g去離子水中，接著滴入微量氨水維持

pH值=6.5，同樣以35℃的溫度攪拌10分鐘，藉由攪

拌使銀氨離子與氫氧化鋁均勻分佈在溶液中。將A 

溶液緩緩倒入B溶液中，在相同的條件下均勻攪拌

40分鐘，再次加入氨水100ml控制pH值=12.7以加速

縮合速率縮減形成懸浮微粒的時間，並在35℃持續

攪拌17.5小時，待完全反應後得到奈米顆粒懸浮溶

液。取出上層部分的懸浮液用離心分離機將固液相

分離利用質量密度的差異導致受到不同向心加速

度的原理，使用時間5分鐘。接著倒掉液體部分，

再重複用酒精洗滌兩次同樣離心分離3分鐘。去除

酒精後置入烘箱中在50℃下烘乾24小時,最後的產

物白色粉末即為含有銀鋁的二氧化矽奈米微球。 

二階段製程為將烘乾完的粉末取適量至船型

氧化鋁坩鍋，擺放坩鍋入水平式高溫爐管中熱源的

中心位置。開啟抽氣幫浦先將管內壓力抽到10
-4
 torr 

讓管內處於真空狀態,保持穩定真空度後再緩慢以

流量4sccm通入氧氣，抽氣與通入氧氣同時進行使

壓力維持在5×10
-2
。在此狀態條件下開始升溫，升

溫速率設定在100℃/小時，當升溫達到預設溫度則

持溫1小時，最後讓樣品自然冷卻到室溫收集不同

退火溫度的試樣粉末。 

 

三、結果與討論 

【一】、表面形貌與顯微結構分析 

（1） SEM 

將經過標準製備程序製作好的樣品送進SEM 

可清楚的觀察到氧化鋁矽奈米微球均勻分散無聚

集現象產生。圖一為退火前低倍率大區域的氧化鋁

矽奈米微球平面層狀分佈照片。而圖二的單顆奈米

微球可估算平均粒徑為500nm，表面上的銀奈米粒

子因尺寸過小無法在SEM的倍率底下成像。而退火

過後的奈米微球即使銀的密度、尺寸、大小有顯著

的變化，在SEM仍然觀察不見，需要仰賴後續的

TEM的技術輔助。 

 

 
圖 1 氧化鋁矽奈米微球低倍率 SEM 照片 9000 倍。 

 

 
圖 2 氧化鋁矽奈米微球高倍率 SEM 照片單顆

80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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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EM 

由於銀奈米粒子的尺度大部分都在10nm以

下，唯有依靠TEM的高能電子束穿透得到電子訊號

後轉換成清晰的影像，因此TEM的重要性遠高過於

SEM，圖三為不同退火溫度之氧化鋁矽奈米微球的

單顆TEM照片，平均粒徑清楚的顯示約為500nm，

與SEM不同的是銀顆粒清晰暴露於奈米微球表面。 

 

 

 
圖 3 不同退火溫度氧化鋁矽奈米微球低倍率單顆

TEM 照片。Scale bar = 100nm 

 

•退火前：銀奈米顆粒尺寸平均小於3nm，

銀的分佈均勻且密度較低具有較佳分散性。 

•退火至250℃：銀顆粒尺度最大約在20nm，

不過數量很少。銀顆粒彼此間空隙銳減，因此看起

來擁有最緊密的散佈密度，平均粒徑也是所有退火

溫度裡最高的6.5nm。 

•退火至400℃：銀顆粒尺寸相較250℃小約

分佈範圍在正負5nm，且依然保有高散佈密度。 

•退火至600℃：與400℃的差異在於銀顆粒

尺寸較小平均都在4nm左右，卻仍然有接近相同的

密度分佈。 

•退火至800℃：與600℃的差異在於銀顆粒的數目

變少導致銀的分佈密度明顯降低，唯一不變的是粒

徑平均尺寸同樣約為4nm。 

•退火至1000℃：明確指出銀顆粒已經透過某種機

制變化成看不見的銀離子，因此奈米微球表面呈現

平滑曲面。 

 

 

 
圖 4 計算不同退火溫度銀奈米平均粒徑根據的

TEM 照片。Scale bar = 10nm 

 

 

平均粒徑尺度的計算是根據圖四TEM照片上

隨機分佈的銀奈米粒子，在個別退火溫度任意選取

十個粒徑相近的粒子，利用軟體統計估算所得，表

一記錄所有選定的值及平均尺寸做為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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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整不同退火溫度樣品的銀奈米粒徑分佈以

其平均粒徑。 

 

【二】、光學性質量測－紫外-可見光光譜儀

(UV-visible) 

由紫外-可見光光譜儀(UV-visible)偵測銀奈

米特性波長的方式也能證實銀在表面顆粒大小及

覆蓋密度狀況，光譜所呈現的是銀奈米粒子吸收訊

號和氧化鋁矽奈米微球散射訊號的相互制衡現

象。在圖五的結果中確切表明當退火前的樣品(30 

℃) 受入射光照射後有微弱的銀奈米吸收和氧化

鋁矽的散射訊號，原則上銀的粒徑小於5nm就凸顯

不出在420nm附近的表面電漿子共振效應，因此佐

證說明了在未退火前的樣品表面狀況，銀奈米粒子

的平均大小不足有3nm，訊號為散射主導造成在

400-440nm的譜線些微隆起。800℃因為和30℃有相

似的圖譜所以並無表示，就銀的表面狀況推測原理

和30℃相同。 

 對於250℃的樣品表面吸附最多的銀奈米粒

子，小顆的都有接近7nm的水平，甚至鮮少出現的

大顆粒徑都至少有20nm以上，此現象很真實的反

應的UV-visible圖譜上，在波長420nm出現強烈的特

徵吸收峰，證明了吸收遠大於散射訊號的結果。 

當退火溫度介於400℃和600℃時，偵測出的

波形近趨類似，皆是吸收峰被明顯壓低且逐漸寬

化，變寬的主因在於吸收訊號逐步被散射訊號掩蓋

掉，相較於退火前又有較大幅度的抬升，由於表面

的銀奈米有3-5nm的吸收端貢獻，加上氧化鋁矽也

有足夠的散射訊號，才有這類形式的圖形產生。

1000℃ 由於銀含量極少幾乎不見吸收訊號，因此

呈現水平狀。特別附上樣品A二階段退火用N2混H2

的氣氛，因為由銀離子還原出的銀粒子粒徑偏大，

吸收特徵峰出現明顯的紅移現象。 

 
圖 5 不同退火溫度及方式的紫外-可見光光譜圖。 

【三】、抗菌試驗 

將氧化鋁矽奈米微球的粉末與高分子塑料聚

乙烯以適當比例混鍊成如圖六的母粒後，經由熱加

工形成圖七的薄膜再去執行標準的抗菌試驗方法

JIS Z2801。檢測的菌種對象分別是大腸桿菌以及金

黃色葡萄球菌，將製備好的抗菌薄膜(樣品組)及不

含氧化鋁矽奈米微球的純聚乙烯薄膜(空白組)分

別覆蓋在不同菌種的培養皿，等待抑菌作用24小時

之後估計殘留的菌數，透過轉換公式換算成淺顯易

懂的抗菌活性值R,表示式如下：R = logB – logC 

B= 空白組24 小時培養後沖刷之菌數；A= 樣品組

24小時培養後沖刷之菌數。 

 

 
圖6 高分子抗菌母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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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高分子抗菌薄膜照片。 

 

了解抗菌活性值的意義後就以不同退火溫度

的樣品實施標準抗菌處理程序，抗菌鑑識結果整理

成表二說明之。 

綜觀來說，當抗菌活性值R大於2.0以上其實

就給予樣品良好的抗菌評價，針對細菌就能達到不

錯的抑菌效果。所以回顧所有的標準樣品可以明確

的指出只有在1000℃的樣品無明顯抗菌能力，其他

退火溫度的樣品均展現極優良的抗菌性質，這是由

於表面銀奈米粒子此時部分變成銀離子並且有部

份的銀離子藉著高溫擴散進入氧化鋁矽更深層的

內部，另外一部份銀奈米可能因為熔化或汽化導致

逸失，所以整體與細菌產生交互作用破壞細菌蛋白

質功能的銀離子的總量變得非常少，抗菌表現固然

是預期中相對不被看好，即使樣品粉末的外觀是純

白無瑕的顏色，也不能做為抗菌劑的成份。 

 

 

表 2 不同退火溫度樣品和聚乙烯合成抗菌劑之抗

菌試驗結果。 

 

 

四、結論 

1. 本實驗採用改良過的Stöber method以溶凝

膠法反應做為基礎架構成功以一步驟(one-step)製

備銀奈米粒子鑲嵌在氧化鋁矽奈米微球表面的結

構。單分散的奈米微球平均粒徑在電子顯微鏡的觀

察下約為500nm。 

2. 高溫爐管設備提供合成的樣品粉末進行

高溫熱退火處理，在氧氣氣氛的作用下將樣品退火

到五種溫度，最低250℃至最高1000℃，包含未退

火總共六個樣品，各個呈現出不同的色澤，表面銀

奈米粒子與溫度的演變關係須仰賴TEM分析鑑定。 

3. 因為銀奈米粒子的尺度屬於奈米級，SEM 

觀察到所有樣品的表面狀況如出一轍，只有在TEM 

的高倍率輔助才能精確觀察銀奈米粒子的成長形

貌。在低溫退火250℃的情況下，銀奈米粒子首先

會先會由奈米微球內部的銀離子還原而來。 

4. 光學性質方面的分析在UV-visble吸收實

驗中，證明當銀奈米粒子滿足特定大小時吸收訊號

的貢獻遠大於氧化鋁矽的散射訊號，波峰位置完全

符合理論值420nm附近。當銀粒子密度跟尺度下降

的同時，訊號慢慢由散射主導，透過光譜圖的趨勢

走向合理說明測量到的光學特性。 

5. 退火前後的所有樣品粉末和高分子塑料

聚乙烯(PE)混成的抗菌壓，抗菌結果顯示除了退火

至1000℃的樣品其餘都表現出極優良的抗菌性

質。在未退火前的氧化鋁矽奈米微球最有抗菌材料

的價值，優點具有良好化學耐久性，殺菌能力突

出，值得一提的是白色外觀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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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濺鍍成長三氧化鎢薄膜電致色變薄膜之研究 
*雷健明、羅誼珺 

中國文化大學奈米材料研究所 

*
E-mail: ljm9@faculty.pccu.edu.tw  

摘要 

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電色材料為三氧化鎢電致變色裝置（Electrochromic Device，

ECD），其特性是當電致變色物質受到外加電場的影響時，會改變對光的吸收能力，

而導致顏色及穿透率的變化且具可逆及持續性。其可應用的範圍相當之廣泛，在使用

於節約能源上可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太陽能板或觸控式螢幕上….等。三氧化鎢

相對於其他電色材料(如:氧化釩,氧化鉬…等)有較高的變色效率，所以使用作為本研究

對象。本研究將探討，利用陶瓷靶射頻磁控濺鍍法製備三氧化鎢薄膜可望其薄膜特性

比傳統金屬鎢靶直流濺鍍法更佳，並在不同參數條件下，對電致變色效應的影響；三

氧化鎢膜厚度，濺鍍氣壓與氣氛，濺鍍基板溫度與濺鍍速率。藉由這些探討，找到比

傳統直流濺鍍法更佳之濺鍍參數，以期望達到最佳的變色效率。 

關鍵字：三氧化鎢、射頻磁控濺鍍、薄膜 

Study the electrochromic properties of tungsten 

oxide films prepared by RF magnetron sputtering 

Chien-Ming Lei
*
 and Yi-Jun Luo 

Institute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work, we study the electrochromic properties of tungsten oxide films 

prepared by RF magnetron sputtering on ITO glass substrate. The tungsten oxide 

films have the large application potential for the Smart window, green energy, and 

touch display panel. The structure property, oxygen content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lectrical and optic properties of tungsten oxide thin films were 

investigated under various annealing gas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ill show 

that the tungsten oxide films have the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fabrication a 

multilayer electrochromic device. 

Keywords: tungsten oxide, RF magnetron sputtering, thin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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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自工業發展以來，人類活動所使用的媒、石

油、天然氣等…，造成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增

加，經紅外線輻射吸收留住能量，導致全球表面

溫度升高，加劇溫室效應，相對的也造成空調負

載過重，目前許多科學家及工程師欲藉由電致色

變的技術進入智慧型窗戶的時代(smart window)取

代傳統的玻璃窗戶，在能源短缺的今日其優點在

於節省能源，可藉由施加的電壓來過濾可見光中

高能量的波長，而減少冷氣的使用以達到節省能

源。 

薄膜鍍層會因為吸收外來的能量而使薄膜顏

色改變這種材料稱之為電致色變材料，這些材料

依照吸收不同能量的方式而有不同的名稱分為三

種：(一)電致色變材料(二)熱致色變材料(三)光致

色變。 

本研究所要製備的電致變色裝置(Electro- 

chromic Device，ECD)
[1-3]如圖一所示，在施加正

向或逆向偏壓時會因為改變電致變色材料的內建

電場，由於電場的影響而光頻率的吸收能力改

變，而導致顏色及穿透率的變化且具可逆及連續

性。不同電致變色物質或製程因為能隙寬度的影

響，具有特定之電致色變波段，可調節與控制不

同波長之入射量，達到濾光、明暗控制、節約能

源的目的。而其應用的範圍相當廣泛，例如：圖

案看板或數字顯示器，飛機駕駛艙的擋風玻璃，

可變色的太陽眼鏡，或用於汽車後視鏡習稱之為

藍鏡，具體應用在建築物的窗戶，稱之為智慧型

玻璃(Smart Window)，它可以減少因白天陽光照射

時所產生的熱，間接的降低因需要使用空調系統

而消耗的電力。 

電致變色的材料通常可分為無機材料及有機

材料兩種。本實驗使用全固態無機材料，有別於

傳統有機材料會有漏液及壽命縮短的問題。電致

色變材料以著色分為陰極著色和陽極著色兩類；

無機材料在陰極著色的過渡金屬氧化物有WO3，

MoO3，V2O5、Nb2O5和TiO2。在陽極變色的過渡

金屬氧化物元素，如Ir、Rh、Ni、Co。 

其中最具代表性三氧化鎢膜具有可逆佳、著色

速率快、記憶效果佳、廣角大、價格便宜而被廣

泛的應用，因此選用它作為無機材料研究的對

象。三氧化鎢膜的電致變色作用與其微觀結構有

密切關係。結晶性或非結晶性的薄膜，他們的電

色機制完全不同，所以表現出來的光譜特性也就

有所差異。成色理論可分為價間電荷遷移理論，

色心理論，能帶成色理論，雙相位理論，Drude 理

論，反應速率的快慢取決於離子濃度、氧空缺、

溫度[4]。 

一般成長三氧化鎢薄膜的方法有多，比較常見

的方法如：物理氣相沉積(PVD)、化學氣相沉積

(CVD)、濺鍍法(sputter deposition)、溶膠凝膠法

(sol-gel method)、電鍍法(electro-deposition)、脈衝

雷射法(Pulsed laser deposition)、噴塗法(spray)等。

本實驗所用濺鍍法沉積薄膜、鍍膜平整且無孔隙

與龜裂、使製程連續化減少製程二次性汙染。 

 

 

 

 

 

 

 

 

 

 

 

圖1電致色變元件組裝。[1] 

二、 實驗步驟 

本實驗採用射頻磁控濺鍍法(radio refrequence 

magnetron sputtering)製備陶瓷靶三氧化鎢薄膜，靶

材直徑為2英吋，工作氣體為巧充公司所生產的高

純度氬氣及氧氣。基材在使用前先將導電玻璃ITO

做清潔步驟依序如下：使用去離子水(DI water)、

酒精(Ethanol)、丙酮(Acetone)以超音波震盪機各震

盪15分鐘清除表面汙漬及有機物。將取出來的試

片吹乾，迅速放入真空腔中準備濺鍍。 

基材置入真空室後，先以機械迴轉幫浦

(machine pump)抽至3×10
-3左右，再使用冷凝幫浦

抽至2×10
-6以下持續半小時，並且加熱基板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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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此時導入Ar氣氛O2氧氣在不同的氧氣氛下

沉積，靶材表面濺鍍前處理以去除雜質及氧化

層，調整濺射功率到(100W)
 [5]。 

此次實驗所用的FE-SEM 為6335F-JOEL，

進行鍍膜表面形態分析，加速電壓10kV，電流

12A。X 光繞射儀(Bruker D2phase )分析薄膜晶體

結構，使用銅靶Cu Kα(k=1.5418Å)波長做為光源，

操作條件：掃描範圍2θ角度繞射從20°到80°間，工

作電壓30KV，實驗流程圖如圖二。退火處理的條

件：濺鍍完的三氧化鎢薄膜放置高溫爐中，以每

分鐘升高5℃的速率加溫到450℃，在450℃持溫4

小時，再以每分鐘下降5℃的速率冷卻，到達室溫。 

 

 

 

 

 

 

 

 

 

 

 

 

 

 

 

 

圖 2 實驗流程圖。 

三、結果與討論 

(一)未著色三氧化鎢鍍薄膜表面顏色 

比較不同的氧氣氛下電致色變顏色的變化，

從圖三中(a)可知三氧化鎢薄膜在未通氧氣氛的情

形下，由色心理論得知在有氧空缺下WO3-X中的氧

會不足而造成三氧化鎢薄膜是N型半導體(n-type)

屬於氧化還原中的氧化態，也可從三用電表上的

數值判斷。 

 

 
 

 

 

 

 

 

圖 3 三氧化鎢薄膜在不同氧氣氛下的情形。 

(二)XRD 

經過退火處理後經XRD繞射分析薄膜微觀性

質的影響，可以從圖四熱處理XRD分析(紅色線為

純ITO的圖形，黑色線為ITO上鍍WO3)得知三氧化

鎢薄膜若是超過450℃熱處理，會有很尖銳的peak

出現比對圖五未熱處理XRD發現兩者的圖形會由

原本繞射的非晶相結構轉變為結晶相的產生[6-8]由

此可以說明經過熱處理後的試片緻密性變好，薄

膜平整。 

 

 

 

 

 

 

 

 

 

圖 4 熱處理 XRD。 

 

 

 

 

 

 

 

 

圖 5 未熱處理 X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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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EM 

由SEM的截面圖看到三氧化鎢薄膜經過熱處

理之後消除內部應力，因此更為致密結晶結構的

產生，也可以和XRD的圖形相呼應其peak尖銳代

表其緻密度很佳，所以退火後的薄膜表面比未退

火處理的薄膜更為平滑，圖六未退火處理共三層

依 序 (Ta2O5-WO3-ITO) ， 圖 七 經 退 火 處 理

(WO3-TaO5)。 

 

 

 

 

 

 

 

 

 

 

 

圖 6 未熱處理 SEM。 

 

 

 

 

 

 

 

 

 

 

圖 7 熱處理 SEM。 

四、 結論 

1.比較不同的氧氣氛下電致色變顏色的變化，可

知三氧化鎢薄膜在未通氧氣氛的情形下，由色心

理論得知在有氧空缺下 WO3-X 中的氧會不足而造

成三氧化鎢薄膜是 N 型半導體(n-type)屬於氧化還

原中的氧化態，也可從三用電表上的數值判斷。 

2.在經過退火處理後對薄膜微觀性質的影響，可

以藉由XRD繞射數據分析得知三氧化鎢薄膜若是

超過 450℃做熱處理，則會由原本非晶而轉變成結

晶的產生。 

3.由 SEM 的圖可以看到三氧化鎢薄膜經過熱處

理之後消除內部應力，因此更為致密結晶結構的

產生，所以退火後的薄膜表面更為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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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xFeCoNi 合金腐蝕特性研究 

林巳軒、曹春暉*  
中國文化大學奈米材料研究所                                                                        
*
Email:chtsau@staff.p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用 CrxFeCoNi 基金屬合金測量電化學性質，分別以 FeCoNi、

Cr0.5FeCoNi、CrFeCoNi 三種金屬合金來做研究，並比較鑄造狀態及熱處理後之差

異。實驗是使用市售硫酸調配成 1M的硫酸溶液，並改變不同的實驗溫度，以恆電

流/恆電位儀測量金屬合金在不同溫度下硫酸溶液中的極化曲線，來測定其腐蝕電

位、腐蝕電流、鈍態區間電位。電化學實驗結果顯示，含 Cr 的合金經過熱處理後

較不耐腐蝕，而不含 Cr 的合金熱處理後抗腐蝕會提升，隨著硫酸的溫度提高，鈍

態區電流會向高電流方向偏移，而鈍態膜現象也會隨之減少。 

關鍵詞：FeCoNi、CrxFeCoNi、極化曲線、微結構 

 

Study on the Corrosion Behaviors of 

CrxFeCoNi Alloys 

Si-Xuan Lin and Chun-Huei Tsau
*
 

Institute of Nanomaterials,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s study measured and compared the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CrxFeCoNi alloys, including the FeCoNi, Cr0.5FeCoNi, and CrFeCoNi alloys under 

as-cast and as-annealed states. The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hose CrxFeCoNi alloys 

were tested in the solution of 1 M H2SO4 solution, and the testing temperatures were 

30˚C, 40 ˚C, 50˚C, and 60˚C.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lloys containing Cr would be 

easily corroded under as-annealed state; and as-annealed FeCoNi alloy had better 

corrosion resistance. Furthermore, the currents of passive regions would gradually 

increase when the testing temperatures increased. Increasing the testing temperature 

would result in decreasing the passive regions. 

Key words: FeCoNi, CrxFeCoNi, Polarization curve, Micro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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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熵合金(high entropy alloy)，亦可解釋為高亂

度合金，其主要的概念是有多個主元素的合

金，也就是含 n 個主要元素的 n 元合金。由

於傳統上合金的開發，大部份是以一個元素為

基地相，再添加其他元素產生固溶或析出相以

改良合金的特性。例如鋼鐵材料以鐵元素為

主；鋁合金以鋁元素為主；銅合金以銅元素為

主；鎳基超合金以鎳元素為主，其合金單一主

元素都超過50%以上，接著科學家們又發現了

以兩種不同元素為基地之介金屬化合物如

Fe-Al、Ni-Al、Al-Cu 等系統的介金屬超合金。

所有材料的研究開發及使用一直都在這個框

架下運作與收成，材料科學原理及材料工程的

範圍亦因此受到限制而無法包羅萬象。所以高

熵合金跳脫傳統上一個元素為基地相觀念，使

得材料的研究領域更為寬廣，不再受到傳統觀

念的制約與束縛，令人期待有更多更好的材料

被發現及應用。探究以往多元素高熵合金未能

受到重視及發展的原因可能是傳統合金尚有

研究發展的空間，無迫切轉往非傳統觀念方向

思考之必要；受傳統觀念的制約與束縛，容易

被誤導而認為多元素高熵合金將產生金屬間

化合物，不僅難以分析掌握且材質易變脆。有

鑑於此，清華大學葉均蔚教授實驗室提出「多

元高熵合金的概念」，不再以單一元素為主，

而改採多主元素的方式，使得合金的結構及特

性將不再是可以預期的，也因如此，多元高熵

合金特殊的機械性質可供研究及應用，就傳統

合金的研究發展已接近飽和的現在，適時為合

金設計與應用領域開創一個新的空間。 

本實驗是在研究FeCoNi基合金的電化學性

質，使用的合金主要是FeCoNi, Cr0.5FeCoNi, 

CrFeCoNi, 以及1000˚C熱處理2小時來與鑄造

狀態的合金做比較，分別改變成不同的實驗溫

度，以恆電流/恆電位儀測試。 

二、實驗 

    本實驗是使用鐵、鈷、鎳三種元素為基

質，添加鉻元素來作為比較。熔煉所用的儀器

為氣氛保護之真空電弧熔煉爐(Arc-Melter)。將

熔煉成形後的三種合金取一半進行熱處理，使

用大氣高溫爐先升溫到 1000˚C 後放入三種合

金，處理時間為 2 小時，完成後取出空冷。將

各合金切成同半徑圓柱狀，以銀膠黏接銅線

24 小時自然風乾後鑲埋於環氧樹酯內。每次

做電化學實驗之前，要先以砂紙研磨至 1000

號，然後洗淨試片，以清除表面自生氧化層，

研磨洗淨後立即開始進行實驗，實驗使用之電

化學儀器為 AUTOLAB 公司之 PGSTAT30。測

試前先通入氮氣 10~15 分鐘以達到除氧的效

果。試片研磨洗淨後先將試片通入-0.4V 之電

位，並處理表面 300 秒，OCP 電位平衡時間

900 秒後以每秒 0.001V/s 進行掃描，掃描範圍

由是以 OCP 為基準，從-0.5V~2V，實驗中必

須持續通入氮氣以達到除氧的效果。由此實驗

可以從極化曲線得到腐蝕電位(Ecorr)、鈍態區

間電位、以及利用 Tafel 斜率求出腐蝕電流密

度(Icorr)等資訊。利用恆溫水槽來達到測試溶

液能夠改變其溫度，另外也使用溫度計置於溶

液中來確認實際溫度；使用 1M 之硫酸溶液，

分別改變其溫度 30℃、40℃、50℃、60℃等

四種溫度來測試其電化學性質。 

三、結果與討論 

圖 1 為各試片的 XRD 分析圖，鑄造狀態及經

過熱處理各試片後依然維持單一 FCC 結構的

固溶相。亦即是，添加 Cr 對於此系列合金的

晶格常數及結晶型態並無太大之影響，這應該

是此四種元素的原子尺寸差異不大。另外，熱

處理的影響在 XRD顯現不出來，鑄造狀態及熱

處理後狀態結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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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六個合金的 XRD 分析圖 

 

圖 2 為六種合金 FCN (即 FeCoNi鑄造狀

態)、FCN-1000 (即 FeCoNi 熱處裡後狀態)、

Cr0.5FCN ( 即 Cr0.5FeCoNi 鑄 造 狀 態 ) 、

Cr0.5FCN-1000 (即 Cr0.5FeCoNi 熱處裡後狀

態 )、CrFCN (即 CrFeCoNi 鑄造狀態 )及

CrFCN-1000 (即 CrFeCoNi 熱處裡後狀態)於

1M 的硫酸溶液中的極化曲線，由圖中我們可

以得知，在不同溫度中，六種合金皆會產生鈍

態膜，由整個曲線來看，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

鈍態區的變化，整個曲線的趨勢是往右邊偏

移，表示隨著溫度的上升會使得和金鈍態區的

電流密度會逐漸的向高電流密度偏移，而鈍態

電位(Epp)與臨界電流密度(Icrit)也皆有上升的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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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r0.5FCN-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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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六種合金在 1M 濃度的硫酸容易

之 30˚C、40˚C、50˚C、60˚C的極

化曲線 

圖 3 為鑄造狀態與熱處理後的腐蝕電位比

較，由圖可知經過熱處理後，含 Cr 的合金腐

蝕電位會下降，而不含 Cr 的合金腐蝕電位會

上升。 

 

(a)Cr0.5FCN 

 

(b)CrFCN 

 

(c)FCN 

圖 3 鑄造狀態與熱處理後的腐蝕電位

比較 

圖 4 為鑄造狀態與熱處理後的腐蝕電流密度

比較，由圖可知經過熱處理後，含 Cr 的合金

腐蝕電流密度會增加，而不含 Cr 的合金腐蝕

電流密度會下降。 

 

 

(a)Cr0.5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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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FCN 

 

(c)FCN 

圖 4 鑄造狀態與熱處理後的腐蝕電流

密度比較 

 

圖 5 為鈍態區間電位比較圖，我們可以發現

鈍態區間隨著溫度上升而下降。 

 

(a)Cr0.5FCN 

 

(b)CrFCN 

 

(c)FCN 

圖 5 鑄造狀態與熱處理後的鈍態區間

電位比較 

 

另外，由鈍態區間電位比較圖發現，在熱處理

後，含 Cr 的合金鈍態區間變大，而不含 Cr

的鈍態區間變小，可以說明在熱處理後，含

Cr 的合金在鈍態膜形成後，抗腐蝕較佳，而

不含 Cr 的反之。 

四、結論 

本實驗研究 FeCoNi 合金，以及添加不同比列

的 Cr 元素，再將合金額外時效熱處理來對

照，測量在 1M 硫酸溶液中的腐蝕行為，改變

溶液的溫度來測量試片的極化曲線。由研究結

果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結論: 

1. 鑄造狀態及經過熱處理各試片後依然維

持單一 FCC 結構的固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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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種合金於 1M的不同溫度硫酸溶液中皆

會產生鈍態膜，隨著溫度的上升會使得合

金鈍態區的電流密度會逐漸的向高電流

密度偏移，而鈍態電位(Epp)與臨界電流密

度(Icrit)也皆有上升的趨勢。 

3. 經過熱處理後，含 Cr 的合金腐蝕電位會

下降，而腐蝕電流密度會上升。不含 Cr

的合金腐蝕電位會上升，而腐蝕電流密會

下降。 

4. 鈍態區間隨著溫度上升而下降。熱處理

後，含 Cr 的合金鈍態區間變大，而不含

Cr 的鈍態區間變小，可以說明在熱處理

後，含 Cr 的合金在鈍態膜形成後，抗腐

蝕較佳，而不含 Cr 的反之。 

5. FCN 合金隨著溫度升高，耐腐蝕性急遽

下降，而加入 Cr 後，耐腐蝕性較不易隨

溫度變化而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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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電阻金屬氧化物薄膜之研究 

黃章彥、曹春暉*  

中國文化大學奈米材料研究所 

Email：chtsau@staff.pccu.edu.tw 

摘要 

    本論文是以多個金屬元素依照比例製成的合金靶材，再將靶材鍍製成合金薄膜，主要

是研究合金氧化物薄膜其溫度與導電性質的影響，目的在於找尋最佳電阻的合金氧化薄

膜。本論文使用到的靶材有 CrFeCoNi、TiCo1.5Ni1.5，再將靶材以高真空濺鍍機鍍製於經過

1000℃氧化 12小時的矽晶片上。製得的合金薄膜放置於真空高溫爐內，分別做 500℃、600

℃、700℃、800℃、900℃、1000℃ 30分鐘的退火處理，觀測合金薄膜退火處裡後其前後

微結構變化以及退火前後電阻變化，選取 CrFeCoNi 在 600℃、700℃；TiCo1.5Ni1.5在 800

℃、900℃，最佳電阻的薄膜置於真空爐下再進行不同時間的熱處理，觀察不同合金氧化

物薄膜的耐高溫能力。 

關鍵詞：CrFeCoNi、 TiCo1.5Ni1.5、氧化物薄膜、電阻 

     

Study on the Low Electrical Resistivity Metal Oxide 

Thin Films 

Zhang-Yan Huang and Chun-Huei Tsau* 

Institute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rFeCoNi、TiCo1.5Ni1.5  alloy thin films. These thin films were 

produced by the high vacuum DC sputtering processing, and then, they were annealed in vacuum 

furnace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o get the metal oxide thin films. Also, their microstructures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 metal were investigated.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evaluating the 

best annealing conditions of each alloy target, and their lowest electrical resistivity under this 

conditions. 

Keywords：CrFeCoNi,  TiCo1.5Ni1.5, metal oxide film, electrical resis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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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合金靶材 CrFeCoNi、TiCo1.5Ni1.5（下

標為各元素所含原子百分比），合金是依據清華大

學葉均蔚教授於 1995年所提出的高熵合金概念來

配製。 

    本研究是延續楊雅筑之論文 TiFeCoNi合金薄

膜微結構及導電性碩士論文，將 Ti、Cr、Fe、Co、

Ni 與其他原子大小相近之金屬元素熔煉並製成靶

材，再將合金靶材鍍製成合金薄膜。觀察初鍍狀

態與經過退火處理後的微結構與電阻值變化之情

形，並更進一步研究其耐熱性。 

二、實驗 

    本實驗的 CrFeCoNi、TiCo1.5Ni1.5，下標為各

元素所含原子百分比，合金靶材是用電弧熔煉法

配製而成，再用真空直流濺鍍機來渡製薄膜。前

置工作為先將矽晶片切成適當的大小並浸放於去

離子水中，利用超音波震盪清洗晶片表面後再置

於丙酮中震盪清洗每次清洗十分鐘。將清洗完的

矽晶片放於高溫爐中 1000℃-24hr 大氣下進行氧

化處裡，目的在於生成氧化矽層使薄膜與矽晶片

不會有任何影響跟反應。 

    使用真空直流濺鍍機鍍膜之前，先將矽晶片

浸泡於丙酮中並用超音波洗淨器洗震盪 10 分鐘，

將晶片用氣槍吹乾後進行濺鍍製成。試片放入濺

鍍機腔體後，等背景壓力達 5X10
-5

Torr 後通入氬

氣進行直流電濺鍍製成 

    將初鍍完成的薄膜試片置於真空高溫爐中進

行退火，退火溫度分別為 500℃、600℃、700℃、

800℃、900℃和 1000℃，實驗在真空不同溫度下

其金屬薄膜電阻變化的時效曲線。之後再取最佳

電阻率再進行長時間高溫爐熱處理，了解薄膜其

耐熱能力。使用 SEM、X-Ray 等儀器觀察薄膜的

微結構，四點探針電阻探測儀進行量測電阻。 

三、結果與討論 

    藉由真空高溫爐將合金薄膜做退火熱處理來

消除合金薄膜內部的應力和缺陷，合金薄膜在高

溫時有極佳的電阻值。但當溫度持續上升電阻會

逐漸升高，是由於薄膜內的金屬原子因加熱時間

增長而逐漸氧化形成金屬氧化物，形成氧化物將

不再有自由電子的存在，薄膜本身也會與底下的

SiO2層發生反應，因此電阻值會升高。從 SEM 圖

上可觀察到薄膜在經過高溫退火後，其平面及截

面金相圖均產生大幅度改變，形成較大尺寸的顆

粒結構。 

    圖 1 是將經過 800℃、900℃退火 30 分鐘的

TiCo1.5Ni1.5 ； 600 ℃、 700 ℃退火 30 分鐘的

CrFeCoNi，其測試後最佳電阻係數的氧化物薄膜

的 SEM 觀察圖。在此系列橫截面圖中可發現，合

金薄膜不再是柱狀結構，而是成為類似顆粒狀結

構，SiO2 層依舊保持著完好結構，因此在測量電

阻時不會因為 SiO2或 Si基板的影響造成電阻的量

測問題。 

 

 

(a) TiCo1.5Ni1.5，800℃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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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iCo1.5Ni1.5，800℃截面 

 

(C) TiCo1.5Ni1.5，900℃平面 

 

(d)TiCo1.5Ni1.5，900℃截面 

 

(e) CrFeCoNi，600℃平面 

 

(f) CrFeCoNi，600℃截面 

 

(g)CrFeCoNi，700℃平面 

 

(h) CrFeCoNi，700℃截面 

     將經過 800℃、900℃的 TiCo1.5Ni1.5；600℃、

700℃的 CrFeCoNi，最佳電阻係數的氧化物薄膜

做更進一步的長時間高溫爐熱處理，探討薄膜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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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能力。 

    圖 2為將各合金的最佳電阻係數薄膜做 30分

鐘至 240 分鐘的熱時效曲線圖，(X 軸為熱處理時

間，Y 軸為電阻係數)由圖可知 TiCo1.5Ni1.5系列在

高溫下其耐熱性質沒有 CrFeCoNi 系列耐熱性質

來的佳。 

 

(a) TiCo1.5Ni1.5，800℃時效曲線 

 

(b) CrFeCoNi，600℃時效曲線 

 

(C)CrFeCoNi，700℃時效曲線 

 

(d) CrFeCoNi，600℃與 700℃時效曲線比較圖 

    因此我們可得知以上兩種金屬合金對耐熱性

質而言，CrFeCoNi 合金在高溫 600℃〜700℃下熱

處理 210 min〜240 min 將會出現最低電阻係數，

之後 8hr 超出參考範圍故不列入分析；TiCo1.5Ni1.5

合金在 800℃下其電阻係數隨退火時間增加而遞

增。 TiCo1.5Ni1.5 與 CrFeCoNi 做比較，發現

CrFeCoNi 其耐熱性以及電阻係數皆比 TiCo1.5Ni1.5

優良。 

四、結論 

    本論文以 CrFeCoNi、TiCo1.5Ni1.5合金靶材，

利用高真空直流濺鍍系統製備合金薄膜，以不同

退火溫度下選取最佳電組率薄膜再進行長時間高

溫爐熱處理進行耐高溫試驗可得知以下結論： 

1. TiCo1.5Ni1.5 合金薄膜在退火溫度 800℃、900

℃30 分鐘有較低電阻，CrFeCoNi5合金薄膜在

退火溫度 600℃、700℃30分鐘有較低電阻率。 

2. CrFeCoNi 合金在高溫 600℃〜700℃下耐熱

處理 210 min〜240 min 將出現最低電阻率，

TiCo1.5Ni1.5合金在 800℃做耐熱處理下沒有低

電阻率現象發生。 

3. TiCo1.5Ni1.5、CrFeCoNi 合金薄膜在高溫長時

間退火後，電阻率明顯上升，主因為合金薄

膜的氧化，和薄膜與 SiO2/Si 基板發生反應，

形成化合物所造成。 

4. 本實驗得到最低電阻發生在 TiCo1.5Ni1.5 合金

薄膜退火溫度 800℃30 分鐘，電阻率為

188.33μΩ-㎝；CrFeCoNi 合金薄膜退火溫度

700℃30 分鐘電阻率為 42.06μ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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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使用能表現半乳糖甘酶 β-galactosidase (β-gal) 之 Pichia Pastoris 酵母菌，使用

SDS/chloroform進行Pichia Pastoris 酵母菌細胞通透(permeabilization)，再利用洋菜膠(agar)

將其進行固定。實驗分別以 5 種試劑進行酵母菌細胞通透測試，結果顯示以 01.94×10
-3 ％ 

SDS /3.80 ％ chloroform 通透效果最佳，其 β-gal 活性可達 7.5×10
3 
unit/mg cell，在將通透

過後的酵母菌細胞用洋菜膠進行固定化測試，結果顯示以 2% 洋菜膠之固定化效果最好。

對此固定化酵素進行各種反應條件探討，最佳條件如下：在 pH＝7.5，溫度 28 ℃，反應

20 分鐘的情況下酵素活性有最高值 3.4×10
2 
unit/mg cell。  

關鍵字(Keywords) : 固定化酵素、半乳糖甘酶、細胞通透、酵母菌、洋菜膠、SDS/chloroform 

The Study of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Immobilized β-galactosidase 

S.Y. Wang
1
 , J.M. Wu

2* 

1
Institute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β-D-galactosidase from Pichia pastoris ZGZA.Permeabilization of Pichia pastoris cells in 

relation to β-gal activity was carried out using SDS/chloroform to avoid the problem of β-gal 

activity. The cell Permeabilization were tested by using different ratio of SDS/chloroform and get 

a best ratio (1.94 × 10-3 % SDS / 3.80 % of chloroform) to give highest β-gal activity (7.5 × 103 

unit / mg cell).Next, the cell was immobilized on agar. Different process parameters (biomass 

load, pH, temperature, and incubation time) were optimized to enhance the highest β-gal 

activity .The highest β-gal activity was observed Immobilized of 2% agar with 9.94 mg DW 

yeast biomass after 20 min of incubation period at optimum pH of 7.5 and temperature of 28 ℃. 

Keyword : immobilized , galactosidase,  permeability, yeast, agar,  SDS / chloro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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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固定化酵母菌細胞在近年來成為一個主要的生物

技術應用，因為可以省略將酵素進行純化的步

驟，且在某些環境下固定化酵母菌細胞會比固定

化酵素更加穩定，因此讓固定化酵母菌細胞之研

究進行得很順利[1]，而固定化方式決定於酵素的

種類、細胞的通透性、分子量、基質與產物的類

型。對於整個酵母菌細胞而言，因為細胞膜滲透

性的關係會使得細胞內酵素的活性值非常的低，

而且也有可能因為其他酵素的影響干擾了實驗結

果導致錯誤的實驗解釋，因此細胞通透性是細胞

內酵素生產的的關鍵因素之一[2]，所以細胞在進

行通透過程時必須要能破壞細胞膜但又維持著酵

素的活性。在實驗中將細胞打破的方法大致上分

為兩種，一為利用化學品進行細胞通透(例如:酸、

鹼或者是介面活性劑)另一種為物理法將細胞膜完

全破壞(例如超音波打破細胞、利用壓力來使得細

胞破碎、使用超音波均質機或者是玻璃珠來進行

細胞打破)[3-8]。而將微生物或者是酵素進行固定

化後應用於生物反應上，並廣泛的討論[9-10]。 

β 半乳糖玵酶廣泛的存在於各種動物、植物、細

菌、酵母、真菌或黴菌中[11]，β 半乳糖玵酶會將

牛奶與其他乳製品中的乳糖水解為葡萄糖與半乳

糖，降低乳製品中的乳糖含量，提高乳製品的可

消化性，，解決大多數人乳糖不耐症的問題。利

用乳糖發酵來進行 β 半乳糖玵酶的生產是一個很

不錯的方法。因此在本實驗中選用了 Pichia 

Pastoris GS115/ZGZA當作 β 半乳糖玵酶來進行水

解測試，然而將細胞進行反應測試時，由於細胞

膜上得滲透性不佳，使得活性值非常低。為了提

昇細胞的通透性，在此選擇了五種化學通透方法

進行比較，在將進行化學法通透過後含有 β 半乳

糖玵酶的細胞進行了洋菜膠固定化的測定其活

性，且測定其最佳反應溫度、pH 值和時間。結果

和未進行固定化的通透細胞進行比較。 

二、材料與方法 

(一) 菌株與培養基 

本研究使用能表現半乳糖甘酶 (β-gal)之 

Pichia Pastoris GS115/ZGZA菌株。培養基為 YPD 

(1% yeast extract、2%pepton、2% glucose)  

(二) 培養條件 

從-80℃冰箱中取出適當量的 P.pastoris 菌液

加入 3ml 的 YPD 中進行試管活化。將 50ml YPD

裝入 250ml的搖瓶中，加入適量的活化菌液（OD600

＝12～15），使其初始 OD保持為 0.01 進行培養，

培養兩天後變加入最終濃度為 0.5%（v/v）甲醇進

行誘導，之後每天添加一次，培養條件為 250rpm、

30℃、共培養 9 天。培養完後將菌液保存於-20℃

待用。 

(三) 乾重 

取10ml的菌液將其離心(10000rpm、10min)

後，使用去離子水清洗回溶清洗三次，在置於烘

箱中烘乾稱重。 

(四) 以CTAB試劑進行通透細胞  

從-20℃取 1 ml 菌液離心後用 1 ml 的 Z  

buffer （ 60 mM Na2HPO4×7H2O, 40mM 

NaH2PO4．H2O、10 mM KCl、1 mM MgSO4．

7H2O、50 mM β-mercaptoethanol, pH 7.0）洗淨一

次後，加入 1ml 不同濃度的 CTAB 中，震盪 20min

後離心去除 CTAB 在用 Z buffer 回溶清洗，最後用

去離子水回溶至 1 ml。  

(五) 以DMSO試劑進行通透細胞  

從-20℃取 1 ml 菌液離心後用 1 ml 的 Z 

Buffer洗淨一次後，加入1ml不同濃度的DMSO 

中，靜置30min後離心去除DMSO在用Z buffer 

回溶清洗，最後用去離子水回溶至1 ml。 

(六) 以Triton X-100試劑進行通透細胞  

從-20℃取 1 ml 菌液離心後用 1 ml 的 Z 

B u f f e r洗淨一次後，加入 1 m l不同濃度的 

TritonX-100中，震盪20min後離心TritonX-100 

在用Z buffer回溶清洗，最後用去離子水回溶 

至1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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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以Isopropanol試劑進行通透細胞  

從-20℃取 1 ml 菌液離心後用 1 ml 的 Z 

B u f f e r洗淨一次後，加入 1 m l不同濃度的 

isopropanol中，靜置30min後離心isopropanol在用Z  

buffer回溶清洗，最後用去離子水回溶至1 ml。 

(八) 以SDS/chloroform試劑進行通透細胞  

從-20℃取 1 ml 菌液離心後用 1 ml 的 Z 

Buffer 洗淨一次後，加入 0.01 ml 不同濃度的 SDS

和不同比例的 chloroform，震盪 20min後離心去除

SDS/chloroform後在用 Z buffer 回溶清洗，最後用

去離子水回溶至 1 ml。 

(九)利用洋菜膠進行固定化酵母菌細胞 

將通透過後的菌液(0.25、0.5、1ml)分別加 

(2%、5%、8%)的agar水溶液(l)中，待其冷卻後在

將固定化的agar凝膠進行分割(6mm、4mm、2mm)

進行活性測定，在將最佳固定化條件進行最佳反

應性測定。 

(十) β-gal活性測定 

取 0.05g 的固定化全細胞加入含有 500ul 的 Z 

buffer(PH=7)、100ul ONPG 的微量離心管中，反

應條件為 28℃、10 min，最後加入 250ul 的 1M 

Na2CO3終止反應，將比色槽放入分光光度計中偵

測 OD420的讀值，最後代入公式 (1)計算。 

 

1 unit的 活性定義為28 ℃下，在一分鐘

內水解10
-9莫耳ONPG的酵素含量，然後為了獲得

一個共同的基礎，因此將活性轉換為每毫升乾菌

種的活性。 

3.結果與討論 

(一)以 CTAB 當作細胞通透方式之探討  

以 CTAB 做為細胞通透試劑時，其結果如圖

一(a)所示，CTAB 通透效果隨濃度增加而有所提

升，但當濃度超過 3 % 後可能會因為試劑濃度過

高而影響酵母菌通透效果導致其活性下降，因此

選用 CTAB 最為通透試劑時其最佳的通透濃度為

3 %，其 β-gal 活性可達 3.55×10
4
 U/ml。。 

(二)以 DMSO 當作細胞通透方式之探討 

 以 DMSO 當作細胞通透試劑時，其結果如圖

一(b)所示，當 DSMO 濃度達 40%有最佳通透效

果，但是當濃度超過 40%時可能會因為試劑濃度

過高而導致活性降低，因此利用 DMSO 當作通透

試劑時其最佳通透濃度為 40%，其 β-gal 活性可達

2.16×10
4
 U/ml。。 

(三)以 Isopropanol 當作細胞通透方式之探討 

以 Isopropanol 當作細胞通透試劑時，其結果如圖

一(c)所示，其通透效果會隨著 Isopropanol 濃度提

升有所提升，但是當濃度超過 40%時可能是因為

試劑濃度過高而導致活性降低，因此利用

Isopropanol 當作通透試劑時其最佳通透濃度為

40%，其 β-gal 活性可達 6.91×10
4
 U/ml。。 

(四)以 Triton X-100 當作細胞通透方式之探討 

以 Triton X-100 做為細胞通透試劑時，其結

果如圖一(d)所示，Triton X-100 通透效果隨濃度增

加而有所提升，但當濃度超過 0.0015 % 後可能會

因為試劑濃度過高導致其活性下降，因此選用

Triton X-100最為通透試劑時其最佳的通透濃度為

0.0015 %，其 β-gal 活性可達 6.2×10
4
 U/ml。 

(五)以 SDS /chloroform 當作細胞通透方式之探討 

 以 SDS /chloroform做為細胞通透試劑時，先

固定 chloroform 濃度為 1.9% 再測定 SDS 的最佳

反應濃度其結果如圖一(e)所示，通透效果會隨著

SDS 的濃度提高而有所提高，但當濃度超過 1.9×

10
-3 

%時可能會因為試劑濃度過高而影響酵母菌通

透效果導致其活性下降，因此 SDS 的最佳的通透

濃度為 1.9×10
-3 

%，其 β-gal 活性可達 6.83×10
4
 

U/ml。因此將 SDS 最佳濃度固定為 1.9×10
-3 

% 進

行測定最佳的 chloroform 濃度，其結果如圖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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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通透效果會隨著 chloroform 的濃度提高而

有所提高，但當濃度超過 3.8
 
%時可能會因為試劑

濃度過高而影響酵母菌通透效果導致其活性下

降，因此 chloroform的最佳的通透濃度為 1.9×10
-3 

%，其 β-gal 活性可達 7.53×10
4
 U/ml。因此選用

1.94×10
-3 ％ SDS /3.80 ％ chloroform 做為酵母

菌細胞的通透試劑，因為其加入進行通透反應後

在進行 β-gal 活性測試，其活性有最高值 7.53×10
4
 

U/ml，再將利用此最佳試劑通透過後酵母菌細胞

利用洋菜膠進行固定化並測試其最佳反應條件。 

(二) 以 agar 凝膠進行固定化全細胞之最佳反應性

條件探討先將進行通透過後的酵母菌細胞分別加

入 2%、5%、8%的 agar 凝膠中進行活性測定，其

結果如圖 

二(a)所示 2%的 agar 凝膠有最佳的活性值 243 

U/min mg cell，而隨著濃度的提高其活性值下降，

是因為當 agar 濃度提高時會造成膠體結構過於緻

密，導致反應活性降低。再依上述條件進行測試 

            
(a)CTAB                                  (b)DMSO 

                
(c) Isopropanol                            (d) Triton X-100 

               
(e) (SDS) /chloroform                         (f) SDS/(chloroform)      

圖 1 利用不同試劑進行通透(a)CTAB(b)DMSO (c) Isopropanol (d) Triton X-100 (e) SDS/(chloroform) (f) 

(SDS) /chloro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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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不同的固定化細胞量與固定化體積之最佳反

應當裁切為 2mm大小的方式下去進行最佳反應條

件之應值，發現活性值會隨著添加細胞量的多寡

而有所提昇，而固定化體積則是隨著體積越小活

性值越大，因此選用添加 9.94mg cell 且將固定化

體積探討，其最佳反應時間如圖二(b)所示，活性

值會隨著反應時間提昇而有所提昇，且與未進行

固定化之通透過後的酵母菌細胞相比需反應更

久，是因為進行固定化後凝膠的包覆而導致基質

的傳輸速率下降。而其最佳反應溫度如圖二(c)所

示當溫度達到 28℃時有最佳的活性值，不過當溫

度提高時其活性值會降低，將固定化全細胞與未

進行固定化之酵母菌細胞相比可發現當溫度提高

時固定化全細胞可保有的活性比起未進行固定化

之酵母菌細胞高，因此可表明經由固定化後可提

昇其耐熱性。圖二(d)為測定最佳反應 pH值，由圖

可知固定化全細胞後其最佳反應 Ph值有所變化且

在強酸強鹼下可保有較大的活性。綜合上述之條

件，可發現其最佳反應條件為 2%agar 在包覆

9.94mg cell 的酵母菌細胞裁切成 2mm 大小於 28

℃、pH 值 7.5 且反應 25 分鐘的情況下有最高值

3400 U/min mg cell。 

 

四、結論 

本實驗利用 Pichia Pastoris GS115/ZGZA 來進行研

究，因為其含有胞內含有半乳糖玵酶，且利用了

五種化學通透方法進行通透，最後選擇了 1.94×

10-3 ％ SDS /3.80 ％ chloroform進行通透，在以

Agar 凝膠進行固定化求其最佳反應條件，結果為

2 % agar 在包覆 9.94mg cell 的酵母菌細胞裁切成

2mm大小於 28℃、pH 值 7.5 且反應 20分鐘的情

況下有最高值 3400 U/min mg cell。在本次實驗中

發現固定化全細胞可當作一個良好的觸媒，可幫

助微生物進行發酵使用，且可降低發酵成本

 

(a)不同大小與細胞包覆量與膠體濃度 

 

(b)反應時間 

 

(c)反應溫度 

 

(d)反應 pH 

 

圖 2 利用 agar 凝膠進行全細胞固定化測定最佳(a)

不同大小與細胞包覆量與膠體濃度(b)反應時間(c)

反應溫度(d)反應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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鈀黑觸媒電催化甲酸氧化反應之動力學研究 

謝宗達、林仁斌* 

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
E-mail: lrb@faculty.p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薄膜電極方法探討鈀黑(Pd-black)觸媒在酸性電解質溶液中電催化甲酸

氧化的反應動力學。利用循環伏安法多次掃描得知 Pd-black 電極的氫吸/脫附電荷量會

隨著掃描圈數的增加而漸漸減少，這是由於 Pd 觸媒表面化學吸附 H
+離子所致。再者，

氫吸附peak I (-0.125V vs. Ag/AgCl)對氫的化學吸附活性明顯高於氫吸附peak II (0.043V 

vs. Ag/AgCl)，這些現象將降低 Pd-black 觸媒在酸性電解質溶液中的電化學活化面積，

並導致觸媒活性與壽命的減退。利用線性掃描伏安法所求得甲酸分子在 Nafion 覆蓋

Pd-black 薄膜電極中的擴散係數為 1.3×10
-6 

cm
2
s

-1。與以計時安培法並藉由 Cottrell 方程

式所求得的擴散係數值具有相同的數量級(10
-6

)。所求得擴散係數值上的些微差異可歸

因於實驗誤差。 

關鍵字: 鈀、電催化、甲酸、Nafion、燃料電池 

Kinetic Study on Electrocatalytic Formic Acid Oxidation 

Reaction at Pd-Black Catalysts  

Tzung-Da Shie and Ren-Bin Lin
*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work, the reaction kinetics of electrocatalytic formic acid oxidation at Pd-black 

catalyst in acid electrolyte was investigated using a thin-film rotating disk electrode 

configuration. The cyclic voltammetric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arge for H-adsorption/ 

desorption of the electrode was gradually reduced with the prolonged potential cycling.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hat the Pd catalyst surface was chemically absorbed by H
+
 ions. 

Moreover, H-adsorption peak I (-0.125V vs. Ag/AgCl) significantly exhibited higher 

chemsorption activity than that for H-adsorption peak II (0.043V vs. Ag/AgCl). This effect 

would reduce the electrochemical active surface and in turn caused a decrease in the overall 

catalytic activity of Pd-black.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 of formic acid at the Nafion-covered 

Pt-black electrode was determined to be 1.3×10
-6 

cm
2
s

-1
 by the linear sweep voltammetry. 

Compared to the data obtained by chronoamperometry using the Cottrell equation, the values 

of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 were with the same order of magnitude. The small differences by 

these two methods were due to the experimental errors. 

Keywords: Pd, electrocatalysis, formic acid, Nafion, fue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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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從因應溫室效應的全球環境問題，到面對未

來化石能源將會枯竭的挑戰，高效率的能源轉換

與使用及替代能源的開發，是目前迫切須要進行

的工作。燃料電池為高效率、潔淨的能源轉換裝

置。從科技選擇、經濟及環境效益等角度考量，

燃料電池科技是值得投入發展的新興科技領域 

[1]。 

    燃料電池是一種新型的電化學能量轉化裝

置。只要將燃料(如氫氣、甲醇、甲酸或其他小分

子有機物等)直接導入燃料電池系統，就能將燃料

的化學能直接轉變成電能。目前發展中的燃料電

池，依電解質加以分類，可區分為鹼液型(AFC)、

磷酸型(PAFC)、熔融碳酸鹽型(MCFC)、固態氧化

物型(SOFC)、質子交換膜型(PEMFC)及與 PEMFC

同樣使用質子交換膜為電解質的直接甲醇型

(DMFC)等 [2]。若以溫度分類， PEMFC(室溫

~90ºC)，DMFC 室溫~130ºC)、AFC(室溫~90ºC)及

PAFC(180~200ºC)屬於低溫型，MCFC(~650ºC)屬

於中溫型，而 SOFC(800ºC~1000ºC)則是高溫型。 

    低溫 Fuel Cells(室溫~130ºC)的燃料可以是氫

氣及有機液體燃料。氫氣容易取得且價格不高，

轉化後的產物是水蒸氣，無污染之虞，其應用前

景看好，但是氫氣的儲存及輸送存在相當的安全

性疑慮，並且增加了燃料電池組的體積及重量，

因此為了應用在可攜式的動力裝置，在未來能研

發出安全高密度儲氫方法之前，液體燃料的使用

仍受到重視。直接式燃料電池，使用小分子有機

物(Methanol, Ethanol, Formic acid, etc.)作為低溫

燃料電池的直接燃料供應，無須中間轉化裝置，

具有系統結構簡單、燃料補充方便及體積能量密

度高等優點。 

    直接甲醇燃料電池具有高體積能量密度

(4900 WhL
-1

)，但是甲醇在高濃度時會快速的穿透

Nafion 膜造成甲醇利用率的減少以及電池的表現

不佳[3]。相較於甲醇，甲酸在 Nafion 膜上的穿透

現象較小，因此在燃料供應上可使用較高濃度的

甲酸作為進料；從自由能的計算上，直接甲酸燃

料電池(DFAFC)的電動勢比直接甲醇燃料電池

(DMFC)來的高 [4]，雖然甲酸體積能量密度

(2104WhL
-1

)比甲醇低，然而這項缺點可藉由高濃

度的甲酸來補償。因此，近年來以甲酸為燃料的

直接甲酸燃料電池亦漸漸受到注目。 

目前最常被做為直接式燃料電池電極觸媒的

是含鉑(Pt)的貴金屬觸媒[2]，並以碳黑為載體，鉑

價格昂貴導致燃料電池的單位成本偏高。鈀(Pd)

與Pt 同是第八族過渡金屬，對於電催化小分子有

機物氧化反應具有相似的催化特性及機制[5]，若

能製成具有高度電催化活性的觸媒，應用於直接

甲酸燃料電池上，應可提昇其市場的競爭力，值

得進一步研究[4]。 

文獻中，一般認為觸媒電催化甲酸氧化的機

制為Parallel or dual pathway mechanism[6] .  

HCOOH → CO2 + 2H
+
 + 2e

-
                 (I) 

HCOOH → COads + H2O → CO2 + 2H
+
 + 2e

-     
(II) 

直接氧化(Pathway I)藉由直接脫氫反應並未形成

CO 中間產物；第二種反應途徑(Pathway II)則在脫

水反應時形成可吸附於電極觸媒上的 CO 中間

物。在反應途徑 II，甲酸分子先吸附在觸媒表面形

成 COads中間物，然後再進一步氧化成 CO2氣體產

物。因此，用於直接甲酸燃料電池的陽極觸媒，

需先進行脫氫反應且需避免觸媒的毒化，並導引

甲酸分子以途徑 I 的催化機制進行氧化反應，以提

昇電池操作效率。 

文獻中，一般咸認鉑觸媒電催化甲酸氧化的

機制為上述之第二種反應途徑，因此將造成氧化

電位的提高(ca. 0.7V vs. Ag/AgCl 參考電極)；Pd 

較 Pt 具有更高的 CO 鍵結親和力，使得 Pd 有機

會能較 Pt 容易在較低過電位下氧化移除一氧化

碳及其他毒化電極的物質[5]，而且有對甲酸較高

的電催化活性。然而對於鈀觸媒電催化甲酸氧化

的動力學探討則尚不多見[7]。因此，本研究將以

薄膜電極方法探討 Pd-black 觸媒在酸性電解質溶

液中電催化甲酸氧化的動力學，並利用線性掃描

伏安法(Linear sweep voltammetry, LSV)與計時安

培法(Chronoamperometry, CA)來求得甲酸分子在

Nafion 覆蓋 Pd-black 薄膜電極中的擴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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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與分析方法 

(一) 薄膜旋轉電極之製備[8] 

將電極觸媒(Pd-black)加入去離子水，以配置

2 mg/ml 懸浮溶液，再以超音波震盪器震盪15 

min。以微量滴管取20 μl懸浮溶液，將之滴在

Glassy carbon 旋 轉 電 極 上 (Pd-loading: 204 

μgcm
-2

)，待其自然風乾，放入烘箱(70 ℃, 15 min)

確保觸媒層完全乾燥。使用微量滴管取20 μl之

5wt% Nafion滴在電極表面上，待其自然風乾

(Nafion film thickness: 8.0 μm)。放入烘箱(70 ℃, 

40 min)以將殘留在薄膜上的溶劑揮發，藉以讓薄

膜與觸媒之間更緊密接合，不易剝落。在進行電

化學量測分析前，電極必須浸泡在0.5M H2SO4(或

1M HClO4)電解質溶液中8~10 小時，以確保

Nafion 膜之潤濕。 

(二) 電化學分析實驗 

本實驗使用三電極系統電化學槽，包含 GC

工作電極、對電極以及參考電極，其中參考電極

使用的是 Ag/AgCl 電極，對電極由白金絲組成，

電解質溶液為 0.5M H2SO4(或 1M HClO4)水溶液。

測 量 的 儀 器 為 恆 電 位 儀 (CHI 611C, CH 

Instruments)，利用電腦軟體來控制並記錄實驗數

據。本研究所有電位都是相對於 Ag/AgCl 參考電

極。進行實驗測量前需通入氮氣於溶液中，以除

去系統中的溶氧；使用循環伏安法 (Cyclic 

voltammetry, CV)並設定電位在-0.197~1.253 V vs. 

Ag/AgCl 參考電極的範圍，經過數次的掃描直到穩

定的 CV 圖形出現，並藉此估算觸媒的電化學活化

表面積(EAS) [6, 8]。由於氫原子在觸媒上進行吸/

脫附程序中 Pd 會與氫原子進行化學吸附而生成

Pd 氫化物，因此不易藉此獲得真實的電化學活化

面積(EAS)，然而可以藉由表面 Pd-O 還原時，氧

還原峰的面積得知氧原子在觸媒上的脫附電荷量

並將其帶入 Eq. (1)經換算後可得到 EAS。 

 

其中 QPd-O為氧在 Pd-black表面的脫附電荷量，WPd

為 Pd-black 觸媒負載量(mg)，Q 為單位面積的 Pd

吸附氧原子所產生的電荷為 0.42 mC cm
-2。之後，

設定電位在 Pd-black 的電極的氫吸 /脫附範圍

(-0.23~0.17 V vs. Ag/AgCl 參考電極) ，以掃描速度

在 50 mVs
-1下得到不同掃描圈數下的 CV 圖。 

在得到待測電極穩定的 CV 圖譜後，加入甲

酸(Formic acid)使電解質溶液中甲酸濃度達到設定

的濃度值(0.1M)，在-0.177~0.803 V vs. Ag/AgCl 的

電位範圍下，掃描速度在 5~100 mVs
-1之間進行線

性掃描 (LSV)，以得數個不同掃描速度下的線性

掃描伏安圖譜數據。 

進行計時安培分析法(CA)分析實驗時與 CV

法相同，在得到待測電極穩定的 CV 圖譜後，加入

定量的甲酸，使電解質溶液中甲酸濃度為 0.1M。

於固定電壓-0.057 V vs. Ag/AgCl 參考電極下，進行

1000 秒的電催化甲酸氧化反應測試，並紀錄電流

與時間(i-t)的關係圖。 

三、結果與討論 

圖一是典型的Nafion覆蓋 Pd-black薄膜電極

(Pd-black 負載量: 204 μgcm
-2

; Nafion 膜厚: 8.0 μm)

在 0.5M H2SO4電解質溶液中的循環伏安圖譜。由

圖中可見，在小於 0.1 V vs. Ag/AgCl 參考電極的區

域可明顯地看出 Pd-black 對氫原子的吸附/脫附特

性尖峰，其第一個吸附峰(peak I)的位置大約在

-0.126 V，而與第二個吸附峰(peak II)的位置大約

在 0.048 V，分別表徵了不同 Pd 晶面對氫原子的

吸附特性。由 CV 實驗結果所求得 Pd-black 薄膜電

極的 EAS 為 43.0 m
2
g

-1。 

圖二是 Pd-black 薄膜電極(Pd-black 負載量: 

204 μgcm
-2

; Nafion 膜厚: 8.0 μm)在 1M HClO4電

解質溶液中多次循環掃描後所得到的伏安圖譜。

由圖中可見 Pd-black 電極的氫吸附/脫附電荷量會

隨著掃描圈數的增加而漸漸減少，這是由於觸媒

表面化學吸附 H
+離子所致。再者，氫吸附 peak I

對氫的化學吸附活性明顯高於氫吸附 peak II，這

些現象將降低 Pd-black 觸媒在酸性電解質溶液中

的電化學活化面積，並導致觸媒活性與壽命的減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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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The cyclic voltammogram for a thin-film 

Pd-black electrode in N2-saturated 0.5M 

H2SO4 electrolyte. Scan rate: 50 mV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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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The cyclic voltammogram for a thin-film 

Pd-black electrode in N2-saturated 1M 

HClO4 electrolyte. Scan rate: 50 mVs
-1

. 

圖三為 Pd-black 觸媒電極(Pd-black 負載量: 

204 μgcm
-2

; Nafion 膜厚: 8.0 μm)在添加 0.1M甲酸

的 0.5M H2SO4電解質溶液中於不同掃瞄速度下的

線性掃描伏安圖譜。在圖中可觀察到甲酸氧化的

尖峰電壓值隨著掃描速度(v)的增加而向高過電位

方向移動，這顯示在 Pd-black 電極上的電催化甲

酸氧化反應是一個不可逆的反應程序[7]。此外，

由圖中可估算在掃描速度為 5 mVs
-1 時，其

Pd-black 觸媒電催化甲酸的活性為 0.045 A mg
-1

 

(0.1 mA cm
-2

)。  

根據 Brett and Brett 的研究[9]，若電極反應為

一完全不可逆的程序，則單位面積之尖峰電流值

(IP)與掃描速度的二分之一次方(v
1/2

)將符合下式： 

 

其中 n 為參與電極反應的電子數目，α為電子遷移

係數，n 為́速率決定步驟中參與反應的電子數目，

A 為電極的截面積，C∞為電解質溶液中溶質濃度

(mol cm
-3

)，D 為擴散係數(cm
2
s

-1
)，v 為掃描速度

(Vs
-1

)。 

 

 

 

 

 

 

 

 

 

圖三 The linear sweep voltammetry for formic 

acid oxidation on Pd-black electrode at 

various scan rates in 0.5M H2SO4 

containing 0.1M HCOOH. 

 

在一不可逆反應中氧化尖峰電壓值 EP將隨掃

描速度增加而向高過電位方向偏移，其尖峰電壓

值EP將會與 log v成比例關係，並符合以下關係式： 

 

藉由Eq. (3)尖峰電壓值EP與 log v的線性關係之斜

率可求得 αn´值。一般來說，電化學基本反應只牽

涉一個電子的轉移，因此 n =́1。將所求得的 αn´

值代回 Eq. (2)中，可計算出擴散係數 D。 

圖四為圖三電極的尖峰電流值(IP)與掃描速

度的二分之一次方關係圖，其線性斜率為 0.01。 

    圖五為尖峰電壓值(EP)與 log v 的關係圖。圖

中亦明顯可見 EP與 log v 線性關係，其直線斜率

為 54.0，因此將此斜率所求得之 αn´代入 Eq. (2)，

可計算出甲酸分子在電極系統中的擴散係數 D，

多次實驗所得擴散係數的平均值為(1.3±0.2)×10
-6

 

cm
2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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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The plot of the IP vs. v
1/2

 for the oxidation of 

0.1M HCOOH at the Pd-black electrode in 

0.5M H2SO4 electrol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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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The plot of the EP vs. logν for the oxidation 

of 0.1M HCOOH at the Pd-black electrode 

in 0.5M H2SO4 electrolyte. 

當假設多孔觸媒層為平板層時，並外施加一

固定過電位時，觸媒層電極反應的電流值將隨著

時間的增加而減少，並達到一個擴散極限電流

值，其電流(i)與反應時間的負二分之一次方(t
-1/2

)

將符合 Cottrell 方程式[10]： 

 

其中 F 為法拉第常數，A 為電極截面積。因

此，由 i vs. t
-1/2圖中之線性關係的斜率可求得擴散

係數 D。 

圖六(a)為 Pd-black薄膜電極(Pd-black負載量: 

204 μgcm
-2

; Nafion 膜厚: 8.0 μm)分別在添加 0.1M 

甲酸的 0.5M H2SO4 電解質溶液中，固定電位於

-0.057V vs. Ag/AgCl 電極下 1000 秒所得到電催化

甲酸氧化反應的 i-t 關係圖，而利用測得之電流與

時間的負二分之一次方作圖(圖六(b))， 由圖中可

見在 t
-1/2 為 0.04~0.06 之間，亦為實驗起始後

300~660 秒間，i 與 t
-1/2 呈線性關係，這顯示此時

電極表面甲酸氧化的電流值受到甲酸濃度分佈的

控制;在反應初期(0~300 秒)的偏離線性是由於電

極系統中甲酸的濃度分佈尚未達穩定的狀態；而

反應時間超過 660 秒時仍未達到擴散極限電流值

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電極結構的邊緣效應(Edge 

effects)。利用 Eq. (4) 並由圖中的線性區域的斜率

可求出甲酸分子在電極系統中擴散係數 D，經數次

實驗所得擴散係數的平均值為 (2.9±0.8)×10
-6

 

cm
2
s

-1。本研究由 LSV 法與 CA 法所得到的擴散係

數 D 值具有相同的數量級範圍(10
-6

)，其值的些微

差異可歸因於實驗上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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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a) Chronoamperometric plots for the 

oxidation of 0.1M formic acid in 0.5M 

H2SO4 electrolyte on the Pd-black 

electrodes at -0.057 V vs. Ag/AgCl. (b) The 

I vs. t
-1/2

 plot for the formic acid oxidation 

on the same Pd-black elect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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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論 

本研究以薄膜電極方法探討 Pd-black 觸媒

在酸性電解質溶液中電催化甲酸氧化的動力學。

在掃描速度 5 mV
 
s

-1情況下所測得 Pd-black 觸媒

電催化甲酸氧化反應的活性為 0.045 A mg
-1

(0.1 

mA cm
-2

)。利用線性掃描伏安法(LSV)以與計時安

培分析法(CA)所求得甲酸分子在薄膜電極中的的

擴散係數分別為 1.3×10
-6

 cm
2
s

-1 和 2.9×10
-6

 

cm
2
s

-1，所求得擴散係數數值上的些微差異可歸因

於實驗誤差。本研究結果有助於了解鈀觸媒在酸

性電解質溶液中電催化甲酸氧化的動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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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MWCNTs)/polypropylene (PP) nanocomposites were 

fabricated by the melt mixing method. MWCNTs were chemically treated by immersing them in 

acidic solutions to ensure extensive dispersion in the surrounding matrix. From the Fourier 

transfer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Raman spectroscopy, thermogravimetric analyzer (TGA) 

and X-ray diffraction (XRD) test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MWCNTs has been successfully 

modified by acid solution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has shown that MWCNTs are 

distributed reasonably uniformly. It showed that the hardness of nanocomposites increased with 

increase in MWCNTs content. The tensile strength, tensile modulus and impact strength of 

nanocomposites increased with MWCNTs content to a maximum value at 3 phr, and then 

decreased. The all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cid-modified MWCNTs reinforced PP 

nanocomposites were more outstanding than that of unmodified MWCNTs. 

Key words: MWCNTs, PP, morphology, mechanical properties, nanocompo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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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熔融法來製備奈米碳管/聚丙烯之奈米複合材料，並利用混合酸來改質奈米碳管使其

官能基化。由傅立葉紅外線光譜、拉曼光譜、熱重分析與X 光繞射分析可知奈米碳管成功

被酸改質；由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奈米碳管均勻分佈於聚丙烯樹脂中；結果顯示奈米複

合材料之硬度隨著奈米碳管含量之增加而提升，而奈米複合材料之抗張強度、抗張模數與

耐衝擊強度皆隨著奈米碳管含量之增加至 3 phr 而提升，超過 3 phr 後下降；經過混合酸改

質之奈米碳管/聚丙烯奈米複合材料之機械性質皆優於未改質之奈米碳管/聚丙烯奈米複合

材料。 

關鍵字: 奈米碳管、聚丙烯、型態學、機械性質、奈米複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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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Polypropylene (PP) has been extensively used 

because of its good properties, including of cost 

balance, as well as its excellent processability and 

low density.
1
 However, their poor mechanical 

strength limits their range of applic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urrent 

polymer materials, the addition of many kinds of 

inorganic fillers has already been researched and 

applied extensively. The size and dispers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organic particles have a great 

effec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olymer 

composites. The application of nanoscale fillers to 

polymer materials is a promising channel for 

property modification. Some nanoscale fillers have 

improved polymer performance remarkably due to 

their high specific surface area compared to 

convectional fibers or particles.
2-5

 Hence, Nanoscale 

fillers reinforcement is considered to improv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olypropylene (PP).  

Since first discovered by Iijima in 1991,
6
 

carbon nanotubes (CNT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considerable research used as fillers reinforced 

polymer material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7-11

 Owing to CNTs 

possess outstanding electrical, thermal,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12-20

 They have an elastic 

modulus and a tensile strength of over 1.8 TPa and 

50 GPa, respectively, whose values significantly 

exceed those of PP matrix. CNTs also have a large 

surface area/volume ratio, associated with a large 

contact area between the filler and the matrix. The 

excell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NTs are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properties of 

PP matrix.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dhesion between 

CNTs and polymer, CNTs must be well dispersed 

into the matrix and connected to the molecular of 

matrix using a modified terminal bond to prevent 

slipping and enable the loading force transferring 

from matrix to the fillers. Unfortunately, CNTs are 

difficult to disperse well in organic solvent, due to 

their high surface area/volume ratio resulted in a 

large Van Der Waals attraction and let them 

aggregate together. Hence, acid-modified treatments 

were needed to make CNTs perform well and 

disperse uniformly.
7
 Acid-modified CNTs can be 

grafted with soluble polymer chain to increase their 

solubility in solvent. 

     Improvements to CNTs/PP nanocomposites 

have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Cheng et al.
21

 

discusse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as a func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nanotubes by melt mixing method. 

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 and Sodium 

dodecylbenzene sulfonate (NaDDBS) were used as 

a means of noncovalent functionalization of 

MWCNTs to help them to be dispersed uniformly 

into the PP matrix. They found that 2 wt% 

MWCNTs in PP that the tensile strength showed a 

27% increase for non-treated MWCNTs, 42% 

increase for SDS-MWCNTs and 55% for 

NaDDBS-MWCNTs, respectively. Prashantha et 

al.
22

 constructed MWCNTs/PP-g-MA 

nanocomposites by melt compounding with a twin 

screw extruder. They found that the tensile moduli, 

flexural moduli and Charpy impact resistance of the 

nanocomposites also increased by the addition of 

PP-g-MA. 

There are many methods to manufacture the 

CNTs/polymer nanocomposites. However, any 

CNTs reinforced polymer nanocomposites produced 

at industrial level are likely to be produced by melt 

mixing method. In this research,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were fabricated by the melt mixing 

method. MWCNTs were chemically treated by 

immersing them in acidic solutions to ensure 

extensive dispersion in the surrounding PP matrix. 

The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preparation, 

morpholog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2.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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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The polypropylene (PP) was supplied by the 

LCY Chemical Corp., Taiwan. It has a melt flow 

index (MFI) of 0.4 g/10 min (2.16 kg, 230
o
C), a 

specific gravity of 0.9, and a tensile strength at yield 

of 33.3 MPa.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MWCNT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Golden 

Innovation Business Co. Ltd, German. It has a 

diameter of 5-20 nm, a length of 1~10 μm, and a 

special surface area of 80-2000 m
2
/g. 

Acid-modified MWCNTs (m-MWCNTs) 

MWCNTs were treated by refluxing with the 

mixture of HNO3 and H2SO4 (1:3 by weight) for 24 

h at 80
o
C. After acid treatment, MWCNTs was 

washed with distilled water.  The reaction process 

of acid treatment was described by the following 

scheme. 

 

 

Fabrication of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were prepared 

by melt mixing in a two-roller mixing chamber 

(Brabender mixer) at 190
 o

C and a rotor rotation 

speed of 60 rpm. First, PP was melt in mixer for 2 

min. The MWCNTs and m-MWCNTs were then 

added slowly and the mixture was compounded for 

10 min, respectively. The specimens for 

mechanical testing as 1 mm-thick plates were 

compression molded. The molding procedure 

involves heating at 190
 o

C for 3 min without 

applied pressure and then for 6 min under 10 MPa 

pressure. The mold was cooled to 80
 o

C by water 

circulating cooling under pressure. 

Equipment and Measurement 

Fourier transfer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mea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with a Model 

FTIR-5300 (Jasco Co., Japan). The sample was 

milled with KBr powder and was pressed as a tablet. 

A minimum of 32 scans was signal-averaged with a 

resolution of 2 cm
-1

 at the 400-4000 cm
-1

 range. A 

Raman spectroscopy, its image system of Dilor with 

a CCD multichannel detector,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MWCNTs by 

acid modification. A 632.8 nm (1.96 eV) He-Ne 

laser was used as the light source and optical filters 

were used to adjust the power of the laser. The 

illuminated spot on the sample surface was focused 

to about 2 mm in diameter. The resolution of the 

Raman spectra was better than 1 cm. Raman signal 

was collected by CCD that was cooled by the liquid 

nitrogen. The weight loss of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was measured on a Pyris 6 TGA 

(Perkin Elmer Co., USA) from room temperature to 

800
o
C at a rate of 5

o
C/min under a nitrogen gas 

atmosphere. X-ray diffraction (XRD)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with a MXP 18 diffractometer 

(MAC Science Co., Japan), which have a Ni-filtered 

Cu K radiation. The scanning rate was 2
o
C/min 

over a range of 2 =2-10
o
.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tensile fractured samples was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FE-SEM), after gold 

coating. The analysis was done using a JSM-6335F 

SEM (JEOL Co., Japan). A universal material 

testing machine was used for tensile property tests, 

namely a QC-506A1 (Cometech Testing Machines 

Co., Taiwan). The tensile properties were measured 

following the specification of ASTM D-638. The 

sample was dumbbell-shaped, with dimensions of 

50 × 4.0 × 1.0 mm (length × width × thickness) and 

a crosshead speed of 10 mm/min. The impact 

strength testing machine utilized was a TMI-43-1 

(Testing Machine Inc., USA). The notched Izod 

impact strength was measured according to ASTM 

D-256. The sample dimensions were 63.5 × 12.7 × 

1.0 mm (length × width × thickness), and the 

notched depth was 2.5 mm. The surface hardness 

testing machine utilized was a Type-D Shore 

Durometer (Teclock Co., Japan). Th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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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ness was measured following ASTM D-2240. 

The DMA (dynamic mechanical analyzer) utilized 

was a Model 9900 (DuPont Co., USA). The 

dynamic mechanical analysis was a 

resonance-frequency-type, and the sample 

dimensions were 50 × 12.7 × 2.0 mm (length × 

width × thickness). The rate of heat was 5
o
C/min, 

and the temperature range was -150 to 250
o
C. The 

amplitude of oscillation was 1 Hz.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Characterization of acid-modified MWCNTs 

using FTIR 

   First, the unmodified MWCNTs and resulting 

surface acid-modified MWCNTs were termed as 

un-MWCNTs and m-MWCNTs, respectively. 

Figure 1 shows the FTIR spectra of un-MWCNTs 

and m-MWCNTs. The peak at 1580 cm
-1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carboxyl group (COO-). The 

peak at 1630 cm
-1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alkene 

group (C=C). The peak at 1140 cm
-1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carbonyl group (C-O). The 

peaks of COO- and C-O are suggested to have been 

introduced on the surface of MWCNTs after acid 

treatment, grafting mainly onto the area of defects 

and the open end of the tube. From Figure 1,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eaks of COO- and C-O appear 

when the MWCNTs was treated by acid.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WCNTs have already been 

acid-modified. 

 

Fig. 1. FTIR spectra of (a) unmodified MWCNTs, 

(b) acid-modified MWCNTs. 

Characterization of acid-modified MWCNTs 

using Raman spectra 

   Figure 2 presents the first-order Raman spectra 

of un-MWCNTs and m-MWCNTs at 80
 o
C and 24 h. 

Four Raman bands of MWCNTs are strongly 

resonance-enhanced. The peaks appear around 1350 

cm
-1

, corresponding to the sp
3 

C-C single bond. The 

peaks appear around 1580 cm
-1

, corresponding to 

the sp
2 
C=C double bond. The former is denoted as 

the D-band; the latter is the G-band. Table 1 shows 

the D-band area, G-band area and the ratios of 

D-band area to G-band area of un-MWCNTs and 

m-MWCNTs. Figure 2 depicts the D-band the 

D-band intensity of the m-MWCNTs, suggesting 

that treatment with acid will increase the D-band 

intensity. Table 1 shows the ratios of the intensity 

area of the D-band to the G-band of m-MWCNTs 

have greater value than that of un-MWCNTs. These 

data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xte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MWCNTs by strong oxidation. The C=C bond 

may be broken to yield a C-C bond, generating 

defects in the MWCNTs.
23

 

 
Fig. 2. Raman spectra of unmodified MWCNTs 

and acid-modified MWCNTs. 

Degradation of acid-modified MWCNTs using 

TGA 

    Figure 3 illustrates the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curve of un-MWCNTs and 

m-MWCNTs at 80
o
C and 24 h. From this figur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weight loss of un-MWCNT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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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ly, and only damaged 1.3% at 700
o
C. However, 

the weight loss of m-MWCNTs is sharply, and 

damaged 12.6% at 700
o
C. From the calculation of 

equation equal to 12.6%-1.3%, the acid functional 

group content of MWCNTs was 11.3%. 

 
Fig. 3. TGA curves of unmodified MWCNTs and 

acid-modified MWCNTs in nitrogen atmosphere. 

Characterization of m-MWCNTs using XRD 

Figure 4 illustrates the X-ray diffraction 

(XRD) patterns of un-MWCNTs and m-MWCNTs 

at 80
 o

C and 24 h. It is obvious that the 

un-MWCNTs and m-MWCNTs have the same 

diffraction peak at 2 = 26
o, 44

o, and 54 o. This 

mean the crystallized behavior and structure state of 

MWCNTs have not changed when the MWCNTs is 

treated by acids. 

 
Fig. 4. X-ray diffraction patterns of unmodified 

MWCNTs and acid-modified MWCN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The efficiency of nanotubes in reinforcing the 

polymer matrix is primarily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its dispersion in the matrix. Therefo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dispersion state of MWCNTs 

in the PP matrix. In this study, dispersion of 

MWCNTs in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was 

examined by using SEM. The SEM images of 

nanocomposites containing 3 phr un-MWCNTs and 

m-MWCNTs are shown in Figure 5. For 

un-MWCNTs/PP nanocomposites (Figures 5a and 

5b), a large amount of un-MWCNTs bundles was 

observed on the tensile fractured surface, therefore, 

the un-MWCNTs/PP nanocomposites demonstrated 

rough surfaces. It is significantly observed that the 

dispersion of un-MWCNTs was poor in the PP 

matrix, and the un-MWCNTs tended to form 

aggregates in the PP matrix. Because of the 

agglomeration problem of un-MWCNT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nanocomposites filled with 

un-MWCNTs tends to be poor. This is because these 

agglomerates of un-MWCNTs reduced the 

interfacial area between MWCNTs and polymer 

matrix and interrupted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structure, which would affect efficient transfer of 

excellent properties of MWCNTs to the polymer 

matrix as further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nocomposites filled 

with the m-MWCNTs (Figures 5c and 5d) showed 

the better dispersion in the PP matrix when 

compared with the nanocomposites containing the 

same amount of un-MWCNTs. From Figure 5c and 

5d, the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reasonably 

uniform dispersion and good distribution of the 

MWCNTs was observed with a small amount of 

aggregates, therefore, the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demonstrated smooth surfaces. 

This is because acid molecules could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the MWCNTs and PP matrix that can 

enhance the contact at the interface. Thus,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uniform dispersion of 

acid-modified MWCNTs, the nanocomposites with 

m-MWCNTs have better mechanical performance 

than those with un-MWCNTs.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MWCNTs c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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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ted with the acid molecules during the 

acid-modified process. Then, these acid-modified 

MWCNTs (m-MWCNTs) were coated again with 

the polymer molecules during mixing due to the 

better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m. Finally, these 

coated polymer molecules were not removed after a 

tensile test. As a result, it could be observed the 

m-MWCNTs promote the disentanglement in the PP 

matrix leading to a better dispersion during melt 

processing. 

 
Fig.5. Low and high resolu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s of (a) ×5000 and (b) ×30000 

un-MWCNTs/PP & (c) ×5000 and (d) ×30000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Stat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Figures 6 to 9 illustrated the hardness, tensile 

strength, tensile modulus, and notched Izod impact 

strength versus MWCNTs content for 

un-MWCNTs/PP and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From Figure 6, the hardness of 

nanocomposites increased with the MWCNTs 

content, the shore D hardness of pure PP increased 

from 68.9 to 76.1 for un-MWCNTs/PP, 76.6 for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respectively, 

only 5 phr of MWCNTs loading. However, from 

Figures 7-9 that the tensile strength, tensile 

modulus, and notched Izod impact strength 

increased with the MWCNTs content to maximum 

values at 3 phr and then decreased. It is observed 

that with the addition of 3 phr MWCNTs, the 

tensile strength showed a 32% increase for 

un-MWCNTs/PP, 59% for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respectively. The tensile modulus 

showed a 33% increase for un-MWCNTs/PP, 79% 

for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respectively. 

The notched Izod impact strength showed a 17% 

increase for un-MWCNTs/PP, 34% for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ing maxima of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 

un-MWCNTs/PP and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were due to the addition of the 

inorganic MWCNTs to the PP matrix, the mobility 

of the polymer chains is limited. The restriction in 

chain mobility increased with increase in the 

loading of fillers. This reduced mobility of polymer 

chains makes the nanocomposites more rigid, and, 

as a result, the nanocomposites have higher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an the unfilled PP matrix. 

However, if an excess of MWCNTs existed in PP 

matrix, the un-MWCNTs/PP and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became more brittle and worse 

dispersion of MWCNTs in the PP matrix, so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un-MWCNTs/PP and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decreased with 

MWCNTs content. At the same MWCNTs content, 

the all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are larger than that of 

un-MWCNTs/PP nanocomposites, due to the 

MWCNTs has been organized. When the carbon 

nanotubes are organized, the m-MWCNTs had a 

larger bonding force with PP matrix than that of 

un-MWCNTs, so the m-MWCNTs had better 

dispersion and less agglomeration in PP matrix 

than that of un-MWCNTs. This dispersion and 

agglomeration was verified from the SEM images 

in Figure 5. The big agglomerations were 

obviously present in the un-MWCNTs/PP 

nanocomposites, and the m-MWCNTs/PP 

nanocomposites showed no or little agglomerations. 

The agglomerations of un-MWCNTs reduce the 

total surface area of the nanotubes, which interru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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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ess transfer from the polymer matrix to 

nanofillers.
24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WCNTs 

reinforce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P matrix. 

Since MWCNTs have high aspect, high modulus, 

and high strength, the loading force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nanotubes. The loading transfer 

also depends on the interfacial shear stress between 

the filler and the matrix.
25

 The main mechanisms of 

load transfer from matrix to filler are 

micromechanical interlocking, chemical bonding, 

and the Van Der Waals force.
26

 

 

 
Fig. 6. Hardness versus MWCNTs content for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Fig. 7. Tensile strength versus MWCNTs content 

for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Fig. 8. Tensile modulus versus MWCNTs content 

for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Fig. 9. Notched Izod impact strength versus 

MWCNTs content for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4. CONCLUSION 

In this article, unmodified MWCNTs/PP and 

acid-modified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have 

been fabricated by the melt mixing method. 

MWCNTs were chemically treated by immersing 

them in acidic solutions to ensure extensive 

dispersion in the surrounding matrix. From the 

Fourier transfer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Raman spectroscopy, thermogravimetric analyzer 

(TGA) and X-ray diffraction (XRD) test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MWCNTs has been successfully 

modified by acid solution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based 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has confirmed 

that nanotubes are distributed reasonably uniformly, 

and the m-MWCNTs were dispersed more 

uniformly in PP matrix than that of un-MWCNTs. it 

could be observed the m-MWCNTs promo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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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ntanglement in the PP matrix leading to a better 

dispersion during melt process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WCNTs/PP 

nanocomposites have been studied. The studied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ites were based on 

tensile properties, impact strength and hardness. 

The hardness of nanocomposites increased with the 

MWCNTs content. However, the tensile strength, 

tensile modulus, and notched Izod impact strength 

of nanocomposites increased with the MWCNTs 

content to maximum values at 3 phr and then 

decrease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MWCNTs reinforced PP nanocomposites were 

more outstanding than that of un-MWC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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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包覆混合正二十烷及正二十二烷微膠囊之製備與

其熱性質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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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溶劑揮發法製備油性聚氨酯(Polyurethane，PU)包覆相轉移材料微膠囊，並且

以極端(約200℃、-5℃)條件嘗試改質正二十烷及正二十二烷，探討不同混合比例之正烷類

在相變化發生時之吸放熱溫度的變化。並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微膠囊的成形

性，並利用微熱差分析儀(DSC)鑑定樣本之吸放熱與其再現性。實驗結果顯示在SEM觀察

下以1200 rpm轉速下所獲得之微膠囊的成形良好，其平均粒徑為126.69±7.52 μm。DSC測

試可知經PU包覆後的混合正烷類不會因為包覆而影響其熱性能。經(約200℃、-5℃)條件

處理可改變正二十烷及正二十二烷相轉移材料的吸熱溫度範圍而不影響其熱焓質。 

關鍵字：微膠囊、正烷類相變化材料、正烷類改質、熱性質 

Preparation and Thermal Properties of Polyurethane 

Microcapsules Containing Various Ratio of n-Eicosane 

and n-Docosane 

C. R. Li1, G. S. Huang 2, C. P. Chang3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Master Program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Departmen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oil-based polyurethane microcapsules containing n-Eicosane and n-Docosane 

phase change material were prepared by solvent evaporation method,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hermal properties the core material was treated with extreme conditions. The obtained PU 

microcapsules were observed with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and the thermal 

properties were examined with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icrocapsules were well formed solvent evaporation method observed by SEM. And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PU microcapsules were 126.69±7.52  stirred at conditions of 1200 rpm. 

The thermal properties could be changed by extreme conditions on core material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 Test can be to know by mixing modified after alkanes, has not been coated by the 

change. 

Keywords: microcapsules, phase change material, Alkanes modified, Therm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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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隨著時代的演進，人們的生活品質日進提
高。對於衣著的要求也從最原始的遮蔽，逐漸演
進為象微身份地位的表徵，接下來在流行時尚風
潮之下，進而有美的觀念，服飾成為個性化、個
人品味的表現。為了滿足這些需求，在科技不斷
進步同時人們也開始研究具有機能性的紡織品。
其中以微膠囊包覆 PCM當作蓄熱保溫原料的機能
性紡織品亦為近年研究核心標的之一，惟目前的
正烷類 PCM只能在特定溫度下行吸放熱行為，並
無法符合實際生活上的實際需求。因此，本研究
嘗試在極端溫度處理條件下對 PCM進行改質，期
盼能有效的控制在實際需求的溫度下進行蓄熱保
溫的效果。 

2 理論  

2-1 相轉移材料儲熱理論 

相變化材料為一種在特定溫度範圍內之物質
其物理態可由固相變化至液相或由液相變化至固
相在變化時伴隨大量潛熱的吸放或釋放，即當外
在溫度上升時，相變材料由固相轉變為液相、吸
收儲存熱能；反之，當外在溫度下降時，相變材
料由液相轉為固相、釋放出熱能。[1] [2] [3] [4]  

2-2 溶劑揮發法 

溶劑揮發法是Morishita改良Reyes所提出的
凝膠相分離法所改良的，其作法是先將高分子殼
質溶於溶劑中，再將核心物質均勻分散於此高分
子已製成包覆溶液(分散相)，將此包覆溶液倒入分
散介質(連續相)中，藉著攪拌或連續緒中添加之非
溶劑，使高分子殼質系出硬化形成微粒膠囊。其
與 Reyes 所提出的凝膠相分離法最大的差別是能
製成較完整之圓球狀微膠囊，其核心物質含量較
均勻，且結構緊密。[5] [6] 

2-3微波加熱理論 

將微波所具有的能量轉換為熱量。轉換過程
中是由物質先吸收微波的能量，同時將吸收的能
量以動能的形式釋放出來，使水分子產生運動、
出現旋轉、震盪及水分子間的碰撞，熱能因此產
生。圖 3為微波加熱示意圖。[7] [8] 

 

圖 1 微波加熱示意圖 

3 實驗  

3-1實驗材料儀器 

1. 正二十烷 (純度 99%) 

2. 正二十二烷 (純度 99%) 

3. 聚乙烯醇：長春化工 BP-05 

4. PU液金油單體：長春化工 

5. 醋酸乙酯：長春化工 

6. 均質機：HG-300D，祥泰精機股份有限公

司 

7. 烘箱：OVEN453，祥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8. 恆溫水槽：EWS-45D，祥泰精機股份有限

公司 

9. 微波爐：PANASONIC 

10.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6510 JOES 

11. 粒 徑 分 析 儀 ： 300RFMAL300075 ，

MALVERN 

12. 熱差分析儀：TA instruments 

3-2 PCM改質步驟  

先將正二十烷與正二十二相變化材料以 1:1
混合，再藉由 1500瓦微波加熱方式加熱至 200℃，
以不同時間 10 、15、20 min，再將其放置冷凍庫
中–5℃ 30 min以進行改質。 

3-3 微膠囊樣本製作  

PU 與醋酸乙酯進行混和直到 PU 完全溶解
後，將改質後 PCM與 5% PVA水溶液加入。全程
以 1200 rpm 在 50℃下進行樣本製作，直到醋酸乙
酯完全揮發後製得微膠囊。靜置並以超音波水洗
30 s 放入烘箱以 40℃烘乾 24 Hr完成樣本製作並
進行 SEM、粒徑分析、DSC測試。 

3-4 檢驗項目與方法 

3-4-1微膠囊表面測試 

微膠囊表面測試是將製作好的微膠囊以碳膠
帶固定在載台上，再置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
中，藉由電子槍產生電子束，經由 0.2~40KV的電
壓加速。再經過電磁透鏡之電子光學系統，使電
子束聚束唯一微小電子束照射至試片表面，產生
出二次電子與背向散射等訊號，即能觀察微膠囊
表面的。 

3-4-2微膠囊粒徑分析 

微膠囊粒徑分析是將製作好的微膠囊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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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顯微鏡下觀察，之後將成形之微膠囊放入雷
射粒徑分析儀中，求得微膠囊的數據後整理成數
據並繪成圖表。 

3-4-3微膠囊吸放熱測試 

微膠囊的吸放熱是利用熱差分析儀來測試，
將製作好的 PCM 微膠囊以液態盤壓錠後放入
DSC 熱差分析儀中，以 5℃/min 的升溫速率做測
試。 

4 結果與討論  

4-1 微膠囊成形性探討 

圖 2 是用 SEM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以 70 倍所觀察

的結果，圖中可看出微膠囊的表面成形性良好。 

 

圖 2 PU包覆正烷類微膠囊之 SEM圖 

 

圖 3 PU包覆正烷類微膠囊粒徑分佈圖 

4-2正烷類微膠囊的吸放熱性質 

圖 3是以 1200 rpm轉速下所製得之微膠囊，由此

圖可以發現其微膠囊均勻性良好，其平均粒徑為

126.69±7.52 μm。 

 

圖 4正二十烷之吸放熱 

由圖 4可知(1) (2)正二十烷與正二十二烷的吸熱點

為 36.61℃與 44.38℃放熱點為 36.48℃與 43.89。(1) 

(2)皆以純物質狀態下進行的 DSC測試，可以發現

吸放熱性質穩定。 

 

圖 5 PU包覆混合正二十烷及正二十二烷微膠囊之

吸放熱圖 

圖 5為PU包覆混合後的正烷類微膠囊之吸放熱曲

線，圖中可見吸放熱溫度及其熱焓質均較未混合

之正烷類樣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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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不同微波時間對正烷類混合的影響 

 

圖 6正二十烷及正二十二烷經微波加熱 10分鐘之

吸放熱圖 

由圖六可以發現混和正烷類經由 10 min 微
波加熱處理後，再急速冷凍發現其吸熱點為 42.11 
℃放熱點為 37.73℃其吸放熱性質穩定。 

 

圖7 正二十烷及正二十二烷經微波加熱 15分鐘之

吸放熱圖 

由圖 7可以發現混和正烷類經由 15 min微波
加熱處理後，再急速冷凍發現其吸熱點為 41.05 ℃
放熱點為 37.41℃其吸放熱性質開始產生變化放熱
性質提升 16倍。 

 

圖8 正二十烷及正二十二烷經微波加熱 20分鐘之

吸放熱圖 

 

由圖 8可以發現混和正烷類經由 20 min微波

加熱處理後，再急速冷凍發現其吸熱點為 44.03 ℃

放熱點為 37.04℃其吸放熱性質開始產生變化放熱

性質提升 2倍。 

5結論 

1. 在 SEM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70倍的觀察下，

經 PU 包覆的混合正烷類微膠囊外觀成形

性良好。 

2. 以 1200 rpm 轉速下製成之微膠囊平均粒徑

為 126.69±7.52 μm。 

3. 相變化材料微膠囊其吸放熱性質不會因為經

PU包覆後而改變或影響。 

4. 正烷類經微波改質後以微波改質 20 min 較

為穩定，其熱焓質皆提升 2 倍比未改質樣

本高且可改變吸熱點與放熱點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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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化學汽相沉積法合成二氧化釩物奈米線及電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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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研究利用化學汽相沉積法，使用純釩粉末合成出二氧化釩奈米線，成長在矽基板上。由掃描式

電子顯微鏡觀察二氧化釩奈米線直徑約在 50~100nm 之間，長度達數十μm；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確認二

氧化釩奈米線為單晶結構；透過 X 光繞射分析顯示，二氧化釩奈米線為單斜晶系結構。藉由能量散佈分

析與 X 光光電子能譜儀對其成分作更進一步之分析。最後透過簡易電壓-電流量測來了解電。 

關鍵字：二氧化釩、化學氣相沉積法、奈米線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Vanadium Dioxide 

Nanowires by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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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 C. 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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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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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vanadium dioxide (VO2) nanowires were synthesized using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on Si 

substrate by pure vanadium.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 image showed vanadium 

dioxide nanowires were about 50~100nm, the length achieve several micrometers. High 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HRTEM) indicated that VO2 nanowires all were single-crystalline structure. X-ray dif-

fraction (XRD) indicated that the structures of VO2 nanowires were monoclinic. In addition, the components 

were analysis by 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S)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Finally, we used a simple way to test voltage-current and found out electrical properties.  

Keywords: vanadium dioxid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nanowires 

 

一、 前言 

二氧化釩(VO2)為典型的熱致相變化合物，從

室 溫 至 68 ℃ ， 將 從 原 先 的 半 導 體 態

(Semiconducting state)的單斜晶系 (a=0.575 nm, 

b=0.542 nm, c=0.538 nm, β=122.6°)轉變成導體

態 (Metallic state) 的正方晶系 (a=b=0.455 nm, 

c=0.288 nm)
[1][2]，是可逆反應，自然伴隨著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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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性質的顯著變化，具有高度應用性，例如：

透過環境溫度變化調節紅外線進出量[3]，可製成光

致開關元件、智慧玻璃窗塗層。透過熱電阻改變
[4]，可製成熱敏電阻材料…等等諸多運用。 

二、製備 

本實驗之目的為製備二氧化釩奈米線；而製

備的方式採用化學汽相沉積法[5]，設備採用水平爐

管如圖一 所示。 

 

圖一  製程設備：水平爐管示意圖 

將 0.5 克的純釩粉末(純度 99%)放入船型氧

化鋁坩堝裡，作為釩之蒸氣源；使用矽基板(100)

承接所生成之奈米結構，將裝有粉末之船型坩堝

和乘載矽基板之平台放入水平石英爐管，船型陶

瓷坩堝至於加熱線圈之中心位置，矽基板則至於

下游處。 

製程環境可參閱圖二  ；工作壓力控制於

65mTorr 以下，全程通入氬氣 10sccm 作為載流氣

體。爐管升溫部分以 20℃/min 的速率加熱至 1000

℃時，通入氧氣 1sccm，持溫兩小時，結束後，於

水平爐管內冷卻至室溫，取出基板進行後續分析。 

. 

圖二  製備二氧化釩之水平爐管製程條件 

三、儀器分析與討論 

歷經多次嘗試，二氧化釩的奈米結構已被成

功合成出來，使用的方法為化學汽相沉積法；由

於製備過程沒有金屬觸媒參與，能合理推斷成長

方式屬於氣-固(VS)機制。 

(一)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分析 

本實驗將以場發射式電子顯微鏡(FESEM)分

析結果之型貌，型號為 JEOL JSM-6335F，操作電

壓設定 10kV。觀察前須將試片先濺鍍一層金，提

升導電度以利成像。 

圖三 (上)與圖三 (下)為二氧化釩奈米線之

SEM 低倍率與高倍率影像圖，從圖中可觀察到線

狀奈米結構，而直徑不齊，約分佈在 50~100nm 之

間，長度達數十個μm。 

 

 

圖三  二氧化釩奈米線 SEM  

(上)低倍率影像(下)高倍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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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X 光繞射分析 

為了要證實合成之奈米線為二氧化釩，以及

了解其結構，所以選用 XRD 進行分析；使用的設

備型號 Shimadzu LabX XRD-6000，銅作靶材(Cu  

Kα=0.15405nm)，加速電壓為 30kV，電流為 20mA。 

圖四 為二氧化釩之 XRD 分析圖，圖中發

現，2θ在 14.3°、29°與 58.5°均有明顯強度的峰

值，經由比對 JCPDS 資料庫(311438)後，證實為

二氧化釩的成分，繞射平面分別為(001)、(002)與

(022)。 

而 2θ在 20.3°與 41.3°時，有相對微弱的峰

值，再根據比對 JCPDS 資料庫(772418)後，與五

氧化二釩提供之繞射平面相符，分別是(001)、與

(002)的面，這些可能是部分二氧化釩進一步氧化

成較穩定的五氧化二釩。 

 

圖四  二氧釩奈米線之 XRD 分析圖 

(三)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分析 

本實驗所使用的是 JEOL JEM-2010 穿透式

電子顯微鏡，利用該儀器觀察二氧化釩奈米線的

內部型態、晶格影像與電子繞射圖形。 

圖五 為單根二氧化釩奈米線之 TEM 影像，

大約測量奈米線直徑為 70nm，與 SEM 觀察結果

影像相似，圖六 為此奈米線之晶格影像以及選區

電子繞射圖形。能看清楚的晶格結構，經計算晶

格之間隔距離並比對 JCPDS 資料庫(311438)，得

知在(110)的面，晶格間距為 0.352nm，並且由選區

繞射圖得知此奈米線結構為單晶之單斜晶系結

構，而成長方向為[110]。 

 

圖五  單根二氧化釩奈米線 TEM 影像 

 

圖六  二氧化釩奈米線之 TEM 晶格影像與電子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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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DS 成分分析 

使用上述 TEM 所附掛的能量散佈光譜儀

(EDS)，對二氧化釩奈米線進行元素成分分析。圖

七 為 EDS 分析圖，圖中有明顯氧和釩的訊號，證

實二元素間的鍵結[6]。 

EDS 半定量分析結果於表一 ，釩與氧的原

子百分比分別為 65.08%和 34.92%，跟理論的 2/3

和 1/3 十分接近。 

 

圖七  二氧化釩奈米線 SEM 附掛 EDS 分析圖 

表一  二氧化釩奈米線定量分析 

Element O K V K Total 

Weight% 36.92% 63.08% 100% 

Atomic% 65.08% 34.92% 100% 

(五) X 光光電子能譜(XPS)分析  

型號 ESCA PHI 1600，X-Ray 光源為鎂靶，

光源(Mg Kα=1253.6eV)，操作功率為 250W，掃描

範圍 0~1100V。 

利用 XPS 分析來確認所合成之奈米結構物

是否為+4 價釩氧化物，圖九 為二氧化釩奈米線之 

XPS 分析圖與分峰之結果。從分峰之結果可以得

知束縛能在 516eV、523.5eV 以及 530.5eV 均有很

明顯的強度的峰值，分別為 V2p3/2、V2p1/2與 O1s，

參考論文 XPS studies of V2O5, V6O13 , VO2 and 

V2O3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價數不同 V2p3/2軌域之束縛能

以及△E 也會不同，我們合成之奈米線 V2p3/2軌域

之束縛能在 516eV，且△E=14.5eV，也符合上述

論文所述。表二 二氧化釩奈米線之原子百分比，

從表中可以知道釩占 33.10 %，氧占 66.90 %，也

符合二氧化釩的比例，由 XPS 分析圖以及 EDS 原

子百分比均證實我們所合成之奈米線分為二氧化

釩。 

 

圖八  各種價數之釩氧化物 XPS 能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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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二氧化釩奈米線 XPS 分析圖 

 

表二  二氧化釩之 XPS 原子百分比 

O1s% V2p% 

66.90% 33.10% 

(六) 電性量測 

為了探討其電學性質，我們將二氧化釩奈米

線進行電性量測，測量裝置示意如圖十 ，基板兩

端鍍上金當成電極，電壓從-5V 到 5V。 

 

圖十  電性量測示意圖 

圖十一  為二氧化釩奈米線的電性測試結

果，以 0V 為一分界，依據歐姆定律 V=IR 計算二

氧化釩奈米線的電阻值，在負電壓約為 3.2×10
4

Ω，正電壓 7.1×10
4Ω，二氧化釩的能帶小，電子

易躍遷至導帶，故具有較佳的導電性[8]。 

 

圖十一  二氧化釩奈米線之電性分析圖 

結論 

[1] 在本實驗中，藉由化學汽相沉積法，已將與

二氧化釩奈米線成功的成長於矽基板上。 

[2] 藉由 XRD 與 TEM 分析，證實所合成之二氧

化釩奈米線為單晶單斜晶系結構。 

[3] 經由 XPS 分析，得知五氧化二釩奈米線與二

氧化釩奈米線的△E 分別為 12.8eV 與

14.5eV，均符合文獻中二氧化釩之 XPS 分析

結果。 

[4] 電性量測結果得知二氧化釩之電阻在負電壓

為 3.2×10
4Ω，正電壓為 7.1×10

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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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熵合金 A1xCo1.5CrFeNi1.5Ti0.5M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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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新開發之高熵合金 AlxCo1.5CrFeNi1.5Ti0.5Moy孔蝕行為及其電化

學特性之研究。並分別改變 Al 及Mo 含量以探討這兩種金屬元素在高熵合金腐蝕中所

扮演的角色，並與 316不鏽鋼作比較分析。 

結果顯示高熵合金較 316不鏽鋼在氯鹽環境中有較好的抗一班腐蝕的效果，而高

熵合金本身已高 Mo 低 Al 為優，其排列順序為 Al0.1-Mo0.2＞Al0.1-Mo0.1＞Al0.2-Mo0.1。而

高熵合金 Al0.1-Mo0.1之臨界孔蝕溫度隨著氯鹽濃度的升高而下降。 

由金相顯示，本高熵合金可看出合金呈現樹枝狀之微觀結構，在到達臨界孔蝕溫

度後其腐蝕鑄造狀態之位址發生在樹枝間。由此說明樹枝與樹枝間合金成份的差異促

使臨界孔蝕溫度的下降，高熵合金孔蝕情形亦趨嚴重，並擴大，加深。 

關鍵詞：高熵合金、電化學孔蝕、臨界孔蝕溫度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ritical Pitting potential 

of the High Entropy Alloy A1xCo1.5CrFeNi1.5Ti0.5Moy 
Yu-Lin Huang

1
, Zong-han Ho

1
, H. C. Shih

1
*, J. W. Yeh

2
 

1
Institute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
Depe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d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itting corrosion behavior of the 

newly developed high entropy alloy Al0.1Co1.5CrFeNi1.5Ti0.5Mo0.1. In the experiment, the 

roles of the Al and Mo content in the high entropy alloy on the corrosion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with type 316 stainless ste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high entropy Al0.1-Mo0.1 has a better corrosion resistance than type 

316 stainless steel in chloride salt solution. As comparing for the high entropy alloy itself.  

Al and high Mo content has better pitting corrosion resirtain and can be arranged in the 

following: Al0.1-Mo0.2>Al0.1-Mo0.1>Al0.2-Mo0.1.The critical pitting temperature (CPT) of the 

Al0.1-Mo0.1 in NH4Cl solution decreases as the chloride salt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The metallography of the sample alloy exhibits a typical dendritic cast structure where 

pitting occurs effen the specimen reaches the CPT. Once the CPT being surpassed, the pitting 

situation of the high entropy alloy tends to be serious, accounting for the varing alloy 

composition in the dencritic regions. 

Keywords: high entropy alloys, electrochemical pitting, the critical pitting temperature 

(C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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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傳統合金系統的設計，主要以單一金屬元素為

主體，並添加其他的元素來改善合金的性質結

構，以達到所需之特性。 

多元高熵合金乃是以全新的合金設計理念，

打破傳統單一元素為主的架構，藉由五種以上之

元素相混合，每種元素含量介於 5%至 35%之間，

其特色為每個金屬元素皆為主體。 

根據以往研究，高熵合金之晶體結構及各性

質上與傳統合金有相當大的差異：1.容易產生非晶

質相以及奈米級析出物；2.良好的熱穩定性；3.極

高的硬度；4.優越的耐蝕性。 

另一方面，研究腐蝕的重要性有三方面的考

量，一是經濟方面的考量，某些金屬構件因腐蝕

而造成的材料損失與重建所需的人力資源對經濟

是一大負擔；二是改善操作設備之安全性，這些

設備可能因腐蝕的發生而導致嚴重傷害；三是節

約能源，地球上的資源有限，特別是金屬資源。

有效的抗蝕便成為一專門課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高熵合金的耐蝕性，並

與市面上商用不鏽鋼比較其差異性。由於高熵合

金原素多且亂度大，不易形成長程之有序結構，

容易形成單一之 FCC、BCC、HCP 結構而這些結

構在抗蝕能力有不錯之表現。而實際情況下所有

元素並非完全散亂排列，而是某一些元素會傾向

聚集在一起形成樹枝晶結構，這些樹枝晶結構對

腐蝕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  實驗  

(一) 實驗材料 

在眾多的多元高熵合金中，本實驗所選用合

金 成 份 為 七 元 高 熵 合 金

AlxCo1.5CrFeNi1.5Ti0.5Moy，各成份以其下標之莫耳

比相混合，未下標者表示該成份莫耳比為 1 份，

本合金 Al 和 Mo 各有兩組成份 0.1 和 0.2 莫耳，因

此共有三組合金組成如表一所示。高熵合金每一

種成份都是主要元素，Cr 成份可以讓合金產生鈍

態現象，在抗蝕上相當重要，一般認為 Cr 之含量

需大於 17%以上會有較良好的抗孔蝕能力，Ni 為

抗氧化之金屬元素，易於試片表面形成氧化膜，

市面上常見的 316 不銹鋼都含有 Cr、Ni、Mo 元素

來增加鋼鐵抗腐蝕的能力，根據文獻，Mo 的原子

具有較大的原子半徑，產生晶格應變，同時增加

固溶強化效應、鍵結增強效應、微晶強化等，從

腐蝕的研究角度來看，亦有助於增加不鏽鋼抗孔

蝕的能力，Ti 元素具有穩定的化學性質、極好的

抗氯鹽腐蝕能力和高強度，Ti 的添加可使表面生

成的氧化層提升抗孔蝕能力和更高的硬度。 

 

(二) 試片備製 

本實驗採用的試片，依所需莫耳比例配製

後，利用真空電弧煉爐來熔煉合金。製備之試片

均為總重量約為 30 克之小型試片，以求於熔煉

過程中合金元素能均勻熔解且混合，因而選取試

片時，能減少選擇的區塊不同所造成的差異性。

熔煉時將配製好的材料置於水冷銅模內，重復將

爐子內部抽取真空至 0.01 torr 後充入 Ar 至 0.2 大

氣壓，以確保合金熔煉時不會大量氧化。熔煉電

流為 500 安培，並於每次熔煉之後將銅模中合金

翻面重複進行熔解達三次以上，以確保合金元素

能達到均勻地混合。 

 

表 1 高熵合金個元素重量百分比 

 

熔煉完成之試片，以放電加工的方式切割直

徑 8mm，面積 0.5cm
2厚度 3mm 之圓形試片，之

後以點焊機焊上導線後以環氧樹脂冷鑲埋成測試

用試片。 

 

圖 1 真空電弧融煉爐示意圖 

 

 

(三) 電化學測試 

在進行電化學測試前，將試片先行清洗乾

淨，以砂紙研磨至 600 號砂紙以除去表面自生氧

化層後，再清洗烘乾後立即進行電化學之測試。  

本實驗所使用之恆電位儀為三極式電極，其

中工作電極為所量測之待測試片，參考電極為 

 Al Co Cr Fe Ni Ti Mo 

Al0.1-Mo0.1 0.84 27.6 16.2 17.4 27.5 7.5 3.0 

Al0.1-Mo0.2 0.81 26.8 15.8 16.9 26.7 7.3 5.8 

Al0.2-Mo0.1 1.67 27.3 16.1 17.3 27.2 7.4 3.0 

316不鏽

鋼 

  18 Bal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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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gCl in 3M KCl ，其電位相對於標準氫氣電極

為 0.208V，而輔助電極則為 Pt 白金片。於實驗中

盡可能將待測試片接近參考電極，並以較大輔助

電極之面積，可用以補償溶液之歐姆阻抗。此外

本實驗所得到之電位值，皆換算為標準氫氣電極

以便於比較。 

 

(四) 極化測試 

一般為了瞭解未知試片的基本電化學腐蝕\

特性，都是藉由陽極極化掃 描出來的曲線特徵，

可以初步判斷其耐蝕性與否，而且可以獲得許多

電化學上的資訊，如腐蝕電位(E
corr

)、腐蝕電

流密度(i
corr

)、臨界電流密度(i
cri

)、鈍態電流密

度(i
pass

)、崩潰電位(E
b
)、孔蝕電位(E

pit
)等。在

硫酸溶液中，掃描範圍以開路電位以下-0.5 V 往

正電位方向掃瞄至開路電位以上+1.5 V，掃描速

率 1 mV/s然而，小範圍的陰極極化掃描有助於

獲得線性電流與電壓之Tafel區，以利於外插求得

腐蝕電流，亦及取腐蝕電位(E
corr

)往下50-100 mV

的線性Tafel區域延伸，與腐蝕電位(E
corr

)的交

點。即可變得腐蝕電流(i
corr

)。而在氯化鈉溶液

中，主要目的為觀察孔蝕電位之發生，當電位超

過孔蝕電位時，初生的蝕孔會持續擴大，且蝕孔

的數目會繼續增加。另外，為了觀察氯離子濃度

增加對高熵合金試片造成的影響，以及溫度升高

後的電化學特性改變，與測試後表面形貌的差

異，故做了 下列的實驗分析，並與被孔蝕的316

不銹鋼做比較。 

 

(五) 溫度效應 

 為了使測試溶液均勻受熱，利用恆溫水

槽改變測試溶液的溫度，另外，在試液中插上

溫度計可隨時觀測溶液的實際溫度，溫度取25

℃、30℃、40℃、50℃、60℃、70℃、80℃等七

個溫度，並通入氮氣除氧，其試片前置處理方式：

等待穩態E
corr
時間、掃描範圍、掃描速率同陽極極

化測試，唯一不同點為溫度的改變。於氯化鈉溶液

中測試，可觀察孔蝕電位與腐蝕電流密度隨著溫

度的變化，並與316不銹鋼做比較。 

 

(六) 腐蝕後試片表面形貌觀察 

將在含氯化鹽溶液中提升電位以達到產生孔

蝕破壞後的試片以酒精，去離子水清洗，烘乾後，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其表面腐蝕情形。 

三、 結果與討論 

 
高熵合金Al0.1-Mo0.1與 316不鏽鋼電化學孔蝕

之比較 。 

為了解高熵合金在氯鹽中之性質，如腐蝕電

位、鈍態現象、崩潰電位等性質。圖 2 表示高熵

合金Al0.1-Mo0.1與 316不鏽鋼於 0.1M NaCl溶液中

(25℃)之陽極極化曲線，高熵合金腐蝕電位 Ecorr 

(-0.29V) 雖低於 316 不鏽鋼(-0.08V) ，但由於溶

液中之高熵合金相較於 316 不鏽鋼具有明顯寬廣

之鈍態區，表示高熵合金在開始腐蝕之後會自發

性的形成鈍態膜以對抗腐蝕，而 316 不鏽鋼雖也

生成鈍態區，但相較於高熵合金，其鈍態區明顯

不如高熵合金鈍太區的寬廣，且鈍態電流密度高

於高熵合金。另外，高熵合金之崩潰電位

Eb(1.28V)，亦遠高於 316 不鏽鋼(0.68V)，表示此

高熵合金比 316 不鏽鋼更能對抗孔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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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l0.1-Mo0.1與 304 不鏽鋼於 0.1M NaCl 溶液

中之陽極極化曲線比較 

 

高熵合金 Al0.1-Mo0.1於在另一氯鹽 NH4Cl 溶液中

(25℃-80℃)之陽極極化曲線。顯示其崩潰電位 E
b

隨著溫度的上升而下降，其中落下趨勢最明顯的

溫度發生在≒60℃，表示高熵合金 Al0.1-Mo0.1於

0.1M NH4Cl 溶液中發生孔蝕(pitting)的溫度介於

50℃-60℃之間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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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l0.1-Mo0.1於 0.1M NH4Cl 溶液中

(25℃-80℃)之陽極極化曲線 

 

圖 4 為高熵合金 Al0.1-Mo0.1於 1M NH4Cl 溶

液中 (25℃-70℃)之陽極極化曲線，由圖中亦可

知，該高熵合金之崩潰電位隨著溫度的上升而下

降，其落下趨勢最明顯的溫度發生在 30℃-40℃之

間，表示該合金 Al0.1-Mo0.1於前例之 10 倍濃度之

1M NH4Cl 溶液中(25℃-80℃)發生孔蝕(pitting)的

溫度介於 30℃-40℃之間。其腐蝕電位與崩潰電位

亦以表 2 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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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l0.1-Mo0.1於 1M NH4Cl 溶液中 

(25℃-70℃)之陽極極化曲線 

 

表 2 Al0.1-Mo0.1於 1M NH4Cl 溶液中 

(25℃-70℃)之腐蝕電位與崩潰電位 

 25℃ 30℃ 40℃ 50℃ 60℃ 70℃ 

Ecorr(V) -0.42 -0.39 -0.35 -0.34 -0.35 -0.33 

Eb(V) 1.18 1.19 0.66 0.35 0.13 0.12 

 

圖 5為高熵合金(Mo為 0.2時)之Al0.1C-Mo0.2於 1M 

NH4Cl 溶液中 (25℃-70℃)之陽極極化曲線，由極

化曲線圖中可知，該高熵合金於 1M NH4Cl 中之抗

孔蝕溫度在 40℃之前崩潰電位(Eb)都維持在 1V 之

上，且並無明顯電位突然產生下降，至 60℃時才

明顯看得出電位下降之情形，圖中 (60℃)之極化

曲線為孔蝕發生之最低溫度(亦即 CPT≦60℃)。因

此，由於 Mo 含量的提升(Mo0.1→Mo0.2)使 CPT 足

足提升了 20℃(40℃→60℃)。並分別列出各測試

溫度之腐蝕電位，崩潰電位如表 3 示之。 

 

表 3 Al0.1-Mo0.2於 1M NH4Cl 溶液中 (25℃-70℃)

之腐蝕電位與崩潰電位 

 25℃ 30℃ 40℃ 50℃ 60℃ 70℃ 

Ecorr(V) -0.33 -0.34 -0.35 -0.36 -0.34 -0.37 

Eb(V) 1.20 1.19 1.15 0.93 0.28 0.25 

 

表 4 Al0.2-Mo0.1於 1M NH4Cl 溶液中 (25℃-60℃)

之腐蝕電位與崩潰電位 

 

 25℃ 30℃ 40℃ 50℃ 60℃ 

Ecorr(V) -0.37 -0.39 -0.36 -0.37 -0.35 

Eb(V) 0.58 0.49 0.35 0.31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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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Al0.1-Mo0.2於 1M NH4Cl 溶液中 (25℃-70℃)

之陽極極化曲線 

 

圖 6 為高熵合金(Al 為 0.2)時之 Al0.2-Mo0.1於 1M 

NH4Cl 溶液中 (25℃-60℃)之陽極極化曲線，由極

化曲線圖中可得知，該高熵合金於 1M NH4Cl 溶液

中，即使在室溫下(25℃)，其崩潰電位(Eb) 亦不到

0.6V 後續隨著溫度的提升，雖然崩潰電位仍有降

低之趨勢，但已並不明顯，且 30℃之試片表面已

有肉眼即可分辨之孔蝕情形，故研判該高熵合金

在 1M NH4Cl(25℃)溶液中已發生孔蝕現象。因此

證明 Al 含量的增高有害於該高熵合金(Al0.2-Mo0.1)

之抗孔蝕能力，亦即 CPT≦25℃或著更低。 

圖 7 為利 1M NH4Cl 對高熵合金腐蝕電位

(Ecorr)之關係圖。由圖中可知其三種成分之高熵合

金，以平均來說，其腐蝕電位最高為 Al0.1-Mo0.2

之高熵合金，以高熵合金 Al0.1-Mo0.1次之，最低為

Al0.2-Mo0.1高熵合金，因此推估，Mo 含量的提升

對高熵合金的抗孔蝕能力能有效的提升，而 Al 含

量的增加，反而導致高熵合金對抗孔蝕破壞的能

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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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Al0.2-Mo0.1於 1M NH4Cl 溶液中 (25℃-60℃)

之陽極極化曲線 

圖 8 為 1M NH4Cl 對高熵合金崩潰電位(Eb)之關係

圖。由圖中可知此三種高熵合金之崩潰電位(Eb)

皆會隨著溫度的提升而下降。而高熵合金

Al0.1-Mo0.2在溫度提升至 60℃時，崩潰電位(Eb)才

有大幅的降低，因此 60℃可視為該高熵合金

(Al0.1-Mo0.2)之 CPT；高熵合金 Al0.1-Mo0.1則次之，

其 CPT 為 40℃，崩潰電位(Eb)驟降直至 60℃趨於

平緩(0.13V)。最低則為高熵合金 Al0.2-Mo0.1，其

CPT 發生在室溫 25℃，室溫時崩潰電位(Eb)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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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0.6V，其電位亦隨著溫度提升而繼續下降。

但其並無超鈍態(Et)的出現，故推測該高熵合金

Al0.2Co1.5CrFeNi1.5Ti0.5Mo0.1於室溫(25℃)時即產生

孔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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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M NH4Cl 對高熵合金腐蝕電位(Ecorr)

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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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M NH4Cl 對高熵合金崩潰電位(Eb)之關係 

 

  圖 9-圖 14 為高熵合金 Al0.1-Mo0.1於 1M 

NH4Cl(25℃-70℃)極化後之表面形貌，由圖 9 可發

現，試片表面有受到腐蝕影響，也可看出其試片

具有樹枝狀結構，溫度上升至 30℃雖然亦受到氯

鹽的侵蝕，但可發現並無出現坑洞般的孔蝕情形

產生。而溫度上升至 40℃時，表面均勻腐蝕的情

形不見了，且在試片表面開始出現局部腐蝕的現

象。溫度再提升至 50℃-60℃時，隨著溫度的上

升，孔蝕的情形漸趨嚴重，且有擴大、加深的情

況產生。 

 

 
(9a)                    (9b) 

 
(10a)                    (10b) 

 
(11a)                    (11b) 

 
(12a)                    (12b) 

 
(13) 

 
(14a)                    (14b) 

圖(9a)(10a)(11a)(12a)(13)(14a) Al0.2-Mo0.1於 1M 

NH4Cl(25℃-70℃)極化後之表面形貌 300 倍，圖

(9b) (10b) (11b) (12b) (14b)為(25℃-70℃) 1000 倍 

 

圖 15-圖 19 為高熵合金 Al0.1-Mo0.2於 1M 

NH4Cl (25℃-60℃)極化後之表面形貌，由圖中可

發現高熵合金於 30℃時，試片表面亦有腐蝕情形

產生，但不如高熵合金 Al0.1-Mo0.1來得嚴重，且在

30℃-40℃時試片表面似乎被一層膜給覆蓋，並從

稍微完整的表面變成龜裂的表面，預估為鹽類與

試片表面形成”鹽膜”，直至 60℃時試片開始產生

孔蝕的同時，鹽膜也隨之明顯剝落，孔蝕所產生

的孔洞也隨之曝光，60℃即為 CPT，其孔蝕規模

如圖所示。 

 



黃鈺琳等人：高熵合金 A1xCo1.5CrFeNi1.5Ti0.5Moy臨界孔蝕電位之溫度效應 29 (2012) 52-58 

Yu-Lin Huang et al.: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ritical Pitting potential of the High Entropy Alloy 

A1xCo1.5CrFeNi1.5Ti0.5Moy 29 (2012) 52-58 

57 
 

 
(15a)                    (15b) 

 
(16a)                    (16b) 

 
(17a)                    (17b) 

 
(18a)                    (18b) 

 
(19a)                    (19b)  

 

圖(15a)(16a)(17a)(18a)(19a) Al0.1-Mo0.2 (25℃-60℃)

極化後之表面形貌 300 倍，圖(15b) (16b) (17b) 

(18b) (19b)為(25℃-60℃) 1000 倍 

 

圖 20-圖 24 為高熵合金 Al0.2-Mo0.1於 1M 

NH4Cl(25℃-60℃)極化後之表面形貌。25℃時，該

高熵合金之陽極極化曲線已無超鈍態區之出現，

因此判斷其電流之上升即為孔蝕的發生，臨界孔

蝕溫度發生在 25℃或更低，亦即 CPT≦25℃。溫

度上升至 40℃時，試片表面已經出現巨大的孔蝕

破壞，其肉眼已可分辨，60℃時試片已被孔蝕相

當嚴重，表面孔蝕破壞殆盡。 

 

 

 
(20a)                    (20b)  

 

 
(21a)                    (21b)  

 
(22a)                    (22b)  

 
(23) 

  
(24) 

圖(20a)(21a)(22a)(23)(24) Al0.2-Mo0.1於 1M 

NH4Cl(25℃,-60℃)極化後之表面形貌 300 倍(20b) 

(21b) (22b) 為(25℃-40℃) 1000 倍 

 

四、 結論 

 
(一)  高熵合金 Al0.1Co1.5CrFeNi1.5Ti0.5Mo0.1相較 

304 不鏽鋼而言，在 0.1M NaCl 溶液環境

下明顯具有較好的抗孔蝕能力。 

(二)  在 1M NH4Cl 溶液中，高 Mo 合金擁有最

高值之 CPT，其 CPT 之比較分別為： 

Al0.1Co1.5CrFeNi1.5Ti0.5Mo0.1：≦40℃ 

Al0.1Co1.5CrFeNi1.5Ti0.5Mo0.2：≦60℃ 

Al0.2Co1.5CrFeNi1.5Ti0.5Mo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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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奈米碳管複合材料薄膜感測器對化學氣

體感測之研究 

何筱琳 

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摘要 

本研究應用奈米碳管的導電性、比表面積及吸附特性，作為氣體感測器的感測材料基材，以水(H2O)

為分散劑，配合 Poly(Vinyl/Pynolidone) (PVP)等 16 種功能性高分子，使用半導體黃光製程，製作感

測器吸附材料元件，比較奈米碳管與不同高分子製作的氣體感測元件，分別在二氧化氮、氨氣不同氣體

濃度條件下的氣體感測性質分析。利用 NO2、NH3等氣體對薄膜所造成的影響程度的不同，探討 NO2、NH3

氣體與奈米複合感測薄膜之間的反應，觀察電阻變化曲線之差異，由此可判別感測不同氣體。 

 

關鍵字：高分子/奈米碳管複合材料,感測器 

 

 

 

Chemical Vapor Sensors of Carbon Nanotube and 

Polymer Composites 

Sheau Ling Ho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A variety of polymer coupled with dispersed MWCNT in water forming nanocomposite 

thin films which have long been employed as gas molecule sensor materials due to their 

attractive chemical absorption features. Use the 16 polymer/MWCNT composites for the gases 

sensor to produce the different sensitivities of NO2、NH3 gases in various concentration and then 

apply these fingerprints to identified various gases. 

 

Keywords: polymer/MWCNT composites,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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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今社會由於工業迅速發展，不論科技或傳

統產業甚至民眾日常生活等，所帶來的污染，包

括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等物質，造成環境暖

化等汙染，並且亦危害人體健康，因此維護環境

品質的前提為污染物的檢測[1]。此外，近年來因

恐怖主義盛行，自從美國遭受 911 恐怖攻擊後，

國際恐怖攻擊有不對稱之趨勢[2]。根據最新情報

得知，當前恐怖威脅種類，主要為毒氣、工業用

毒性物質等化學武器。 

感測器自 1960 年起被運用，1970 年實施商

品化，各種樣式之感測器運用於國防安全、環境

監控、改善人類生活品質等方面，且感測器朝向

微型化、耗能低、靈敏度高、穩定性好、微量偵

測等方向發展。實驗室常使用原子吸收光譜儀及

氣相層析儀等作為檢測儀器，雖具有靈敏度高、

準確性好及微量濃度偵測等優點，但是因售價昂

貴、體積龐大與無法即時採樣等因素限制，所以

並不適用於環境監測與戰場防護。而具備微型

化、耗能低、靈敏度高、穩定性好、微量偵測、

成本低廉、反應快、選擇性強、壽期長之化學氣

體感測器為近年來研究發展之重點[3]。 

陣列式微型化感測器可應用於化學、環保、

工安、農漁牧業、及國防軍事等方面，且已被運

用於汽車工業及居家生活。吳明峰研發之自動化

偵防裝置，在密閉空間包括醫院、地下室及大樓

等場所，利用負壓抽氣原理使空間內產生低壓區

域導致空氣流通，運用一或多個之氣體感測元

件，分析所偵測到氣體之種類濃度。感測器偵測

到氣體之特定濃度時，可即時警示有害氣體之種

類及濃度，其監控氣體種類為甲醛且偵測其濃度

可達 0.1ppm[4]。 

氣體感測器可應用於國防安全方面，國軍重

要軍事機敏場所，附近多為百姓及其住宅，使用

感測器監控環境品質可避免內、外在環境造成之

營區危安。另外戰場防護方面，結合感測器，發

展可偵測有毒氣體之可攜式監偵裝備，可達到早

期預警與應變之作為。 

 

二、實驗 

(一)化學氣體感測研究之方法 

本研究分別使用兩階段雙壁奈米碳管與高

分子材料，滴於 30 陣列式半導體製程技術之矽晶

基材元件，製備高分子/奈米碳管複合材料薄膜感

測元件，配合 30 陣列式感測訊號擷取器與判讀軟

體，進行吸、脫附之氣體感測實驗，感測不同種

類及濃度之化學氣體，將其產生電阻值變化及靈

敏度繪製成趨勢圖、直條圖、雷達圖，建立化學

氣體感測資料庫，可瞭解高分子/奈米碳管複合材

料薄膜感測器對待測氣體之靈敏度、分辨性與穩

定度，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 

 

 

 
圖 1、氣體感測研究流程示意圖 

(二)化學氣體感測實驗(待測氣體吸、脫附實驗) 

本研究將製備完成之感測器元件實驗前先

放入真空烘箱-600mmHg、50℃下 10 分鐘，取出

置入金屬載座再連結至感測訊號擷取器，將量測

系統連結至電腦分析。開始實驗時，先測量出口

流量，以換算實驗中的濃度且還能確立條件，開

始時先進行氣體脫附，脫附氣體為空壓機產生之

空氣，經乾燥器過濾後，乾燥空氣通入感測元件

室內 1 分鐘，於 1 分鐘內藉擷取器取得各晶點之

電阻變化，如有異常之晶點可個別關閉，穩定後，

開始進行實驗；脫附氣體時，流量控制為 500 毫

升/分鐘，預設脫附時間為 12 分鐘，當脫附完成

後，電磁閥自動控制系統會自行切換通入固定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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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化學氣體，進行氣體吸附實驗，吸附氣體分

別為氣體產生器產生或由鋼瓶送出之化學氣體，

並以氣體流量控制器控制流量為 100 毫升/分鐘，

預設吸附時間為 5 分鐘，藉由電磁閥自動控制系

統切換開關，測量氣體感測元件與待測氣體間連

續吸脫附時電阻變化。 

每次實驗均以連續 5 次吸、脫附之最大靈敏

度變化率平均值，求得感測器對待測氣體之平均

感測靈敏度變化率；依上述步驟進行氣體連續

吸、脫附實驗，俾利後續之分析檢測，實驗裝置

設備，如圖 2、3 所示。 

 

 

圖 2、鋼瓶氣體之感測實驗系統裝置圖 

 

 

圖 3、氣體產生器之感測實驗系統裝置圖 

 

於室溫下，本實驗使用乾燥空氣作為載流氣

體(Carrier Gas)，以固定流速之載流氣體通入放

置有機溶液之氣體產生器，藉由穩定之氣流將有

機溶液揮發之氣體攜出，待系統之溫度與流量達

到穩定狀態時可得一固定濃度之待測氣體，並可

藉由設定溫度來控制氣體擴散之速率；溫度愈高

則擴散速率愈快，擴散速率愈快於相同流速下可

產生較高之氣體濃度，藉由精確地測量有機溶液

所損秏之重量，運用式(1)換算待測氣體之濃度

[5,6]。 

    (1) 

C(ppm)：氣體濃度 

△W(g)：有機溶液重量損失 

Mw(g/mol)：有機溶液之分子量 

k：[24.5×(感測實驗攝氏溫度值+273)]÷273 

t(min)：感測實驗進行時間 

F(l/min)：進行吸附之化學氣體體積流率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之場發射等級製作出的奈米碳

管，經由掃瞄式電子顯微鏡(SEM)之觀察結果，

如圖 4 所示，奈米碳管分散性佳，如圖 5 所示，

為奈米碳管與高分子 PEA 製程複合材料感測薄

膜元件表面 SEM 圖。 

 

圖 4、多壁奈米碳管之 SEM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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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奈米碳管/高分子感測薄膜 SEM圖 

本研究為了探討 NO2、NH3氣體與奈米複合

感測薄膜之間的反應，利用 NO2、NH3等氣體對

薄膜所造成的影響程度的不同，可以觀察電阻變

化曲線之差異。 

 

 

圖 6、前 8 種高分子對 NH3氣體反應趨勢圖 

 

 

圖 7、後 8 種高分子對 NH3氣體反應趨勢圖 

 

 

圖 8、十六種高分子對 NH3氣體反應雷達圖 

 

圖 6、7為吸脫附 NH3趨勢圖，吸附到 NH3會

使電阻升高，脫附時再降回原先的電阻，由圖譜

曲線觀察多次吸脫附，高分子膜對 NH3 吸脫附有

再現性的。圖 8 為高分子對 NH3氣體在不同濃度

下的檢測，950ppm 之反應性，其中靈敏度變化率

最佳為 EC，而靈敏度變化率最差是 PMVEMA；

在 1200ppm 之反應性，其中靈敏度變化率最佳為

OV-210，而靈敏度變化率最差是 PMVEMA；在

1700ppm 之反應性，其中靈敏度變化率最佳為

OV-210，而靈敏度變化率最差是 PMVEMA。 

圖 9、10 為吸脫附 NO2 趨勢圖，吸附到 NO2

會使電阻降低，脫附時再升回原先的電阻，不同

於吸附 NH3氣體曲線，推估為 NO2有太多孤對電

子對，使原先 P 型半導體變成 N 型半導體，讓電

子大於電洞，所以電阻值會出現降低的現象，並

且觀察多次吸脫附，高分子膜對 NO2吸脫附一樣

有再現性的。圖 11 為高分子對 NO2 氣體在三種

不同濃度下檢測所得，500ppm 之反應性，其中靈

敏度變化率最佳為 PVP，而靈敏度變化率最差是

PVDC-AN；在 200ppm 之反應性，其中靈敏度變

化率最佳為 PVP，而靈敏度變化率最差是

PVDC-AN；在 100ppm 之反應性，其中靈敏度變

化率最佳為 PVP，而靈敏度變化率最差是

PVDC-AN。 

由圖 8、11 的指紋圖譜(雷達圖)堆疊可以發

現明顯的差異，由此可以判別出感測不同氣體，

並且相同氣體在不同濃度下的圖譜是相近、相似

的，藉由資料庫的儲存擴充，未來可以辨識更多

不同的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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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前 8 種高分子對 NO2氣體反應趨勢圖 

圖 10、後 8 種高分子對 NO2氣體反應趨勢圖 

 

 

圖 11、16種高分子對 NH3氣體反應雷達圖 

 

 

 

 

 

四、結論 

利用不同功能性高分子與多壁奈米碳管所

製成的陣列式化學感測氣體感測薄膜，可針對不

同氣體進行氣體指紋圖譜之建立；由結果可以發

現其反應皆有所差異，透過圖譜比對後可得知氣

體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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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熵合金(Al5Cr12Fe35Mn28Ni20)在不同加工量下之  

電化學腐蝕性質研究 

林堯文、施漢章* 

中國文化大學奈米材料研究所 

*Email: hcshih@mx.nthu.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討高熵合金的腐蝕行為及其電化學特性之研究，加工量的增加是否有助於抗腐蝕性

質，因此改變加工量比率進行探討(X=0%、30%、60%)，並期以升溫的方式找尋到臨界孔蝕溫

度。實驗分別於氯化鈉、硫酸、氯化銨及氟化鈉溶液中進行，結果顯示：在室溫環境之下，

304不銹鋼的抗孔蝕能力高於高熵合金，而從陽極極化以及SEM的結果，亦可明顯看出加工量

較高者之高熵合金抗孔蝕能力性質為最佳。AlCrFeMnNi高熵合金於含有氯鹽或酸性環境中，

合金中的Al成份易與溶液作用而造成腐蝕破壞，使得試片表面因而產生破壞嚴重的許多孔洞； 

對於此成份高熵合金欠佳之抗蝕能力，藉由將合金加工量的提高，會有助於表面鈍態膜之完

整及保護能力，因而可有效的提升抗蝕能力。此外，此成份高熵合金於氟化鈉溶液中的臨界

孔蝕溫度有隨著溶液濃度提高亦隨之升高的現象產生，以及加工量最大者有最高的臨界孔蝕

溫度。 

關鍵字：高熵合金、臨界孔蝕溫度 

Electrochemical Corrosion Properties of the High En-

tropy Alloy (Al5Cr12Fe35Mn28Ni20) in the different 

Cold Work 

Yao-Wen Lin、 Han C. Shih
*
 

Institute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is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corrosion behavior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high en-

tropy alloy (HEA) AlCrFeMnNi，to see whether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cold work (0%，30% and 

60%) would increase the pitting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to achieve the critical pitting temperature 

(CPT) of the alloy in a specific aqueous environment containing chloride (Cl-) or fluoride (F-) 

through increasing the bath temperature (20-90℃).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separately in sulfu-

ric acid sodium chloride，ammonium chloride and sodium fluoride solutions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under the room temperature the type 304 stainless steel showing a better pitting corrosion re-

sistance than the HEA；judging from the anodic polarization curves and SEM observations ，higher 

degree of cold work of the HEA has a better pitting corrosion resistance. Exposing AlCrFeMnNi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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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 in acidic or in chloride environment showed that the component Al would easily react with the 

solution and be damaged by pitting corrosion leaving large amount of pits on the surface of the 

specimen . In dealing with such HEA it is possible to enhance the surface passivity for corrosion 

protection by means of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cold work . 

Keyword：high entropy alloy、critical pitting temperature 

一、前言 

長久以來，合金系統的設計主要是以單一元

素為主體，再添加其他少量元素來改善合金的性質

結構，以達到所要求的性質。例如：以鐵為主的鋼

鐵材料，和十九世紀末，以鋁為主要元素的鋁合金

興起。至1930 年，為配合飛機引擎的開發，發展

出超耐熱的超合金，例如：鈷基、鎳基、鐵基超合

金，然而，發展至今，傳統合金系統的設計無法跳

脫以一種元素為主的觀念，這種觀念限制了合金成

份的自由度及空間，使得傳統合金發展出侷限在三

十種系統左右，然而在科學家與工程師的長期努力

之下，各傳統合金的系統已建立相當完整的數據及

各方向的研究資訊。 

而多元高熵合金是以ㄧ種全新的合金設計理

念來開發，其特色為每個元素皆是主體，而且至少

有五種以上的元素，每種元素之原子百分比大於5 

%，小於35 %，由於主要元素很多，因此預期從高

溫凝固下來時，會保有在高溫時形成之高亂度的固

溶 體 ， 而 本 實 驗 所 研 究 的 多 元 高 熵 合

金—AlCrFeMnNi，為單一FCC相的固溶體，施以

不同加工量作為電化學實驗數據的比較。 

二、實驗方法 

【一】、合金成分 

本 實 驗 所 採 用 的 合 金 成 分 為

Al5Cr12Fe35Mn28Ni20 高熵合金，依莫耳比例配製而

成，其下標代表的是該成分所佔之莫耳比率，實驗

合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 Al5Cr12Fe35Mn28Ni20 加

工 度 0%( 未 滾 軋 ) 高 熵 合 金 ； 第 二 部 分 為

Al5Cr12Fe35Mn28Ni20 加工度 30%高熵合金，第三部

份為 Al5Cr12Fe35Mn28Ni20 加工度 60%高熵合金。因

為此種高熵合金其組成元素和一般商用 304 不銹

鋼相似，因此取 304 不銹鋼做為本實驗之對照  

及比較。 

【二】、試片製備 

將高熵合金Al5Cr12Fe35Mn28Ni20 的成分依莫

耳比的比例稱重後，將所有純度99 %以上的合金元

素 均 勻 混 煉 ， 熔 煉 前 ， 必 須 將 爐 子 抽 真 空 至

0.01atm，再通入Ar 至0.2 atm，重複抽氣充氣過程

至少3 次，以確保合金熔煉時不會大量氧化，每次

熔煉後，將銅模中之合金翻面再進行熔煉，熔煉過

程反覆三次以上，以確保熔煉後之合金成份均勻，

最後在水冷銅模上固化成盤狀的小鑄錠。為確保質

地均勻因此試片再經過鍛造處理，1000℃均質化後

於大氣環境下空冷退火。然後再將試片以冷滾軋方

式施以三種不同加工量的處理(不滾軋、加工量

30%、加工量60%) 最後再將鑄錠以線切割方式切

成直徑8mm 高3 mm 的小圓柱，背面圓以點焊機

焊一根銅線在上面作為導線，再以環氧樹脂鑲埋

之，只露出0.5 cm
2 的作用面積，固化後將試片以

砂紙研磨至#600 以進行電化學測試。合金之熔煉

製備特別感謝葉均蔚教授實驗室所提供以及清華

大學合金鋼廠的設備支援。  

另外，本實驗之對照組304ss 則是用直徑8 

mm 商用之不銹鋼棒，切成高3 mm 的小圓柱，再

依上面方式製作電化學測試用試片。 

【三】、陽極極化掃描 

一般為了了解未知試片的基本電化學特性，

都是藉由陽極極化掃 描出來的曲線特徵，可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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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判斷其耐蝕性與否，而且可以獲得許多腐蝕上的

資訊，如腐蝕電位(Ecorr)、腐蝕電流密度(icorr)、

臨界電流密度(icri)、鈍態電流密度(ipass)、崩潰電

位(Eb)、孔蝕電位(Epit) 等。在硫酸溶液中，掃描

範圍以開路電位以下-0.5 V 往正電位方向掃瞄至

開路電位以上+1.5 V，掃描速率1 mV/s，然而，小

範圍的陰極極化掃描有助於獲得Tafel 區，以利於

求腐蝕電流，通常取OCP 上下50-100 mV的線性

Tafel 區域延伸，與OCP 電位的交點。一般而言，

OCP 電位即Ecorr。而在氯化鈉溶液中，主要目的

為觀察孔蝕電位之發生，當電位超過孔蝕電位時，

初生的蝕孔會持續擴大，且蝕孔的數目會繼續增

加。另外，為了觀察氯離子濃度增加對高熵合金試

片造成的影響，以及溫度升高後的電化學特性改

變，與測試後表面形貌的差異，故做了以下的實驗

分析，並將部份結果與304 不銹鋼做比較。  

1、濃度效應  

為觀察高熵合金試片於不同氯離子濃度的水溶液

環境下，其電化學特性(如孔蝕電位、腐蝕電流等) 

如何變化，測試溶液選用一般電化學中我們觀察孔

蝕常採用氯化鈉溶液。測試於室溫下(~25 ℃)進

行，並通入氮氣除氧，其試片前置處理、等待OCP 

時間、掃描範圍、掃描速率同陽極極化測試，並與

304不銹鋼做比較。  

2、溫度效應  

為了使測試溶液均勻受熱，利用恆溫水浴槽改變測

試溶液的溫度，實驗裝置圖如圖一，另外，在溶液

中插上一根溫度計可隨時觀測溶液的實際溫度，溫

度取25℃、30℃、40℃、50℃、60℃、70℃、80℃

等等幾個溫度區間，並通入氮氣除氧，其試片前置

處理方式、等待OCP 時間、掃描範圍、掃描速率

同陽極極化測試，唯一不同點為溫度的改變，於氟

化鈉溶液中觀察孔蝕電位與腐蝕電流密度隨著溫

度的變化有何變化，以期能找到CPT (臨界孔蝕溫

度Critical pitting temperature)。 

 

圖一、實驗裝置圖。 

三、結果與討論 

Al5Cr12Fe35Mn28Ni20高熵合金之電化學特性

量測沿續葉均蔚教授實驗室團隊的研究，對此成份

Al5Cr12Fe35Mn28Ni20 高 熵 合 金 ( 之 後 簡 稱 為 Mn28 

合金)機械性質上的探討之外，我們改以電化學方

面的角度切入作此成份高熵合金在三種滾軋加工

量下浸泡於各種不同溶液的濃度及溫度測試，以期

了解此合金對於各種溶液下的腐蝕行為現象。 

【一】、Al5Cr12Fe35Mn28Ni20 高熵合金於 0.1M 硫酸水

溶液之測試結果 

由於不銹鋼在硫酸溶液中有很明顯的鈍態現

象，所以硫酸溶液常被用來作為陽極極化測試之溶

液。因此我們首先以0.1M 硫酸水溶液來測試比較 

Mn28高熵合金不同加工量下的抗蝕性優劣程度。

圖二為Mn28合金在三種加工量下極化測試的結

果，由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三種成份皆有完整的鈍態

區域，鈍態區所跨的電位約1V 左右，鈍態電流密

度(ipass)而言加工量30%和60%的Mn28合金是小幅

優於未滾軋的Mn28合金。圖三為三個加工量的試

片於硫酸水溶液中極化測試過後的表面形貌，與文

獻中304型不銹鋼有極為類似的狀態，表面有許多

小而淺的小孔分佈，並無嚴重的孔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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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不同加工量之Al5Cr12Fe35Mn28Ni20 高熵合

金於0.1M 硫酸溶液室溫(25°C)中之極化曲線 

 

1000倍 0%加工量 

 

 

 

 

 

 

 

 

 

1000倍 30%加工量 

 

 

 

 

 

 

 

 

 

1000倍 60%加工量 

 

 

 

 

 

 

 

 

 

 

圖三、Mn28高熵合金，不同加工量下，於0.1M H2SO4 

(室溫25℃)溶液極化實驗後之表面形貌 

【二】、Al5Cr12Fe35Mn28Ni20 高熵合金於 0.1M 氯化鈉

水溶液之測試結果 

一般我們會採用氯鹽溶液來測試未知金屬的

抗孔蝕性質，因此我們先採用0.1M的 氯化鈉水溶

液 作 為 測 試 溶 液 ， 圖 四 為 不 同 加 工 量 之

Al5Cr12Fe35Mn28Ni20高熵合金在0.1M氯化鈉水溶液

(25℃)中之極化測試結果，從圖中可以發現當此份

合金在加工量60%時有比較完整的鈍態區而加工

量30%與不加工之試片極化曲線的趨勢幾乎一致

而無明顯差異，因為鈍態區間過小，因此我們再降

低溶液濃度及提昇溫度條件看是否能呈現比較明

顯的腐蝕行為及極化曲線差異，於是我們可以觀察

到此合金在加工量30%和60%的試片鈍態區略優於

未滾軋態的，也因為鈍態區間仍然過小，很明顯的

此成份試片在氯化鈉水溶液中抗蝕性不佳，與圖五

比較，可得知鈍態區和腐蝕電位都是304型不銹鋼

較佳。 

另外，可以明顯觀察到平均分佈的孔洞大小

為Mn28加工量0%>加工量30%>加工量60%。 

 

圖四、不同加工量之Al5Cr12Fe35Mn28Ni20 高熵合

金於0.1M 氯化鈉溶液(室溫25°C)中之極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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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加工量0%Al5Cr12Fe35Mn28Ni20高熵合金與

304型不鏽鋼於0.1M 氯化鈉溶液(室溫25°C)中之極

化曲線 

 

 

圖六、不同加工量之Al5Cr12Fe35Mn28Ni20高熵合金

於0.01M 氯化鈉溶液(40°C)中之極化曲線 

 

 

圖七、Mn28高熵合金，不經滾軋加工，於0.1M NaCl 

(室溫25℃)溶液極化實驗後之表面形貌(1000倍) 

 

 

圖八、Mn28高熵合金，加工量30%，於0.1M NaCl (室

溫25℃)溶液極化實驗後之表面形貌(1000倍) 

 

 

圖九、Mn28高熵合金，加工量60%，於0.1M NaCl (室

溫25℃)溶液極化實驗後之表面形貌(1000倍) 

 

【三】、Al5Cr12Fe35Mn28Ni20 高熵合金於 0.1M 氯化銨

水溶液之測試結果 

沿續前面Mn28試片於氯化鈉水溶液中抗蝕

性不佳 ，因此再改以0.01M的NH4Cl水溶液施以溫

度條件改變的測試方法實驗三種加工量的試片在

溶液中的抗孔蝕性，得到的結果與Mn28試片在氯

化鈉溶液中相當接近，皆為室溫下陽極極化曲線測

試過後試片表面即出現肉眼可以觀察到的蝕孔，極

化曲線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三種試片的腐蝕電位

(Ecorr)雖然會隨著溫度升高而逐漸提升，鈍態區也

較試片於氯化鈉水溶液中完整，但由於鈍態區範圍

不大，試片的孔蝕還是迅速發生，整體而言Mn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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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於NH4Cl溶液中的抗蝕性仍不佳，以金相圖片  

圖十三觀之，也與經氯化鈉水溶液陽極處理過的試

片相同，試片表面明顯分佈許多小孔。 

 

 

圖十、加工量0%之Al5Cr12Fe35Mn28Ni20高熵合金於

0.01M 氯化銨溶液中之極化曲線(20-80°C) 

 

 

圖十一、加工量30%之Al5Cr12Fe35Mn28Ni20高熵合

金於0.01M 氯化銨溶液中之極化曲線(20-80°C) 

 

 

圖十二、加工量60%之Al5Cr12Fe35Mn28Ni20高熵合

金於0.01M 氯化銨溶液中之極化曲線(20-80°C) 

 

 35倍                100倍   

 

 

 

 

 500倍               1000倍 

 

 

 

 

 

圖十三、Mn28高熵合金，不經滾軋加工，於0.01M 

NH4Cl (室溫25℃)溶液極化實驗後之表面形貌 

 

四、結論 

1、高熵合金Al5Cr12Fe35Mn28Ni20於氯化鈉水

溶液中抗蝕性比304型不銹鋼為差，但以三個加工

量孔蝕程度而言加工量高者具最佳的抗蝕性。  

2、高熵合金Al5Cr12Fe35Mn28Ni20於0.1M硫酸

水溶液中具有良好的抗蝕性，而以金相結果觀之，

加工量高者具有較佳的抗蝕性質。  

3、高熵合金Al5Cr12Fe35Mn28Ni20於0.01M氯化

銨水溶液中室溫條件下仍然產生孔蝕，印證了此成

份合金對於溶液中氯離子的抵抗性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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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醋酸乙烯酯與玉米澱粉合膠之製備及性質研究 

凌東鈺 1、李璜桂 2* 

1中國文化大學奈米材料碩士班 
2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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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國環保意志抬頭後， 許多先進國家正限制使用或強制回收傳統塑膠，減低固

體廢棄物對環境的衝擊，因此另一種新興材料「生物可分解性塑膠」於是誕生。生物

可分解性塑膠在適當條件下能完全分解循環，以焚化、掩埋的方式對環境的影響也低

於傳統塑膠產物，因此利用澱粉等原料制造塑膠被評估為解決環境問題的一項指針。 

關鍵字: 聚醋酸乙烯酯，澱粉，綠色塑膠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PVAc/corn 

Don-U Lin
1、Huang-Kuang Lee

2*
 

1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Chemcal Engineering ,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of many advanced countries are 

restricting the use of mandatory recycling of traditional plastic,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solid 

waste on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emerging material "biodegradable plastic" was born. 

Biodegradable plastics under appropriate conditions to complete decomposition cycle, by 

incineration, burying the way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is also lower than the traditional 

plastic product, so the use of corn starch and other raw materials, manufacture of plastic are 

assessed to be a pointer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y words:PVAc，Starch, green plastic 

 

 

一.前言 

澱粉是地球蘊藏量最為豐富的天

然有機化合物 ，不僅價格便宜並可大

量生產，由於澱粉在生產過程中可消

耗二氧化碳，具有減碳的功效，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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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粉具有生物可分解特性，在過去二

十年間，澱粉基塑膠成為熱門研究課

題，目前商品化的澱粉基塑膠主要應

用於包裝領域，包括薄膜、包裝袋，

麻袋、緩衝材，而其最新應用發展的

方向則包括電子設備與家電用品的外

殼、汽車用生質能輪胎、以及其他耐

久性產品，隨著澱粉塑膠技術的精

進，澱粉塑膠被視為最有潛力可取代

傳統石化塑膠的生物機塑膠。[3] 

二.研究方法 

一 PVAc 

  PVA 是一種白色粉末狀、片狀或

絮狀固體，玻璃轉化溫度 60～85°

C。聚乙烯醇含有許多醇基，具有

極性，且可與水形成氫鍵，故能溶

於極性的水[1]；溶於水會產生聚醋

酸乙烯酯(PVAc)及部分聚乙烯醇

(PVA).聚乙烯醇也可溶於熱的含羥

基溶劑如甘油、苯酚等，不溶於甲

醇、苯、丙酮、汽油等一般有機溶

劑 按聚合度可分為超高聚合度

（分子量 25～30 萬）、高聚合度（分

子量 17～22 萬），中聚合度（分子

量 12～15 萬）和低聚合度（分子

量 2.5～3.5 萬）。醇解度一般有完

全醇解（醇解度 98～100％）、部分

醇解（醇解度 87～89％）和醇解度

78％三種。產品牌號中一般將聚合

度的千、百位數字放在前面，醇解

度放在後面，例如聚乙烯醇 17-99

即表示聚合度為 1700，醇解度為

99％。 

二、澱粉 

(starch)為植物儲存能量的主

要場所，為一種多醣，於食品中具

多種功能性。來源包括穀類(如玉

米、米)、根莖類(如馬鈴薯、樹薯)，

甚至樹木(西谷澱粉) 每公克可提

供 4卡熱量澱粉分子可分為直鏈澱

粉(amylose)及支鏈澱粉

(amylopectin) 直鏈澱粉約每 500

個葡萄糖才有一個分支鏈支鏈沒

粉約 20~25個葡萄糖即有一個分支

鏈不管是直鏈或支鏈澱粉分子均

只有一個還原端，當分子的糖苷鍵

被水解時，即會生成一個新的還原

端於水中，澱粉鏈易形成螺旋結

構，此結構可與碘(或脂質)形成複

合，產生顏色直鏈澱粉鏈長較長可

形較長的螺旋，而支鏈澱粉鏈長較

短所以螺旋較短，因此兩者與碘形

成的顏色不同。直鏈澱粉與碘複合

形成藍色，而支鏈澱粉則為紫色。 

 

三、糊化作用(gelatinization)： 

主要為加熱澱粉顆粒吸水膨潤

造成，步驟如下： 

1.加熱使水進入澱粉的非結晶區。 

2.打斷結晶區的氫鍵，而進入結晶

區。 

3.破壞結晶區，逐漸失去複屈折

性，而澱粉顆粒逐漸鬆散，吸水膨

潤快速[2]。. 

4 黏度上升。 

5.膠體形成(冷卻) 。 

 

四、離水(syneresis)： 

凝膠的糊化澱粉於室溫或冷藏

時，其結晶區慢慢形成氫鍵(逐漸老

化)，而使凝膠釋出水分的現象稱

之。直鏈澱粉含有較多的水分，故

離水現象較支鏈澱粉來得明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E8%BD%AC%E5%8C%96%E6%B8%A9%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6%B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AF%E9%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2%E9%8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2%E9%8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9%E9%85%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BD%E6%B2%B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A%E5%90%88%E5%BA%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5%AD%90%E9%87%8F


凌東鈺等人：聚醋酸乙烯酯與玉米澱粉合膠之製備及性質研究 29 (2012) 72-77 

D. U. Lin et al.: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PVAc/corn 29 (2012) 72-77 

74 
 

 

五、回凝(retrogradation)： 

一旦凝膠形成後，會逐漸形成

堅硬的組織，此種現象叫做

(retrogadation)。主要是直鏈及支鏈 

澱粉間的氫鍵逐漸增加，使凝

膠的組織愈來愈密，而形成有組織

的結晶化構造，於是組織便顯的較

硬。 

實驗流程 

1不同比例PVAc及處裡方法之澱粉  

2 合膠參合  

3 熱性質分析：TGA 

4 物理性質分析：硬度    

實驗步驟 

先製作可塑性PVAc攪拌1hr後放至

90 度 C 水溫繼續攪拌 1hr 再倒入可

塑性澱粉（以 70 度 C 糊化 10min

後倒入甘油塑化）持續攪拌 1hr 合

膠，完畢後放置 24hrs 後，放烘箱

去多餘水份再測各種性質。 

研究材料 

1. 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 

PVA) 

型號：BP-17 

FORMULA WEIGHT：84000-89000 

鹼化度：86-89(%) 

公司： 第一化工 

 

 

2. 澱粉  

供應商 ：日正食品 

 

三 .結果與討論 

配方 A(4種) 

在材料 A 配方中，裂解溫度隨澱粉

比例上升而成正比，由圖 4 所示的裂解

溫度比其他三種都高，由圖 1-4可得

知，添加澱粉對 PVAc 綠色塑膠材料有

助提升其裂解溫度。 

 

 
圖 1馬鈴薯 5% PVAc8% 

 

 
圖 2馬鈴薯 10% PVAc8% 

 
圖 3馬鈴薯 15% PVA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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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馬鈴薯 20% PVAc8% 

 

配方 B(4種) 
在材料 B 配方中，裂解溫度隨澱

粉比例上升而成正比，由圖 8 所示

的裂解溫度比其他三種都高，由圖

5-8可得知，添加澱粉對 PVAc 綠色

塑膠材料有助提升其裂解溫度。 

 
圖 5馬鈴薯 5% PVAc10% 

 
圖 6馬鈴薯 10% PVAc10% 

 

 

 
 

圖 7馬鈴薯 15% PVAc10% 

 

 

 
圖 8馬鈴薯 20% PVAc10% 

配方 C(4種) 
在材料 C 配方中，裂解溫度

隨澱粉比例上升而成正比，由圖 12  

所示的裂解溫度比其他三種都

高，由圖 9-12可得知，添加澱粉對

PVAc 綠色塑膠材料有助提升其裂

解溫度。 
 

 
 

圖 9馬鈴薯 5%PVA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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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馬鈴薯 10%PVAc12% 

 

 

 

 
圖 11馬鈴薯 15%PVAc12% 

 
圖 12馬鈴薯 20% PVAc12% 

 

 

 

 

 

 

 

 

 

 

配方 D(4種) 

在材料 D 配方中，裂解溫度隨澱粉

比例上升而成正比，由圖 16 所示的裂

解溫度比其他三種都高，由圖 13-16可

得知，添加澱粉對 PVAc 綠色塑膠材料

有助提升其裂解溫度。 

 
圖 13馬鈴薯 5% PVAc14% 

 

 
圖 14馬鈴薯 10% PVAc14% 

 
圖 15馬鈴薯 15% PVA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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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馬鈴薯 20% PVAc14% 

 

在澱粉對提升 PVAc 綠色塑膠材料

中，增加比例愈高，裂解溫度上升愈

高，尤其以 20%澱粉對於裂解溫度上

升影響最大。 

 

表 1澱粉增加對硬度的影響 
澱

粉 

PVAc 8% 10% 12% 14% 

5% 42 45 48 51 

10% 38 40 41 43 

15% 34 38 40 42 

20% 17 20 38 39 

 

由表 1得知在固定 8%PVAc下，在材

料 A 配方中，硬度隨澱粉比例上升而

成反比，且 20%澱粉的硬度比其他三種

都低，可知，添加澱粉對 PVAc 綠色塑

膠材料有降低其硬度。 

在固定 10%PVAc下，在材料 B 配方

中，硬度隨澱粉比例上升而成反比，

且 20%澱粉的硬度比其他三種都低，可

知，添加澱粉對 PVAc 綠色塑膠材料有

降低其硬度。 

在固定 12%PVAc下，在材料 C 配方

中，硬度隨澱粉比例上升而成反比，

且 20%澱粉的硬度比其他三種都低，可

知，添加澱粉對 PVAc 綠色塑膠材料有

降低其硬度。 

在固定 14%PVAc下，在材料 D 配方

中，硬度隨澱粉比例上升而成反比，

且 20%澱粉的硬度比其他三種都低，可

知，添加澱粉對 PVAc 綠色塑膠材料有

降低其硬度。 

在 PVAc 對提升 PVAc 綠色塑膠材料

的硬度影響中，增加比例愈高，硬度

上升愈大，尤其以 14%PVAc 對於硬度

上升影響最大。 

在 澱粉對提升 PVAc 綠色塑膠材料的

硬度影響中，增加比例愈高，硬度下

降愈大，尤其以 20%澱粉對於下降影

響最大。 

四、結論 
(1)裂解溫度：在四種材料配方中，

固定 PVAc 比，裂解溫度會隨澱

粉比例上升而成正比。但固定澱

粉比，改變   PVAc 比對裂解溫

度影響不明顯。 

  (2)硬度：在四種材料配方中，當固定

PVAc比，硬度隨澱粉比例上升而下

降。 

當固定澱粉比例，硬度隨 PVAc比

例上升而上升。 

本文得知在用澱粉製作綠色塑膠

時，裂解溫度會隨澱粉比而上升，而

硬度會隨澱粉比上生而下降， 

     由以上澱粉對 PVAc 綠色塑膠材

料的實驗結果，可使業者未來若需

量產 PVAc 綠色塑膠材料時，做為

提升其性能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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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利用不飽和聚酯樹脂作為基材，將鐵線繞成錐體螺旋狀，置入不飽和

聚酯樹脂與活性碳粉當中，製成複合材料之電磁波吸收體。鐵線圈數固定為 15圈，間

距為 1cm、1.5cm、2cm，各別探討其電磁波吸收效果，當圈數為 15圈時，間距為 1.5cm

時，所使用之活性碳粉為重量百分比 15%時，其最高吸收值為 29dB。隨著錐形螺旋鐵

線間距的縮小，使電磁波入射波在錐形螺旋鐵線間形成干涉共振，但也增加電磁波打

到錐形螺旋鐵線的機率，易造成直接反射。 

 

關鍵詞：電磁波吸收、活性碳、錐型螺旋鐵線 

Change the Arrangement Direction of the Conical 

Spiral Iron Wire Value of the Absorp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in 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s and Activated Carbon Powder 

K. C. L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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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 J. H. Chen
2

and Y.J. Lee
 2

 and X.Z. Yang
 3

 

1

Departmen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Master Program of Nano 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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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R&D Master Program in Textile Industry 

Abstract 

In this study, 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 as a substrate, the iron wire wound into a cone 

spiral, made with 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s and activated carbon powder which wave 

absorber made of composite materials. Number of iron coil is fixed at 15 laps, the spacing 

of 1cm, 1.5cm, 2cm, individually explore the effect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absorption, 

when the number of turns for 15 laps, the spacing of 1.5cm, the activated carbon powder 

used as a weight percentage of 15% its maximum absorption value is 29dB.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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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owing of the conical spiral wire spacing, so that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s incident to 

the formation of interference resonance between the conical spiral wire, but also increases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to hit the chances of the conical spiral wire, and could easily lead 

to the direct reflection. 

Key words: Electromagnetic wave absorber、Activated carbon、Conical spiral iron wire 

一、前言  

由於科學的進步，伴隨著資訊、通訊技術

的發展，促使各行各業必須仰賴著電子或電器

設備的應用，從居家附近的基地台、高壓電塔

到家中的家電用品至隨身攜帶的手機，都充斥

著電磁波[1]。 

不同電器所發出的強弱不同，對人體之傷害

也不同，電磁波較強者，如高壓變電器、微波

爐、吹風機…等，若長期接觸極可能破壞生物

分子細胞，令其突變生長停止新陳代謝，致使

轉變成癌細胞，因此電磁波遮蔽話題開始受到

重視，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早已開始研發電

磁波吸收體[2,3] 

一般強化性複合材料可分為熱塑性複合材

料(FRTP)與熱固性複合材料(FRP)。而熱固性複

合材料之優點是強度高、重量輕、耐腐蝕性以

及耐熱性佳、電器絕緣性好，然而基於其耐熱

性佳，不會再因受熱而變形[3]。 

電磁波吸收材料可分為相當多的類型，主

要方法有遮蔽和吸收，是藉著電場、磁場和電

磁波吸收材料的相互作用，將電場或磁場的能

量轉換為熱能。防護電磁波干擾的方法大多是

利用（1）磁性材料（2）介電性材料（3）電阻

性材料作為電磁波吸收體。 

本實驗所使用的導磁材料為鐵線因為鐵本

身擁有高導磁係數，以及利用活性碳粉之導電

特性目的是使吸收值提升，並改變錐型螺旋鐵

線間距排列來分析其吸收值與頻寬率。 

二、理論  

2-1 電磁波吸收原理  

於電磁波的吸收體後方放置一塊金屬

板，當電磁波入射時，有一部分的電磁波從吸

收體表面反射，一部分進入吸收體內部行多重

反射與干涉共振，使電磁波轉換成熱能散失，

降低電磁波的強度，在吸收體內部多重反射次

數愈多，反射出來的電磁波愈少，表示其吸收

效果越好，如圖 1所示。[4,5] 

 

 

 

 

三、實驗  

（一）實驗材料 

1.不飽和聚酯樹脂： (順丁烯二酸 20%、丙二醇 

15%、乙二醇 15%、二乙二醇 15%、苯乙烯單 

體 35%)，(拓南化工) 

2.硬化劑：過氧化丁酮，C4H10O4，(拓南化工) 

3.鐵線直徑規格：φ0.36㎜(導磁率 1000μ) 

4.活性炭粉:吸收粉末(粒徑:40~70μm)，(拓南化

工) 

（二）實驗儀器 

1.網路分析儀：Agilent Technologies E5071B (300  

KHz ~ 8.5 GHz) 

2.號角天線：AH-118(1 GHz ~ 18 GHz) 

3.金屬板：面積15cm2，厚度0.5cm 

4.光纖傳輸線：Agilent Technologies N6314A、 

 N6315A、N3839A(Type-N、50Ω、RF Cables) 

反射波 

金屬板 

電磁波吸收體 

入射波 

圖 1 電磁波吸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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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攪拌機：型號DC-1S，瓦數100W，轉速 

 80-1150rpm。 

（三）實驗流程 

 

 

 

 

 

 

 

 

（四）實驗條件 

1 .不飽和聚酯樹脂固定為350mg，並用 

電子天秤量取，如圖2所示。 

 

 

 

 

 

圖2用電子天秤量取樹脂 

 

2.添加活性碳粉(Powdered Activated Carbon,  

PAC)，分別以5%、10%、15%、20%、25%重

量百分比於不飽和聚酯樹脂中，並以電子天秤

如圖3所示。 

 

 

 

 

 

圖 3 在電子天秤上量取不飽和聚酯樹脂

350mg，以 350mg 為標準，分別添加活性碳粉

5%、10%、15%、25%、30%。 

3.錐形螺旋線圈由下而上直徑漸小之正面，如

圖 4 所示。 

 

 

圖 4 正面錐體螺旋鐵線 

4.電磁波吸收複合板材平均厚度為1.84cm，長

與寬平均為16.5cm。 

5.錐型螺旋鐵線排列  

 

 

 

 

圖5鐵線圈數由下而上漸小，稱為正面 

 

 

 

 

圖6鐵線圈數由上而下漸小，稱為反面 

將鐵線繞成螺旋錐狀 

 

間距(1、1.5、2cm)圈數(固定 15 圈) 

 

加入活性碳粉(依重量百分比)於 

不飽和聚酯樹脂當中 

 

選擇最佳排列、重量百分比例製作

板材 

 
測試電磁波吸收效果 

 

不飽和聚酯樹脂 

電子天秤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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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錐型螺旋鐵線正反交錯排列 

四、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重量百分比之活性碳粉對電磁波吸

收值 

 

 

 

 

 

 

 

圖8改變活性碳粉比例對電磁波吸收值 

圖 8 為改變活性碳粉之重量百分比例對電

磁波吸收之影響，改變之重量百分比依序為

5%、10%、15%、20%、25%。 

由圖 5 可以看出在碳粉比例 5%時的吸收

值為 9dB 較為不佳，因為吸收材中的碳粉含量

太低，造成入射的電磁波沒有足夠的立體空間

進行干涉共振；在重量百分比為 15%時的吸收

效果較佳為 26dB，因為 15%之吸收材有足夠的

活性碳粉與立體空間讓吸收材發揮自身的電磁

特性，讓入射電磁波充分在內部行干涉共振，

使波與波轉換成熱能散失，從 20%以後到 25%

開始吸收值明顯下降這樣的趨勢中可以看出由

於碳粉的含量提高，但在密度過高的狀況之

下，讓入射的電磁波無法進入吸收體內部，無

法使吸收材發揮電磁特性，反而讓電磁波如同

遇到金屬體而反射，導致吸收值下降。 

在基材中的活性碳粉在一定的含量下隨著

碳粉比例的增加能夠讓電磁波在板材內部反覆

地進行干涉共振運動，將電磁波由電磁能轉換

成熱能散失。 

（二）含活性碳粉之正面錐形螺旋鐵線板材對電

磁波吸收影響 

圖 9 為將鐵線製成正面錐型螺旋體，固定

圈數為 15 圈，底部面積固定為 1cm，所改變擺

放之間距為 1cm、1.5cm、2cm，使用之不飽和

聚酯樹脂 350mg 中混入活性碳粉 15%(wt%)，製

成厚度為 1.84cm，長與寬皆為 16.5cm 電磁波複

合板材。 

 

 

 

 

 

 

 

圖 9 置入正面錐形螺旋鐵線與 15%活性碳粉對

電磁波吸收之影響 

由圖 9 可以看出在不飽和聚酯樹脂與活性

碳粉固定的條件下，此趨勢在間距為 1cm 時，

電磁波吸收值為 12dB，吸收效果較為不佳，因

為吸收材中雖然有活性碳粉可以給予多重反射

之機會，但由於在有限範圍內錐型螺旋鐵線之



李貴琪等人：改變錐型螺旋鐵線排列方向於不飽和聚酯樹脂與活性碳粉中對電磁波吸收值之研究 29 

(2012) 78-83 

K. C. Lee et al.: Change the Arrangement Direction of the Conical Spiral Iron Wire Value of the Absorp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in 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s and Activated Carbon Powder 29 (2012) 78-83 

82 
 

擺放過於密集，趨近金屬屏蔽，無法使吸收材

發揮本身特性，將電磁波造成大量反射。 

在間距為 1.5cm 時，吸收值大幅提升，在

吸收板材內含有活性碳粉能使電磁波行多重反

射，且將錐型螺旋鐵線置入，增加更多的立體

空間，使入射電磁波在錐型螺旋鐵線間形成干

涉共振，最後達到熱能而散失，到了間距為 2cm

時，吸收值明顯往下降，這樣子的趨勢可以看

出由於吸收板材內的錐型螺旋鐵線的擺放間距

變大時，容易使電磁波直接穿透吸收材，雖然

吸收材中有活性碳粉與錐型螺旋鐵線所給予的

立體空間使入射電磁波行多重反射與干涉共

振，由於間距提升，使電磁波與線圈的接觸降

低，導致吸收值下降。 

（三）含活性碳粉之反面錐形螺旋鐵線板材對電

磁波吸收影響 

圖 10 為將鐵線製成反面錐型螺旋體，固定

圈數為 15 圈，底部面積固定為 1cm，所改變擺

放之間距為 1cm、1.5cm、2cm，使用之不飽和

聚酯樹脂中 350ml 混入活性碳粉 15%(wt%)，製

成厚度為 1.84cm，長與寬皆為 16.5cm 電磁波複

合板材。 

 

 

 

 

 

 

 

圖10置入反面錐形螺旋鐵線與 15%活性碳粉對

電磁波吸收之影響 

由圖 10可以看出在不飽和聚酯樹脂與活性碳粉

固定的條件下，錐型螺旋鐵線在 1cm、1.5cm、

2cm 這 3 項條件下，複合板材中雖有活性碳粉

可以給與多重反射的機會，但由於間距擺放的

改變造成的反射與穿透現象與 4-2 的正面擺放

的影響因素一樣，且另一項因素是因為為將正

面擺放改變為反面擺放時，複合板材中的錐型

螺旋鐵線頂面積大於正面擺放，所以形成頂面

積所涵蓋的金屬含量較大，使電磁波不易入

射，反而在複合板材的表面時造成大量反射，

才造成反面的複合板材在 1cm、1.5cm、2cm 這

3 項條件的吸收值與正面錐體相較大幅下降。 

（四）含活性碳粉之正反面交錯錐形螺旋鐵線板

材對電磁波吸收影響 

圖 11 為將鐵線製成正反面交錯錐型螺旋

體，固定圈數為 15 圈，底部面積固定為 1cm，

所改變擺放之交錯間距為 1cm、1.5cm、2cm，

使用之不飽和聚酯樹脂中 350mg 混入活性碳粉

15%(wt%)，製成厚度為 1.84cm，長與寬皆為

16.5cm 電磁波複合板材。 

 

 

 

 

 

 

圖11置入正反面交錯錐形螺旋鐵線與15%活性

碳粉對電磁波吸收之影響 

圖 11 為將鐵線製成錐型螺旋體，擺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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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反交錯排列，所使用間距為 1cm、1.5cm、

2cm。 

交錯之錐形螺旋鐵線板材因其方向不同，

且含有反面排列之錐體結構，造成複合板材表

面反射機率提高，而入射之電磁波能與正面錐

體之碰撞個數也隨之降低，因此吸收值不如為

全部之正面錐體擺放，如圖 5，當間距上升時其

吸收值會跟著上升，如間距 1.5cm 之電磁波吸

收值；但上升至一定間距時，吸收值會下降主

要是因間距上升時電磁波易穿透附合板材進行

反射，造成電磁波吸收效果降低，如間距 2cm。 

交錯排列吸收值效果低於正面排列模式，

但交錯排列之模式高於整體為反面排列模式。 

五、結論  

（一）隨著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比增加其電磁波吸

收效果越好，但在條件中碳粉含量接近飽和時容

易造成反射。 

（二）本實驗在不飽和聚酯樹脂固定350ml，添加

之活性碳粉依序為5%、10%、15%、20%、25%時，

其吸收值與頻寬率最好為15%，吸收值可達26dB。 

（三）正面錐型螺旋鐵線，在圈數 15 圈，間距

1.5cm，添加之活性碳粉為 15wt%時，其最佳電磁

波吸收效果為 29dB。  

（四）反面錐型螺旋鐵線，在圈數 15 圈，間距

1.5cm，添加之活性碳粉為 15wt%時與正面螺旋鐵

線相較其多重反射與干涉共振機率較小，反面頂

面積涵蓋之金屬體積較正面大，造成反射提高，

其最佳電磁波吸收效果為 18dB。  

 

 

 

（五）交錯錐型螺旋鐵線，在圈數 15 圈，間距

1.5cm，添加之活性碳粉為 15wt%時，因含有反面

錐型螺旋鐵線之立體結構，金屬屏蔽增加造成反

射率提高，其最佳電磁波吸收效果為 22dB。 

（六）隨著錐形螺旋鐵線間距的下降，使電磁波

入射波在錐體間形成干涉共振，但也增加電磁波

打到錐形螺旋鐵線的機率，易造成直接反射，螺

旋鐵線間距上升時容易造成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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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利用聚酯纖維布為基布，將活性碳粉與鐵粉依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分別混和

至不飽和聚酯樹脂當中，分別塗佈於基布上，並進行匹配疊層。活性碳粉與鐵粉重量百分

濃度分別為 5%、10%、15%、20%、25%，各別探討不同的匹配方法以及搭配幾何圖案並

針對不同間距 1 公分、1.5 公分、2 公分的改變探討對電磁波吸收值之效果，當加入正方形

圖案間距在 1 公分時，匹配方式為最上層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25%、中間層鐵粉 15%

搭配正方形圖案活性碳粉 25%、最下層鐵粉 15%搭配正方形圖案活性碳粉 25%時，電磁

波吸收值可達 36dB。 

關鍵字: 匹配疊層、電磁波吸收體、聚酯纖維 

Activated Carbon Powder and Iron powder by 

Adding a Square Pattern with the Principle of 

Impedance Matching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Absorption Effect  
K. C. L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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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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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Departmen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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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use of polyester fiber cloth for the fabric, activated carbon powder and 

iron powder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weight percent concentration were mixed to the 

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 respectively, on coating on the fabric and matching laminated. The 

activated carbon and iron powder weight percent concentration of 5%, 10%, 15%, 20%, 25%, 

respective explore different matching methods, and with geometric patterns and for different 

spacing of 1 cm, 1.5 cm, 2 cm the chang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absorption values by adding the square pattern spacing of 1 cm, matching the toner weigh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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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evel activity percentile concentration of 25%, the middle layer of iron 15% 25% activated 

carbon powder with a square pattern, the lowest level of iron powder 15% 25% activated carbon 

powder with a square pattern,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absorption values of up to 36dB.

一、前言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電器用品的使用頻率

也跟著水漲船高，如電腦、手機、微波爐等等。

而這些電器用品都是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導

致我們的生活環境四處伴充斥著電磁波.而它們

所放出的能量卻明顯比過去人們所接觸的能量大

得多 [1]。 

不同電器所發出的強弱不同，對人體之傷害

也不同，電磁波較強者，如高壓變電器、微波爐、

吹風機…等，若長期接觸極可能破壞生物分子細

胞，令其突變生長，停止新陳代謝，致使轉變成

癌細胞。 

電磁波對人體的潛在傷害如強度不是很強其

反應並不是立即性，可能需數年後才有感覺，因

此容易被人們所忽略，但是其影響可能是長期性

且有累積性[2,3]。 

 

二、理論  

（一）電磁波吸收原理 

   於電磁波的吸收體下方放置一塊金屬板，當

電磁波入射時，有一部分的電磁波從吸收體表面

反射，一部分進入吸收體內部多重反射，使電磁

波轉換成熱能散失，降低電磁波的強度，在吸收

體內部反射次數越多其反射出來之電磁波強度越

低，反射出來的電磁波越少，表示其吸收效果越

好，如圖 1所示[4,5]。 

 

 

 

 

圖1 電磁波吸收原理 

三、實驗  

（一）實驗材料 

1.不飽和聚酯樹脂：(順丁烯二酸20%、丙二醇  

  15%、乙二醇15%、二乙二醇15%、苯乙烯單體  

  35%)，(拓南化工) 

 

2.硬化劑：過氧化丁酮，C4H10O4，(拓南化工) 

 

3.活性碳粉:粒徑40-70um，(拓南化工) 

 

4.鐵粉:粒徑80-120um，(第一化工) 

（二）實驗儀器 

1.網路分析儀：Agilent Technologies E5071B 

(300 KHz ~ 8.5 GHz) 

2.號角天線：AH-118(1 GHz ~ 18 GHz) 

3.金屬板：面積15cm2，厚度0.5cm 

4.光纖傳輸線：Agilent Technologies N6314A、

N6315A、N3839A(Type-N、50Ω、RF Cables) 

5.攪拌機：型號DC-1S，瓦數 100W，轉速

80-1150rpm。  

   6.塗佈機 : 電子啟動速度 50~500mm/秒，適  

    用塗佈棒直徑最大 ψ13mm 最小 ψ10mm 

（三）實驗流程 

 

 

 

 

 

 

 

分別製作重量百分比例 5%、10%、15%、

20%、25%活性碳粉與鐵粉之塗佈液 

 

塗佈於聚酯布上製作試片 

 

活性碳粉與鐵粉之試片匹配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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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粉 25% 

C25% 

Fe15% 

Fe15% 

C25% 

C25% 

CFe 

FeC 

 

 

 

 

 

 

（四）實驗條件 

1.聚酯基布長與寬其長度皆為17cm。 

2.活性碳粉與鐵粉由下而上最接近金屬板之鐵粉

15%與中間層鐵粉15%和最遠離金屬板之活性碳粉

25%稱之為 Fe15- Fe15-C25，如圖2所示。 

                                                     

 

 

 

圖2  底層鐵粉、中間層鐵粉與最上層活性碳粉之

匹配示意圖 

 

3.此系列加入圖案之試片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皆固定為 25%，鐵粉則固定為15%，而活性碳粉 

試片(25%)加入正方形圖案鐵粉(15%)之試片稱 

為CFe，如圖4所示。 

 

 

 

 

 

 

 

 

圖3 活性碳粉(25%)加入正方型圖案鐵粉(15%)之

試片示意圖 

4.此加入圖案之試片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皆固

定為 25%，鐵粉則固定為15%，而鐵粉(15%)加入

正方形圖案活性碳粉(25%)試片之試片稱為FeC，

如圖5所示。  

 

 

 

 

 

 

 

 

圖4 鐵粉(15%)加入正方型圖案活性碳粉(25%) 

之試片示意圖 

5.由下而上最接近金屬板之鐵粉加入正方型圖案

活性碳粉之試片與中間層活性碳粉加入正型圖案

鐵粉之試片和最遠離金屬板之活性碳粉25%稱之

為FeC-CFe-C25，如圖5所示。 

 

 

 

 

 

 

圖5  鐵粉加入正方型圖案活性碳粉之試片與活

性碳粉加入正方型圖案鐵粉之試片三層匹配示意

圖  

四、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重量百分比例活性碳粉與鐵粉之匹配

對電磁波吸收的影響 

1.底層活性碳粉、中間層鐵粉與最上層活性碳粉

依阻抗匹配原理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電磁波吸收測試 

加入幾何圖案製作試片  

 

將幾何圖案之試片進行匹配疊層 

  

 

鐵粉 15% 

鐵粉 15% 

金屬板 

金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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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底層活性碳粉、中間層鐵粉與固定最上層活

性碳粉25%依阻抗匹配原理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

響 

鐵粉與活性碳粉匹配

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C5-Fe5-C25 8 

C5-Fe10-C25 12 

C5-Fe15-C25 14 

C5-Fe20-C25 10 

C5-Fe25-C25 10 

C10-Fe5-C25 9 

C10-Fe10-C25 13 

C10-Fe15-C25 15 

C10-Fe20-C25 11 

C10-Fe25-C25 11 

C15-Fe5-C25 10 

C15-Fe10-C25 14 

C15-Fe15-C25 16 

C15-Fe20-C25 11 

C15-Fe25-C25 11 

C20-Fe5-C25 9 

C20-Fe10-C25 12 

C20-Fe15-C25 15 

C20-Fe20-C25 11 

C20-Fe25-C25 10 

C25-Fe5-C25 9 

C25-Fe10-C25 11 

C25-Fe15-C25 14 

C25-Fe20-C25 10 

C25-Fe25-C25 9 

 

 

 

 

 

 

 

 

 

 

 

 

 

 

 

 

 

 

 

 

 

 

 

 

 

 

圖6  固定上層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25%與分別

固定底層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5%、10%、15%、

20%、25%並改變中間層鐵粉重量百分濃度對電磁

波吸收值之影響 

 

表1為固定最上層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25%

以及最下層活性碳粉 5%、10%、15%、20%、25%，

再將中間層分別固定不同重量百分濃度鐵粉之匹

配方式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圖 6 為分別固定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25%

為最上層，再固定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為 5%、

10%、15%、20%、25%為底層，最後改變中間層鐵

粉重量百分濃度對電磁波吸收效果之影響。 

 由圖 6 可看出隨著活性碳粉與鐵粉的總濃度

越高，其電磁波吸收值雖不明顯但可看出有上升

的趨勢，當活性碳粉與鐵粉的濃度增加時，代表

當電磁波進入吸收體內後能夠更容易的與吸收粉

末進行多重反射與干涉共振，將電磁波由電磁能

轉換成熱能散失。 

但是當中間層鐵粉重量百分濃度超過 15%

時，因鐵粉粒子過於密集使得電磁波像打到金屬

板一樣而直接反射而導致最下層吸收體較不容易

與電磁波進行干涉共振而降低其電磁波吸收值，

故在鐵粉 15%時其吸收值為最佳效果。 

2.底層鐵粉、中間層鐵粉與最上層活性碳粉依阻

抗匹配原理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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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底層鐵粉、中間層鐵粉與固定最上層活性碳

粉25%依阻抗匹配原理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鐵粉與活性碳粉匹配

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Fe5-Fe5-C25 12 

Fe5-Fe10-C25 14 

Fe5-Fe15-C25 17 

Fe5-Fe20-C25 10 

Fe5-Fe25-C25 10 

Fe10-Fe5-C25 13 

Fe10-Fe10-C25 15 

Fe10-Fe15-C25 18 

Fe10-Fe20-C25 11 

Fe10-Fe25-C25 10 

Fe15-Fe5-C25 14 

Fe15-Fe10-C25 16 

Fe15-Fe15-C25 24 

Fe15-Fe20-C25 12 

Fe15-Fe25-C25 12 

Fe20-Fe5-C25 11 

Fe20-Fe10-C25 15 

Fe20-Fe15-C25 18 

Fe20-Fe20-C25 11 

Fe20-Fe25-C25 10 

Fe25-Fe5-C25 10 

Fe25-Fe10-C25 14 

Fe25-Fe15-C25 18 

Fe25-Fe20-C25 11 

Fe25-Fe25-C25 9 

 

 

 

 

 

 

 

 

 

 

 

 

 

 

 

 

 

 

 

 

 

 

 

 

 

 

 

 

 

 

 

 

 

圖7 固定上層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25%與分別

固定底層鐵粉重量百分濃度5%、10%、15%、20%、

25%並改變中間層鐵粉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表2為固定最上層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25%

以及最下層鐵粉 5%、10%、15%、20%、25%，再將

中間層分別固定不同重量百分濃度鐵粉之匹配方

式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圖 7 為分別固定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25%

為最上層，再固定鐵粉重量百分濃度為 5%、10%、

15%、20%、25%為底層，最後改變中間層鐵粉重量

百分濃度對電磁波吸收效果之影響。 

由圖 7 可知 Fe15-Fe15-C25 其吸收值可達

24dB 為最佳效果，其原因為當活性碳粉與鐵粉的

總濃度越高時其吸收值就越高，但是當鐵粉重量

百分濃度超過 15%時電磁波會像打到金屬板一樣

而 直 接 反 射 降 低 其 電 磁 波 吸 收 值 ， 而

Fe20-Fe10-C25 其重量百分濃度與 Fe15-Fe15- 

-C25 相同，但吸收值卻降低其原因為底層鐵粉重

量百分濃度過高導致反射，Fe10-Fe20-C25 與

Fe15-Fe15-C25重量百分濃度也相同，但是吸收值

比 Fe20-Fe10-C25 還要更差，其原因是中間層鐵

粉重量百分濃度若高於 15%時會因吸收粉體密度

過高使電磁波像是打到了金屬板造成反射而無法

穿透至底層鐵粉，故其電磁波吸收值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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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底層鐵粉、中間層活性碳粉與最上層活性碳粉依

阻抗匹配原理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表3 底層鐵粉、中間層活性碳粉與固定最上層活

性碳粉25%依阻抗匹配原理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

響 

鐵粉與活性碳粉匹配

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Fe5-C5-C25 12 

Fe5-C10-C25 15 

Fe5-C15-C25 20 

Fe5-C20-C25 25 

Fe5-C25-C25 18 

Fe10-C5-C25 12 

Fe10-C10-C25 15 

Fe10-C15-C25 23 

Fe10-C20-C25 26 

Fe10-C25-C25 19 

Fe15-C5-C25 13 

Fe15-C10-C25 16 

Fe15-C15-C25 25 

Fe15-C20-C25 29 

Fe15-C25-C25 15 

Fe20-C5-C25 11 

Fe20-C10-C25 13 

Fe20-C15-C25 19 

Fe20-C20-C25 25 

Fe20-C25-C25 14 

Fe25-C5-C25 11 

Fe25-C10-C25 12 

Fe25-C15-C25 19 

Fe25-C20-C25 24 

Fe25-C25-C25 14 
 

 

 

 

 

 

 

 

 

 

 

 

 

 

 

 

 

 

 

 

 

 

 

 

 

 

 

 

 

 

 

圖8 固定上層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25%與分別

固定底層鐵粉重量百分濃度5%、10%、15%、20%、

25%並改變中間層活性碳粉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

響 

 

表3為固定最上層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25%

以及最下層鐵粉 5%、10%、15%、20%、25%，再將

中間層分別固定不同重量百分濃度活性碳粉之匹

配方式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圖 8 為分別固定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25%

為最上層，再固定鐵粉重量百分濃度為 5%、10%、

15%、20%、25%為底層，最後改變中間層活性碳粉

重量百分濃度對電磁波吸收效果之影響。 

由圖 8可知 Fe15-C20-C25其吸收值可達 29dB

為最佳效果，其原因為當活性碳粉與鐵粉的總濃

度越高時其吸收值就越高，但是當鐵粉與活性碳

粉重量百分濃度超過一定的量時，會使得吸收粉

末過於密集讓電磁波會像打到金屬板一樣而直接

反射降低其電磁波吸收值，而當中間層活性碳粉

重量百分濃度超過 20%時與底層鐵粉超過 15%都可

以明顯的看到其吸收值開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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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入圖形改變及混合不同吸收材之匹配對

電磁波吸收的影響 

1.不同間距之正方型圖案混和不同吸收材之匹配

對電磁波吸收值的影響  

 

表5 間距1公分之正方型圖案混和不同吸收材之

匹配對電磁波吸收值的影響  

鐵粉搭配活性碳粉正方

形圖案之試片匹配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FeC-FeC-C25  36 

FeC-CFe-C25  25 
活性碳粉搭配鐵粉正方

形圖案之試片匹配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CFe-FeC-C25 23 

CFe-CFe-C25 21 
 

表 6 間距 1.5 公分之正方型圖案混和不同吸收材

之匹配對電磁波吸收值的影響 

鐵粉搭配活性碳粉正方

形圖案之試片匹配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FeC-FeC-C25  30 

FeC-CFe-C25  20 
活性碳粉搭配鐵粉正方

形圖案之試片匹配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CFe-FeC-C25 19 

CFe-CFe-C25 18 
 

表 7 間距 2 公分之正方型圖案混和不同吸收材之

匹配對電磁波吸收值的影響 

鐵粉搭配活性碳粉正方

形圖案之試片匹配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FeC-FeC-C25  28 

FeC-CFe-C25  18 
活性碳粉搭配鐵粉正方

形圖案之試片匹配方式 
電磁波吸收值(dB) 

 

CFe-FeC-C25 15 

CFe-CFe-C25 12 
 

 

 

 

 

 

 

 

 

 

 

 

 

 

 

 

 

 

 

 

 

 

 

 

 

 

 

 

 

 

圖9  不同間距之正方型圖案混和不同吸收材之

匹配對電磁波吸收值的影響  

 

 

表 5、表 6、表 7之試片分別為固定活性碳粉

重量百分濃度 25%搭配正方型圖案鐵粉重量百分

濃度 15%之試片以及固定鐵粉重量百分濃度 15%搭

配正方型圖案活性碳粉量百分濃度 25%之試片並

改變間距 1公分、1.5公分、2 公分之不同匹配方

式對電磁波吸收值之影響。 

圖 9 為分別比較固定活性碳粉重量百分濃度

25%搭配正方型圖案鐵粉重量百分濃度 15%之試片

以及固定鐵粉重量百分濃度 15%搭配正方型圖案

活性碳粉量百分濃度 25%之試片搭配不同匹配方

式對改變間距 1 公分、1.5公分、2公分之電磁波

吸收值影響。 

由圖 9 可知當圖案間距越密集時電磁波吸收

值隨著間距的縮小而有明顯提升的趨勢，其原因

為當電磁波進入至圖案間距越小的試片因正方型

圖案增加的表面干涉以及試片中導電性與導磁性

吸收材的混合搭配使電磁波在試片中能夠增加干

涉共振轉換成熱能吸收，故若是間距越小其電磁

波能夠更快速的在導電性與導磁性吸收材的轉換

中增加有效反覆地的干涉共振並轉換成熱能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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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一）活性碳粉與鐵粉總濃度越高其電磁波吸收

效果就越佳，而最上層活性碳粉濃度越高則電磁

波在接觸金屬板反射後能進行較多的干涉共振達

到較好的吸收效果，但若是總濃度過高時也會使

吸收粉末過於密集而造成電磁波吸收值的下降。 

（二）鐵粉放置中間層或最下層當鐵粉重量百分

濃度超過 15%時才會因鐵粉粒子過於密集而造成

電磁波反射。 

（三）當活性碳粉與鐵粉進行匹配時為 Fe15-   

-C20-C25 之匹配方式測試電磁波效果為最佳，其

吸收值達到 29dB。 

（四）當加入正方型圖案以及搭配不同吸收材

時，匹配方式為 FeC-FeC-C25 間距 1 公分時，吸

收值可達 3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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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 PMMA/玻璃纖維布膜效

益探討 

忻鼎立 1、邢文灝 1
*、莊鈞旭 2

 
1中國文化大學紡織工程系 

2盈科資通有限公司 

*E-mail: hsing@staff.pccu.edu.tw 

摘要 

本實驗於 PMMA/玻璃纖維布膜上，利用氬氣電漿製作非均質抗反射結構，間接增進

布膜之透光率。改變功率（270、240、210w）、時間（30、24、18、12、6sec）、距離（19、

5.5cm）探討反射率與穿透率之效益。本實驗效果最佳加工參數為處理距離 5.5cm、電漿功

率 210w、加工時間 30sec，其透光率提升約 2.3%。而效益最高者為處理距離 5.5cm、電漿

功率 210w、加工時間 6sec，其透光率提升約 2%。 

關鍵詞: 布膜、非均質抗反射結構、氬氣電漿、PMMA 

Discussion of PMMA/Glass Fiber Membrane 

Combine Inhomogeneous Anti-Reflective Structure’s 

Benefit 
T. L. Hsin

1
, Wen-Hao Hsing

1*
, Nour Chuang

2
 

1
Departmen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
INDEC Corporatio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ry to made inhomogeneous anti-reflective structure on the PMMA/glass-fiber. 

The change of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resin surface, increase the film’s transmittance rate. 

Will use the argon plasma’s etching to produce the structure, plasma power (270, 240, 210 w), 

time (30, 24, 18, 12, 6 sec), distance (19, 5.5 cm). Discuss the effects of reflectance and 

transmittance. In this study, the best parameter of process is 5.5cm, 210w, 30sec, the 

transmittance rate increase about 2.3%. But when the distance is 5.5cm, plasma power is 210w, 

time 6sec, has the highest consequent. The so different processing time of two parameters, but 

the increasing of transmittance’s rate is similarly.  

Keywords：Membrane, Inhomogeneous Anti-Reflection Structure, Argon-Plasma, PMMA 

一、前言 

「布膜」為一柔軟、易彎之材料，採具黏

性的高分子原料塗佈於紡織品單面或雙面之塗

佈織物，或滲入單層或多層的界面中間的貼合

織物。例如：採光罩、燈箱用布膜、戶外廣告

布膜、建築用布膜（例：水立方、台大小巨蛋

之頂棚）等。一般布膜產品其主要之特色包含

透光性、美觀性、低成本；建築用布膜則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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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搭建快速、質輕、擁有相當之抗拉強度、

自潔性、防紫外線等優點[1-3]。 

在布膜產業中，布膜於相同厚度下之透光

性，會直接影響其品質與售價，若能提升其透

光性勢必會使廠商之競爭力上升。故本研究將

以氬氣電漿蝕刻製作非均質抗反射結構，期望

間接提升其透光率，並進行整體效益之評估。 

本實驗之應用對象為耐用性較高的戶外

廣告用之玻璃纖維布膜。雖其成品利潤、技術

前瞻性較不如建築用布膜有價值，但建築用布

膜因其樹脂塗層皆為氟系高分子，屬本領域中

技術層面最高者，並關建技術多掌握在日本與

歐洲國家手中（例：日本太陽鷹、義大利法拉

利），我國氟系高分子之布膜加工技術仍於發

展階段，屬本實驗並不以其為應用對象的原因

之一。再者建築用布膜之表層皆以氟系高分子

進行塗佈，氟系高分子之表面蝕刻技術門檻也

相當高，若將抗反射結構之製作技術直接轉移

至建築用布膜時，其不確定性與研究成本過

高，故先以廣告用布膜為初期之研究對象，以

有效評估此技術轉移至紡織相關產業之可能

性。 

抗反射結構技術目前已廣為使用在光電

領域。在降低反射率與提高透光率為訴求之領

域中，抗反射結構之主要研究發展著重於效益

較佳之非均質抗反射結構，其具有選材限制

小、厚度較薄、區域波段之抗反射效益佳、並

可能擁有蓮花效應之特性。技術轉移於布膜領

域時，可直接在樹脂層上進行加工，不用再另

行貼合或塗佈以製作抗反射塗層結構，亦不會

擁有界面牆力之問題[4-6]。 

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製作技術目前多著

重於奈米壓印、奈米粒子噴塗、化學氣相沉積、

電漿蝕刻等，直接賦型之方式。但應用於布膜

產業時，化學氣相沉積的加工時間極長，處裡

面積過小；奈米壓印的膜具耗損快，導致製造

成本過高，並不適合連續製程；奈米粒子噴塗

法則不易控制其均勻度，並且附著力低，耐用

性不佳。故本實驗將使用電漿蝕刻的方式製

作，因電漿蝕刻加工屬單純之能量處理，在生

態意義（ecologically）上是較為環保的加工處理

方式，雖本階段研究是使用真空電漿之方式製

做抗反射結構，而其加工方式是以蝕刻為主，

故未來若投入大氣（常壓）電漿之研究，將賦

與其量產化之可能[4-10]。 

二、理論 

非均質抗反射塗層理論[5-6] 

(1) 次波長繞射效應 

當一物體之體積或表面凸起結構，遠小於

某一光波長（亦可為一波長範圍）時，則此波

長會部分畸變而穿透此結構，使穿透率上升。

並其結構尺度越小於某一光波長，且結構週期

性越佳時，波長之畸變亦越輕微，故效益越佳。 

(2) 等效介質理論 

在相同物質中，其晶區之折射率將會小於

非晶區之折射率。而物質之折射率越大，光從

另一介質入射時，其在介面之反射光將越多，

故穿透率越低。若此物體之體積越小或其光入

射面表面具有細小之突起結構，並且頂端之體

積最小，越接近物體本體時體積越大，在此細

小突起結構中，其頂端相較下難以成晶，故結

晶度將較低。而當此結構之體積由小到大的過

程中，結晶度勢必也相同的由低至高，折射率

亦隨之呈梯度漸變。而梯度漸變之折射率下的

反射光量積分後，其總量將小於未呈梯度漸變

者，而能具有抗反射之效果。 

(3) 金字塔捕捉效應  

若物體之表面類似於圖 1 之結構，理論上

會以圖 1 之方式，將介面反射光與散射光進行

捕捉，促使透光率上升，若此結構之 L/D 值越

高，其效益越佳。 

 
圖 1 金字塔結構效應示意圖 



忻鼎立等人：結合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 PMMA/玻璃纖維布膜效益探討 29 (2012) 92-100 

T. L. Hsin et al.: Discussion of PMMA/Glass Fiber Membrane Combine Inhomogeneous Anti-Reflective 

Structure’s Benefit 29 (2012) 92-100 

94 
 

三、實驗 

(一) 實驗材料 

1. 玻璃纖維布：  

，長纖 E 玻，台玻  

2. 水性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固成分 50%，盈

科 

3. 氬氣：純度 99.0%，啟昌 

4. 樹脂增稠劑：盈科 

(二) 實驗儀器 

1. 電漿處理器：Nano-UHP，Diener 

2.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JSM-6335F，JEOL 

3. 紫外光-可見光-紅外光分光分析儀：再現

性 0.01%，Lambda 950，Perkin Elmer 

4. 可調速自動塗佈機： Automatic Film 

Applicator- 1137，Sheen 

5. 刀型塗佈器：Elcometer 3570，Elcometer 

6. 轉子式黏度計：DV - II+ Pro，Brookfield 

7. 熱風循環式烘箱：ED，Binder 

8. 接觸角測定儀：DSA 10-MK2，KRÜSS 

 

 

 

 

 

 

 

 

 

 

(三) 實驗流程 

 

圖 2 樣本製作流程圖 

四、結果與討論 

(一) 氬氣電漿距離 19cm，不同功率與處理時間

之反射率與穿透率分析 

1.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70w，不同處

理時間下之數據分析 

圖 3、4 為以氬氣電漿 270w，經 6、12、

18、24、30sec 處理之反射率與穿透率曲線圖。 

在此實驗條件下 270w，6sec 與 270w，

30sec。此兩組處理時間為實驗設計數據中之最

大與最小值，但其效益卻同為最不佳之兩者。

故本研究提出下列之假設，270w，6sec 之加工

時間過短，其能量不足以造成理想之蝕刻結

構，使布膜表面抗反射效益不佳。在先前之文

獻中得知[5]，非均質抗反射結構需遠小於可見

光波長之大小，方具有良好之效益。若因電漿

時間與功率搭配不理想，表面結構之破壞過於

劇烈，使結構尺寸大於可見光波長，亦或是介

於其波長之一半時，將不具抗反射之效益。故

以此解釋 270w，30sec 之反射率與穿不佳之原

故。 

樹脂塗佈於玻纖布上 
塗布狹縫：230µm 

塗佈速度：100mm/s

乾膜厚度：30~90µm 

於烘箱內乾燥 
110˚C，180 sec 

 

氬氣電漿蝕刻 

高溫焙烘形成架

橋 
150˚C，60 sec 

結果分析 

距離：19、5.5(cm) 

功率：270、240、210 (W) 

時間：6、12、18、24、30(sec) 

PMMA增稠 
4000 ± 200 cP 

(轉子號碼:S62  RPM: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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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組之實驗條件中，效益最佳者為

270w， 18sec，穿透率約上升 1%。並且加工時

間與抗反射效益屬非線性關係。 

 
圖 3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70w 反射率 

 
圖 4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70w 穿透率 

2.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40w，不同處

理時間下之數據分析 

圖 5、6 之曲線可得知，氬氣電漿 240w，

6sec 亦屬此組數據中效益最差者，在電漿功率

240w 之實驗條件中，處理時間 30sec 之效益，

已不同於 270w，30sec 屬第二不佳者。在相對

較長之處理時間 30sec 中，若降低電漿功率

（270w 至 240w），則可能使過度劇烈的蝕刻

破壞減緩，令表面結構趨於理想。240w，18sec

透光率上升約 1.7%，為氬氣電漿距離 19cm 之

實驗組中，透光率提升最多者。 

 
圖 5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40w 反射率 

 
圖 6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40w 穿透率 

3.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10w，不同處

理時間下之數據分析 

經圖 7、8 觀察氬氣電漿 210w，各處理時

間下之反射率與穿透率曲線，其透光率最高約

提升 0.8%，其中 210w，6sec 之效益仍屬最差

者。其中 30、24、18sec 此三組處理時間之曲線

幾乎重疊。造成此現象之可能原因為其表面產

生相似之蝕刻結構，此結構僅隨電漿時間增加

而略微向下平移，而相同的表面結構則會具有

相似之抗反射效益，並其勢必屬於非理想之結

構尺度。 

本研究假設產生此現象的原因為當射頻

極板與樣本間距離為 19cm，相對於電漿功率

210w 屬於一過長之處理距離。當射頻產生時，

能量可能因行徑距離增加而衰減，使腔體內電

漿態之氬氣產生紊流，無法保持一定之均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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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及樣本，難以蝕刻出具有良好週期性之表面

結構，使效益不佳。 

圖 9 為電漿處理器之腔體內壁，可發現有

一相似於彩虹之色階產生，此色階為電漿對腔

體內壁產生蝕刻之結果。若電漿功率之能量並

無隨著距離而衰減，則不可能產生此色階現象

之蝕刻，故以此證明前段之假設。 

故在下一節中，將縮短樣本與射頻極板之

距離，減少能量衰減與電漿態氣體紊流所造成

的問題，並探討其效益。 

 
圖 7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10w 反射率 

圖 8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10w 穿透率 

圖 9 電漿處理器腔體內壁之蝕刻現象 

(二) 氬氣電漿距離 5.5cm，不同功率與處理時間

之反射率與穿透率分析  

1.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70w，不同處

理時間下之數據分析 

圖 10、 11 為電漿極板與樣本間距離

5.5cm，功率 270w 之反射率與穿透率曲線。可

發現在此距離下，270w，30sec、24sec 反射率

與穿透率皆不如原樣。電漿距離 5.5cm，270w，

12sec 之穿透率約上升 0.7%，相較於距離

19cm，270w，18sec 之最佳參數，其穿透率提

升較低（約 1%）。 

因電漿極板距離較遠時，在此電漿功率與

處理時間之搭配下，能得到一較好效果，當距

離縮短時，因其蝕刻程度上升，即有可能造成

過度蝕刻，使效果下降；反之，若在較遠距離

下之處理效果較差，則有可能使效果上升。 

圖 10、11 與圖 3、4 比較，可觀察出上述

現象，故可間接證實在 4-1 所提出之部分假設。 

 
圖 10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70w 反射率 



忻鼎立等人：結合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 PMMA/玻璃纖維布膜效益探討 29 (2012) 92-100 

T. L. Hsin et al.: Discussion of PMMA/Glass Fiber Membrane Combine Inhomogeneous Anti-Reflective 

Structure’s Benefit 29 (2012) 92-100 

97 
 

 
圖 11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70w 穿透率 

 

. 

2.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40w，不同處

理時間下之數據分析 

經圖 12、13 可發現經 240w，30 sec 處理

之數據其效益不如原樣，但在電漿距離 19cm 之

相同處理功率與時間之數據中，其穿透率卻略

高於原樣。並在 5.5cm，240w 之數據中，穿透

率上升最多者為 18、12、6 sec，上升程度約

0.5%，效益低於電漿距離 19cm，240w，18 sec

許多。此現象與 4-2-1 相似，故以相同理論假設

解釋。 

5.5 cm，240w，24sec 之穿透率近乎與原樣

重疊。經過此條件處理之樣本，其表面不可能

沒有蝕刻產生，並經 30sec 處理之樣本，效益已

不如原樣，亦即蝕刻可能過於劇烈。經實驗與

文獻[5]可得知，電漿處理對於非均質抗反射結

構之效益，並非屬於線性關係，而當一蝕刻結

構不理想，均勻度不佳，將影響其抗反射效益。

而經 270w、240w，24sec 之處理，其蝕刻結構

無法良好的捕捉光線，並其結構度所造成之效

益恰與原樣相似，而產生此現象。 

 
圖 12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40w 反射率 

 

圖 13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40w 穿透率 

 

3.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10w，不同處

理時間下之數據分析 

經觀察圖 14、15 發現反射率與穿透率皆

較距離 19cm，功率 210w 之數據優異。其原因

亦可用 4-2-1 所提到之理論觀點解釋。距離

5.5cm，功率 210w，30、24、18 sec 之穿透率約

提升 2.3%，屬本研究中效益最佳者。 

圖 14 之穿透率曲線，可發現 19cm，210w，

6sec 之效益最高。與相同距離與功率之數據比

較後，可發現 210w，6sec 穿透率效益提升過為

優異。本研究經多次測試，並針對該組布樣之

原樣進行檢測後，已排除樣本加工差異上的問

題。 

電漿功率之大小，勢必會影響電漿態氣體

活躍程度，而活躍程度越高，造成之蝕刻效果

亦越劇烈，以功率較低之電漿進行蝕刻時，其

處理後之表面結構亦可能越趨理想，但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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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釋此現象。故需補充另一觀點，電漿態氣

體之活躍度越高，其離子、分子、自由基之移

動範圍可能越大，速度越快，越劇烈且越不規

則。當此過度活躍之電漿態氣體，對樹脂蝕刻

時，其結構均勻度亦有可能下降。經文獻中得

知[5]，若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週期性越佳，其

效益則越高。故在處理 6sec 後，即可蝕刻出相

較理想之結構，而隨處理時間增加，表面結構

並無過大之改變，僅向下平移，以至 6sec 之提

升效益最佳。 

12、18、24、30sec 之穿透率也幾乎重疊，

其可能產生相似蝕刻結構，僅因處理時間增加

而向下平移之現象，並且提升幅度與 6sec 差異

不大。此現象 4-1-3 中，以電漿能量衰減與紊流

之觀點進行解釋。但縮短電漿距離，勢必能減

少能量衰減與紊流產生之可能，並解決此問

題，但實驗結果證實，此理論之解釋並不適用，

亦有可能為先前假設錯誤。但在觀察 5.5cm 其

他數據之穿透率曲線，可發現並不是所有的數

據，皆有產生此現象。然而綜合分析之，即可

歸納出造成此現象之原因，是受電漿功率之影

響。並利用 4-2-3 上一段提出之理論假設解釋此

現象，當電漿功率下降，其蝕刻強度減弱，但

穩定性（電漿態氣體之活躍度造成的影響）增

加，則有可能造成蝕刻強度適中（電漿功率較

低），但各點蝕刻均勻度良好之現象。此狀態

下緩慢且穩定之蝕刻，隨時間均勻破壞樹脂，

而產生蝕刻結構僅 向下平移之現象。 

 

圖 14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10w 反射率 

 

圖 15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10w 穿透率 

(三) 親水接觸角分析 

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表面應屬於奈米之

結構，若物體表面奈米結構化，則會引起蓮花

效益使接觸角上升。然而布膜之表面如具有相

當之疏水性，水珠能於其上進行滾動（接觸角

大於 90 度），則能易於帶走灰塵，使自潔性上

升。故本實驗則針對電漿處理距離 5.5cm 之數

據組，進行接處角測試與分析。 

表 1~3 為電漿距離 5.5cm，電漿功率

270w、240w、210w 經 6sec、30sec 處理之接觸

角數據。可以初步發現原樣與各加工條件之 5

秒接觸角與 30 秒接觸角之數據差異甚微。其接

觸角數據即單純為材料表面能與物理結構所造

成之影響，並不會因吸水滲透而使接觸角下降， 

利於後續分析。 

經表 1、2 可得知 270w，6sec 與 240w，6sec

之接觸角與原樣差異不大，而在圖 11、13 可觀

察到此兩數據之穿透率曲線亦與原樣相當接近

（略高）。然而在 270w，30sec 與 240w，30sec

之接觸角中，其數值低於原樣 3~5 度，而在圖

11、13 中可得知因蝕刻破壞過於劇烈，使其穿

透率曲線較原樣不佳。抗反射結構需維持在奈

米尺度才有良好之效益，而蓮花之疏水效應一

是需要奈米級表面才能具有效果，故接觸角之

下降能以此解釋之。 

表 3 為 210w，30sec、6sec 之接觸角數據，

可發現其接觸角皆較原樣高，210w，30sec 之接

觸角上升 4.45%，為提升最多者。雖 2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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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sec、6sec 兩者之接觸角差異性不大，但反觀

圖 15 之穿透率曲線，可發現其穿透率亦相近，

但仍優於原樣。 

布膜之表面樹脂選用水性 PMMA，其因富

含相當之親水基團，故其表面能易較大，屬材

料選擇之因素，致使各接觸角數據並無高於 90

˚達到疏水性表面之標準。故本章節之主要目的

是期望能以數據初步的間接證實，其表面奈米

結構化之可能性。但亦不是直接性證實其表面

之非均質抗反射結構，所以本研究之後續探討

項目為 AFM 與 FESEM 之表面觀察，並以結果

直接性與量化性的證實現階段提出之各種假設

與現像，以提高實驗之完備性與價值。 

表 1 電漿距離 5.5cm，電漿功率 270w，經 6sec、

30sec 處理之接觸角數據（測試用液為純水） 

 原樣 270w，30sec 270w，6sec 

5 秒 

接觸角 

（˚） 

63.2 60.8 68.3 

65.4 58.9 66.1 

64.8 59 64.2 

平均 64.47 59.57 66.2 

30 秒 

接觸角 

（˚） 

62.7 60.3 67.9 

64.2 58.2 65.8 

64.4 59 63.9 

平均 63.78 59.17 65.87 

 

 

表 2 電漿距離 5.5cm，電漿功率 240w，經 6sec、

30sec 處理之接觸角數據 （測試用液為純水） 

 原樣 240w，30sec 240w，6sec 

5 秒 

接觸角 

（˚） 

63.2 59.5 63.1 

65.4 61.1 62.3 

64.8 61.3 65.3 

平均 64.47 60.63 63.57 

30 秒 

接觸角 

（˚） 

62.7 59.3 62.9 

64.2 61.1 62 

64.4 61.2 65.3 

平均 63.78 60.53 63.4 

表 3 電漿距離 5.5cm，電漿功率 210w，經 6sec、

30sec 處理之接觸角數據 （測試用液為純水） 

 原樣 210w，30sec 210w，6sec 

5 秒 

接觸角 

（˚） 

63.2 68.3 71.1 

65.4 69.3 65.8 

64.8 67.2 68.6 

平均 64.47 68.27 68.5 

30 秒 

接觸角 

（˚） 

62.7 68.3 70.6 

64.2 69.1 65.8 

64.4 67 68.3 

平均 63.78 68.13 68.23 

五、結論 

(1) 5.5cm，210w，30sec 條件下之透光率，

提升約 2.3%，為效果最佳者。5.5cm，

210w，6sec 之加工時間與其穿透率提升

約 2%，屬效益最高者。因電漿功率之大

小，勢必影響電漿態氣體的活躍程度，

而其活躍程度越高，造成之蝕刻效果亦

可能越劇烈。並且其離子、分子、自由

基之移動範圍亦可能越大且越不規則，

當其對樹脂蝕刻時，結構均勻度將下

降。而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週期性將會

影響其效益，反之活躍度若較低，則其

蝕刻均勻度較佳，效益較優良。而在此

條件下，經短時間處理（6sec），即蝕刻

出相較理想之結構，以至於提升效益最

佳。 

(2) 19cm，210w，30、24、18sec 與 5.5cm，

210w，12、18、24、30sec 之穿透率皆有

重疊之現象，其可能是因產生相似蝕刻

結構，僅隨處理時間增加而向下平移之

現象。造成此變化之原因，極有可能是

受電漿功率之影響。當電漿功率下降，

其蝕刻強度減弱，但穩定性增加，則有

可能使蝕刻程度適中，但各點之蝕刻均

勻度良好。此狀態緩慢且穩定之蝕刻現

象，隨時間增加均勻的破壞樹脂，而產

生相似之蝕刻結構，僅因處理時間增加

而向下平移之現象。 

(3) 電漿功率越大者其瞬間破壞越為劇烈，

但亦使結構尺度不佳與均勻性下降。但

過低之功率亦有可能無法造成足夠之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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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使效益不彰。但在與電漿距離之搭

配下，是當的縮短距離能降低能量之衰

減可能性，提高其蝕刻效率，故能有效

的降低加工成本，並保時一定之抗反射

效益。但過高之能量搭配過近之距離亦

會造成蝕刻過度。單純的增加處理時

間，可能造成過度蝕刻，亦或相同蝕刻

結構，僅隨處理時間增加而向下平移之

現象。處理時間宜短，但其足以使腔體

內之電漿態氣體穩定，搭配各種功率與

距離即可擁有不同且易於分析之蝕刻程

度與抗反射效益。故功率與距離之搭配

為整體實驗最重要之部分。 

(4) 經接觸角測試後 210w，30sec 之接觸角

數據上升約 4.45%，為提升最多者（亦為

透光率提升最多者，上升約 2.3%）。因

非均質抗反射結構與蓮花效益，其表面

結構皆需具有奈米級尺度。對照其數據

與穿透率曲線，可發現穿透率之提升或

降低，其接觸角亦會隨之升高或下降。

因此可間接證實其表面之奈米結構。 

(5) 本實驗後續之研究方向，將直接性證實

其表面之非均質抗反射結構。即以 AFM

與 FESEM 觀察其表面，並將其結果直接

性與量化性的證實現階段提出之各種假

設與現像，以提高實驗之完備性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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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奈米銀長徑比對聚酯加工布抗菌性及抗靜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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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係以奈米銀纖維經後處理方式對聚酯織物進行加工，首先將不同長徑比之奈

米銀纖維與水性 PU 樹酯摻合均勻分散後，對聚酯織物進行加工處理，製得具有抗菌消

臭及靜電消散之多機能性產品。藉由改變奈米銀纖維長徑比及添加量探討其抗菌效果及

抗靜電性，並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其外觀變化。由研究發現長徑比越小者其滅菌率較佳，

但導電性越低，靜電消散之能力也越弱。奈米銀濃度越高電阻係數越低，亦即抗靜電效

果越佳，且隨著水洗次數增加，聚酯加工布表面上之銀纖維越明顯，在經 20 次耐水洗測

試後電阻值最高為 10
2
 Ω/▓，亦即仍保有良好之靜電消散能力。 

關鍵字：聚酯織物、奈米銀纖維、抗菌消臭、靜電消散 

Antibacterial and Antistatic Properties of Polyester 

Fabrics Treated with Nanosliver of Various Shapes 
C.C.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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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asi

1
, M.C.Chen

2
, Y.Y.Zha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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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
Asiatic Fiber Corporatio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multifunctional polyester fabrics treated with nanosilver fiber to be 

processed. The different aspect ratio of nanosilver fibers and water-based PU resin were 

uniformly blended into solution. The effect concentration of nanosilver pick up ratio of fabrics 

on antibacterial deodorizing and static dissipation were researched. The surfacial phenomena of 

treated fabrics were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rom experimental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maller aspect ratio was the better antibacterial ability, but the lower conductive 

properties. So that will decrease the antistatic efficiency. The surfacial electric resistance of 

finished fabric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concentration of nanosilver solution, that mean 

the antistatic function of fabrics were improved. The electric resistance of samples after washing 

were decreased. That still maintain the better ability of static dissipation for the treated fabrics in 

many washing tests. 

Keywords: polyester fabrics, nanosilver fibers, antibacterial deodorizing, static diss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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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聚酯纖維的應用種類雖多，但因其順向結

晶度高，且分子內缺乏可與染料或其他加工助

劑可起化學作用之官能基，所以不僅吸濕性

低，染色困難，與各種表面加工處理劑的接著

性亦不佳，故加工物的耐用性並非十分良好。

因此過去許多有關聚酯織物的機能性加工，諸

如：防燃加工、抗菌消臭加工、紫外線加工、

親水化加工、抗靜電加工…等，若要獲致良好

的耐用效果，大多採行原絲聚合改質或摻合抽

絲改質，但上述的聚酯改質技術，其設備昂貴，

加工過程複雜，需大規模生產較符合經濟效

益，不適合現今市場上小量多樣及快速反應等

趨勢[1]。 

過去聚酯纖維織物欲製得具有抗菌消臭

及靜電性之機能性產品，必須於抽絲時添加抗

菌劑與抗靜電藥劑摻合抽絲，製出具有抗菌性

及抗靜電性之纖維，此方法不僅加工不易且成

本高，須大量生產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迄今

聚酯織物在多機能性加工上仍受到很大的限制

[2]。 

奈米銀纖維具有良好殺菌及導電效果，因

此可應用於抗菌與抗靜電材料，利用此種無機

奈米材料，經後處理加工技術，對聚酯織物進

行加工可達到上述抗菌消臭、抗靜電性之機能

性加工，此方法不僅加工簡單、成本較低，比

起摻合抽絲更具實用性及目前市場上小量多樣

等趨勢[1,5]。 

二、理論 

(一)抗菌理論 

一般的抗菌紡織品主要使用的抗菌劑主

要分為有機抗菌劑、無機菌劑、天然抗菌劑和

高分子抗菌劑等。一般有機抗菌劑耐用性不

高，且不耐高溫，光照會老化，易使細菌產生

抗藥性，分解後的產物大部分具有毒性甚至某

些單體會致癌。無機抗菌劑為接觸型以被動方

式抗菌，具有持久、耐酸耐鹼、耐洗滌，且耐

高溫，光照不老化等特性，且不易使細菌產生

抗藥性。無機抗菌劑主要包括金屬、金屬離子、

氧化物等。由於無機抗菌劑中的成分和載體的

毒性很小，所以該抗菌劑具有對人體和環境安

全可靠以及穩定性良好、抗菌效果持久等特點。 

目前聚酯纖維的抗菌消臭加工，常用的方

法主要有： 

1、摻合抽絲法：是將抗菌劑、消臭劑和分散

劑等助劑與纖維高分子混合，再經熔融

抽絲製得抗菌消臭纖維，而此種抗菌劑

及消臭劑須具備耐高溫特質。 

2、化學接枝改質法：是通過纖維表面進行改

質處理，進而通過配位鍵或其他化學鍵

結合具有抗菌及消臭作用基團，而使纖

維具有抗菌消臭機能的加工法。 

3、織物後整理加工法：織物的抗菌及消臭整

理加工較摻合法或接枝法更為簡單。 

無機金屬抗菌劑是應用廣泛且有效之抗

菌劑，屬於離子溶出接觸型抗菌劑，其抗菌作

用是被動式的，目前對金屬離子抗菌的作用原

理為接觸式殺菌。 

接觸式殺菌原理：當微量金屬離子接觸到

微生物的細胞膜時，因細胞膜帶負電荷而與金

屬離子發生庫倫吸引，使兩者牢固結合，即所

謂的微動力效應，導致金屬離子穿透細胞膜，

進入微生物內，與微生物體內蛋白質上的硫氫

基發生反應： 

 

 

圖 1 銀離子反應圖 

此反應使蛋白質凝固，破壞微生物合成酶

的活性，並可能干擾微生物 DNA 的合成，造成

微生物喪失分裂增值能力而死亡。同時金屬離

子和蛋白質的結合還破壞了微生物的電子傳輸

系統、呼吸系統及物質傳輸系統。 

由於金屬離子一般負載在緩釋性載體

上，在使用過程中具有抗菌性能的金屬離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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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被釋放，而在低濃度下抗菌金屬離子就有抗

菌效果，因此通過抗菌金屬離子的釋放，無機

抗菌劑可發揮持久的效果[1-4]。 

(二)靜電產生與消散理論及應用 

1、靜電產生 

電子可能因機械、受熱或化學變化的緣故

而離開原子束缚，進而使得材料表面帶有電荷。 

靜電的產生主要是來自於兩種不同物質

的接觸再分離；當兩種物質接觸時，電子由一

邊移動至另一邊；當兩者分離時，得到電子的

會帶負電，失去電子的帶正電。若兩物質均為

良導體，在兩物質尚未完全分離時，離開的電

子又回到原物質，故不易產生靜電；故要產生

靜電現象，兩種物質至少須有一者為非導體，

才可能造成兩物體間的帶電量不同，且因非導

體之電阻值高、導電性不佳，電荷無法自由移

動而產生積蓄，稱為靜電積蓄，若在物體上產

生靜電，電荷會在不同電位的兩物體間發生遷

移的現象，稱為靜電放電[6]。 

 

 

 

 

圖 2 靜電積蓄示意圖 

2、靜電消散 

靜電積蓄的消除是藉由導電性材料來傳

導電荷，將之中和或消散出去；常用的方法有

兩種；以導電性材料在物體表面進行處理幫助

電荷傳導，或在物體內摻混導電性材料以利電

荷向內部擴散，藉此來達到抗靜電效果[6]。如

圖 3 所示： 

 

 

 

 

圖 3 高分子常用抗靜電加工方法 

3、導電度應用 

一般而言，我們可把高分子依電阻範圍不

同，可區分成各種不同的範圍與用途，如表 1 所

列。然而，一般為了防止這種靜電現象，這些

產品須視使用目的而定，如表 1 所示。通常把

表面固有電阻值降至 10
8
 Ω/▓以下，便可防止高

分子材料表面發生靜電蓄積[6]。 

表 1 導電性高分子材料用途及分類 

 

 

 

 

 

 

 

三、實驗 

(一)實驗材料 

1、聚酯布：幅寬 58in，碼重 190g/y±5%，

150d，宏德布行。 

2、水性 PU 樹酯：型號為 TX-330 陽離子型 

固成份 50%，三化實業有限公司。 

3、水性 PU 交鏈劑：型號為 CRW-40，三化

實業有限公司。 

4、分散劑：型號為 Disper-byk，協詮企業有

限公司。 

5、奈米銀水溶液：1%水溶液，粒子大小

10~15nm，永朕科技。 

6、不同長徑比奈米銀纖維：豪紳纖維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表 2 奈米銀濃度及長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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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藥用乙醇：C2H5OH，95%，關東化學株

式會社。 

8、氯化鈉：NaCl，試藥級 99.5%，關東化學

株式會社。 

9、抗菌實驗菌種： 

(1)革蘭氏陽性菌：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簡稱 STA，生物

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2)革蘭氏陰性菌：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簡稱 ESC，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

心。 

10、平面培養基(Plate Count Agar)：於計算抗

菌抑制區之實驗用，由美國 Difco 

Laboritories 所出品。 

11、斜面培養基(Nutriment Agar)：於計算抗

菌抑制區之實驗用，由美國 Difco 

Laboritories 所出品。 

12、培養液(Nutriment Broth)：用於細菌之培

養增殖，由美國 Difco Laboritories 所出

品。 

13、非磷酸鹽低溫漂白活化劑(WOB) 

(二)實驗儀器 

1、無菌操作台：具抽風，UV 燈及日光裝置，

祥泰精機。 

2、直立式垂直滅菌釜：溫度控制於 121 ，

壓力 1.5pis，祥泰精機。 

3、熱風循環式烘箱：BINDER FD-53，最高

可達 500 ，全華精密代理。 

4、恆溫培養箱：溫度可控制於-5℃~50℃，

祥泰精機。 

5、菌落計數器：SUNTEX570，上泰股份有

限公司。 

6、超音波水洗機：DC150H 型，DELTA，三

角洲新儀器有限公司。 

7、磁石攪拌加熱器(HMS-102-4)：可加熱至

350℃，祥泰精機。 

8、壓吸機：最大壓力可達 6kg/cm2，瑞比公

司。 

9 、 電 子 天 秤 ： 可 測 量 重 量

0.0001g~210.000g，AND GR-200。 

10、高速攪拌均質機：HSIANGTAI，轉速可

達 12000rpm，祥泰精機。 

11、高溫高壓染色機： H-120，瑞比。 

12、表面阻抗分析儀：MCP-T610 型，測定

範圍 10
-3
Ω～10

7
Ω，測定精準值±0.5%，

翔貿儀器有限公司。 

(三)實驗流程 

 

 

 

 

 

 

 

 

(四)檢測項目與實驗方法 

1、抑菌圈：依據 AATCC-147 平行畫線法進

行測試。 

2、滅菌率測試：依據 CNS-13907 滅菌率進

行測試。 

3、抗靜電測試：參照 CNS-C3128 多薄片樣

品之表面絕緣電阻細數測試法進行測

試。 

4、耐水洗測試：依據 ISO105-C08 家用及商

業用織物洗滌耐用測試法，並採用(WOB)

非磷酸鹽低溫漂白活化劑當作色牢度參

考標準洗滌劑。 

四、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長徑比奈米銀對聚酯加工布之滅菌率 

圖 4 是由表 3 之滅菌率數據繪製成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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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滅菌率隨濃度增加而上升；表中可知對

金黃色葡萄球菌(STA)的滅菌率，奈米銀粒子在

濃度 0.04%時達 99%以上，奈米銀纖維(AR<100)

在濃度 0.15%時滅菌率達 90.2%，奈米銀纖維

(AR-Un)在濃度 0.15%時滅菌率達 88.2%，奈米

銀纖維 (AR>200)在濃度 0.15%時滅菌率達

79.5%。 

 

 

 

 

 

圖 4、不同長徑比奈米銀纖維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之滅菌率 

表 3、奈米銀粒子與不同長徑比奈米銀纖維對金

黃色葡萄球菌(STA)之滅菌率 

 

 

 

 

 

圖 5 是由表 4 之滅菌率數據繪製成圖，可以看

到滅菌率隨濃度增加而上升；表中可知對大腸

桿菌(ESC)的滅菌率，奈米銀粒子在濃度 0.04%

時達 99%以上，奈米銀纖維(AR<100)在濃度

0.15%時滅菌率達 89.3%，奈米銀纖維(AR-Un)

在濃度 0.15%時滅菌率達 86.8%，奈米銀纖維

(AR>200)在濃度 0.15%時滅菌率達 78.2%。 

 

 

 

 

圖 5、不同長徑比奈米銀纖維對大腸桿菌(ESC)

之滅菌率 

表 4、奈米銀粒子與不同長徑比奈米銀纖維對大

腸桿菌(ESC)之滅菌率 

 

 

 

 

 

 

 

圖6是由表5對金黃色葡萄球菌(STA)及大

腸桿菌(ESC)滅菌率之數據繪製成圖，可以看到

滅菌率隨濃度增加而上升，且奈米銀纖維在濃

度超過 1.5%時，對金黃色葡萄球菌(STA)及大腸

桿菌(ESC)滅菌率可達到 99%以上。 

 

 

 

 

 

 

 

圖 6、奈米銀纖維(AR>200)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及大腸桿菌(ESC)之滅菌率  

表 5、奈米銀纖維(AR>200)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及大腸桿菌(ESC)之滅菌率 

 

 

 

 

 

 

(二)不同長徑比奈米銀對聚酯加工布之抑菌圈 

由圖 7 中可以看到，聚酯織物在加工前是

沒有阻隔帶的，而經過奈米銀纖維加工後，出

現了阻隔帶，表示確實達到抑菌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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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不同長徑比奈米銀纖維的聚酯加工布對金

黃色葡萄球菌(STA)之抑菌圈圖(a)未加工(b)奈

米 銀 纖 維 (AR<100)0.15%(c) 奈 米 銀 纖 維

(AR-Un)0.15%(d)奈米銀纖維(AR>200) 0.15% 

(三)聚酯加工布之電阻值 

圖 8 是由表 6 之數據繪製成圖，由數據中

中得知在經過耐水洗測試後之聚酯加工布，電

阻值分別約為 10
2~6
Ω/▓；且隨著水洗次數增

加，電阻值會隨之越低；而濃度越高，其導電

度也越佳。 

 

 

 

 

 

 

 

 

 

 

圖 8、奈米銀纖維(AR>200)濃度及水洗次數對

聚酯加工布的電阻值之影響 

 

 

 

 

 

表 6、奈米銀纖維(AR>200)濃度及水洗次數對

聚酯加工布的電阻值之影響 

 

 

 

註：未加工原布電阻值約為：10
11

 Ω/▓ 

(四)奈米銀纖維對熱重損失影響 

圖 9 是由表 7 繪製成圖，表 7 中得知奈米

銀纖維(AR>200) 添加濃度在 0.0%、0.5%、

1.0%、1.5%、2.0%、2.5%、5.0%時，各階段熱

重損失差異在 10℃之內，對水性 PU 樹酯的熱

性質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圖 9 水性 PU 含奈米銀纖維(AR>200)之熱重損

失分析圖 

 

表 7 水性 PU 含奈米銀纖維(AR>200)之熱重損

失分析表 

 

 

 

 

 

 

(五)奈米銀纖維之 SEM 表面觀察 

1、不同長徑比奈米銀纖維之 SEM 表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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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0 到圖 12 中可以看到長徑比 AR<100

的奈米銀纖維約為短纖狀，而 AR>200 的奈米

銀纖維則為長纖狀，AR-Un 則是混合了長短

纖；所以長徑比越小者，其比表面積越大，影

響抗菌效果，長徑比越大者，依照導電原理，

則影響電阻值。 

 

 

 

 

 

 

 

 

圖 10、奈米銀纖維(AR<100)SEM 表面觀察(倍

率：×20000)  

 

 

 

 

 

 

圖 11、奈米銀纖維(AR>200)SEM 面觀察(倍率：

×20000)  

 

 

 

 

 

 

 

 

圖 12、奈米銀纖維(AR-Un)SEM 表面觀察(倍

率：×20000)  

2、經水洗後聚酯加工布之 SEM 表面觀察 

圖 13 為未加工之聚酯原布，圖 14 中聚酯

加工布表面被水性 PU 樹酯包覆只露出些許奈

米銀纖維，由圖 14 到圖 16 中可以看到在經過

耐水洗測試後，隨著水洗次數增加；水性 PU 樹

酯逐漸脫落，奈米銀纖維因而逐漸裸露出來，

恰可說明表 6 中電阻值隨著水洗次數增加而下

降之現象。 

 

 

 

 

 

 

 

 

圖 13、聚酯原布之 SEM 表面觀察(倍率：×2000)  

 

 

 

 

 

 

圖 14、奈米銀纖維(AR>200)濃度 5%之 SEM 表

面觀察(倍率：×2000) 未水洗 

 

 

 

 

 

 

圖 15、奈米銀纖維(AR>200)濃度 5%之 SEM 表

面觀察(倍率：×2000) 水洗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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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奈米銀纖維(AR>200)濃度 5%之 SEM 表

面觀察(倍率：× 2000) 水洗二十次 

五、結論 

(1)滅菌率隨著奈米銀纖維濃度上升而增

加；而在相同濃度下，隨著奈米銀纖維

長徑比增加；滅菌率下降。 

(2)在奈米銀纖維添加濃度超過 1.5%時，對金

黃色葡萄球菌及大腸桿菌的滅菌率皆已

達 99%以上。 

(3)本研究發現不論奈米銀粒子或不同長徑

比奈米銀纖維皆具有優良抗菌性。 

(4)經由奈米銀纖維加工後，其電阻值約由

10
11

 Ω/▓降至 10
3~7

 Ω/▓ ，代表其導電

性能提升，故具有良好的靜電消散之能

力。 

(5)未經耐水洗測試前，聚酯加工布的電阻值

約為 10
3~7

 Ω/▓之間；經過二十次水洗

後，其電阻值可達 10
2~6

 Ω/▓之間，依然

具有良好的靜電消散能力。 

(6)經由熱重損失(TGA)分析，可知在奈米銀

纖維(AR>200) 添加濃度 0.0%、1.0%、

1.5%、2.0%、2.5%、5.0%時，對水性 PU

樹酯的熱性質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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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群演算法應用於線性天線陣列最佳化 

楊士杰  李坤洲*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與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kclee@mail.ncku.edu.tw 

摘要 

本篇主要研究利用粒子群演算法將非均勻天線陣列最佳化，研究起因於佈設天線陣

列是一件相當大的工程，若能在事前做有效的設計規劃模擬，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錯誤，

讓不必要的人力與硬體成本皆減少，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粒子群演算法調整陣列元素位

置，藉以最大化在主波瓣和旁波瓣間之峰值差，使天線陣列在發射端與接收端得到良好的

通訊品質，以求防止不被雜訊所干擾，在此同時對頻寬作出限制，使得在接收良好的通訊

品質的同時，也能顧及解析度與指向性。實際結果也顯示粒子群演算法，相較其他演算法

來得優異，成功提升通訊品質，且不失解析度與指向性。 

關鍵詞：粒子群演算法、線性天線陣列、通訊、頻寬 

 

Applicati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to 

optimization of linear Antenna Arrays 

Shih-Jie YANG  Kun-Chou Lee
* 

Department of Systems and Naval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kclee@mail.ncku.edu.tw 

Abstract 

In installing antenna array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communication arrays are often 

optimized so that the side-lobe level is minimized. The goal is to reduce influences of 

interferences. Because building antenna arrays is difficult and expensive, optimization design by 

computer simulation in advance is required. In this paper, we utilized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to optimize of antenna arrays. The side-lobe level of an antenna array is minimized 

by adjusting positions and exciting weights of array elements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certain 

beam-width limi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iques of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can 

efficiently achieve optimize of antenna arrays.。 

Key words: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linear Antenan Arrays, communication 

band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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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無線通訊產品已經成為生活型態中的一部

份，這些無線通訊產品能夠置於車輛上、可以是

隨身攜帶的裝置，也可以是公共通訊設備。而無

線電波的傳遞則須透過天線接收和發射，天線的

基本功能是藕合自由空間與導引裝置間的電磁能

量。因此，天線在無線網路的建構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用最適當的天線來完成無線網路的建

置，依據天線特性和環境狀況，經過實際測試且

計算後決定 

天線陣列是一組發射單元組成的天線系統。

如果這些天線單元都相同，例如在全向陣列中，

如果它們在一個軸上相互間隔距離相同，那麼該

陣列天線就稱為線性陣列。此外，如果這些單元

是由同一根纜線上的電流所激勵，那麼將可以同

步地對這些天線單元調整，線性陣列的各個單元

是均衡一致的 

通訊陣列是由一個或多個陣列元素組成，通

常應用於空氣和外太空中。藉由場來進行能量傳

遞，在一條直線上，按一定間隔排列，就是線陣

列天線。天線陣列是一個由天線耦合的共同的來

源或生產負荷輻射模式。通常情況下，空間關係

也有助於指向性天線。活動天線是用來描述元

素，其能量輸出被修改，由於存在一個源能量的

元素（除了單純的信號能量，穿過電路）或元素

在其中能源輸出能量的來源控制信號輸入。天線

陣列應用層面甚廣，有不論水平或垂直都是 360

度等向發射的等方性天線，在水平方向 360 度全

方位等量全向性天線，適用於家庭與點對多點應

用像偶極(dipole)天線，有對某個特定方向發射訊

號的指向性天線(directional antenna)，無線電波的

電場與磁場彼此垂直，通常稱與天線平行的是

E(電場)平面，垂直的面是 H(磁場)平面，舉凡雷

達、衛星通訊、手機通訊、廣播與電視等，其技

術發達且較為成熟。 

通訊陣列性能取決於陣列元素之物理特性，以

及排列位置，要設計一個通訊陣列相當複雜，屬

於高度非線性之問題。通常通訊陣列求解方式有

兩種，一種是解析解，一種是數值解，當通訊陣

列相當龐大時，解析這種解法已經無法求解，所

以在陣列相當龐大時多半採用數值方法求解。數

值求解方式大致可分成梯度法與隨機法兩種，隨

機法較能避免區域解(local solution)，可以增加找

到全域解(global solution)之可能性，但其缺點是

需花相當可觀的時間。梯度法包含有牛頓法

（Newton's method）、共軛梯度法(Conjugate 

gradient method)等等；梯度法處理速度極快，但

是極易陷於區域解，且不易解決非線性且高維之

問題；使用粒子群演算法最大的好處在於可大幅

降低陷入區域解的機率。簡言之，粒子群演算法

的搜索目標為最佳解的範圍，精確度由迭代次數

決定，迭代次數愈多，最佳解的機就會愈大，而

非盲目地進行隨機迭代。本研究應用粒子群演算

法，用以達成陣列場形圖之最佳化，透過調整陣

列元素位置使最大化在主波瓣(Main beam)和旁

波瓣(side lobe)間之峰值差，使旁波瓣極小化，且

符合主波瓣束寬(beam width)限制條件。 

二、理論  

（一）陣列波束函數   

單一的天線架構，由於具有較大的半功率頻

寬（HPBW），但卻有著較低的天線增益，所以在

應用時往往會受到限制。而許多實際應用中，我

們反而需要高天線增益以及較小範圍的輻射波束

的天線。陣列天線正好可以滿足此需求，不但可

以同時地集中接收或發射的能量於特定的方向，

更可藉此有效地增加系統的傳輸距離。 

天線通常可分為全向、方向性與最優陣列，

由於單元天線往往無法滿足使用需求，若是將數

個單元天線排列組合便稱為陣列天線，若要滿足

使用需求，可調整陣列天線的相位、權重、位置

等等。 

由調整陣列元素之排列位置與權重，求得主

波瓣與副波瓣之最大差值。假設對稱陣列之中心

元素固定於座標原點，最外邊之元素則固定於線

陣列兩旁的邊界上，因此，一權重為： 

 TNaaaA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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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為： 

 TnxxxX 21    (2) 

假設所有單元天線皆排成一直線，陣列天線

輻射圖公式(pattern)為 

1

( ) n

N
jkux

n

n

F a e


     (3) 

其中 K 為波速，是平面波的時間頻率 w 與

傳播速度 c 之比值，記為：k=
w

c
=

2


，λ為波長。 

令 0sin sinu    ， 為入射角，控制

於-90 ~90 ，觀察天線輻射圖的變化， 0 為陣列

天線的視軸方向。 

本研究為方便計算，固定視軸方向為0 ，N

為單元天線個數， nx 為天線位置，
2

n
n

q
x

 
 。 

波束函數應用於通訊陣列之步驟，將中心單

元天線固定於座標原點，則天線輻射圖公式可簡

化為 

 0

1

( ) 2 cos
N

n n

n

F a a kx u


      (4) 

主波瓣就是一個輻射圖中增益最大的波瓣，

是為通訊的方向。旁波瓣是指主波瓣外，其他所

有的波瓣，因為旁波瓣並不是通訊的方向，所以

希望能在限制條件下抑制旁波瓣。先找出所有峰

值，從峰值中，找出最大值及次大值，最大值即

為主波瓣，次大值即為旁波瓣位準，將天線輻射

圖做正規化並將增益大小取 dB 值。 

   0

1

20log 2 cos
N

n ndB
n

F a a k x u


 
    

 
  (5) 

旁波瓣位準為通訊能力的一大指標，由於天

線輻射圖已正規化且取 dB 值，所以天線輻射圖中

的最大值恆為 0dB，故只要旁波瓣位準越低，相

對主波瓣值就會越大，通訊能力越好。當調整單

元天線的位置、權重或相位時，應該要以降低旁

波瓣為目標。 

另一個通訊能力的指標為半功率波束寬度

(beamwidth)，又稱-3dB 波束寬，顧名思義即主波

瓣功率波形在功率減低到一半時左右兩點間的夾

角，公式為 

rHPleft HP ightbeamwidth      (6) 

其中 HPleft 與 PrH ight 各為主波瓣半功率點

角度。當半功率波束寬度越窄，代表通訊方向越

集中，越不會被非通訊方向的訊號干擾，所以在

改善通訊能力時，會希望半功率波束寬度越窄越

好。 

天線陣列大多的設計目標為以主波瓣提高，

但主波瓣的束寬可量化輻射的效率，主波瓣的束

寬越窄，代表其指向性越好，一般的天線可以當

作發射端也可以當作接收端。當發射端使用時，

需能量集中於目標，才會讓發射端接收到完整且

正確的信號；在作接收端使用時，因為只接收目

標方向的能量，讓接收者在沒有雜訊下，接收完

整的訊號。所以在通訊的目標會希望主波瓣越窄

越好，即主波瓣束寬要儘可能縮小，並且要抑制

旁波瓣，實際上，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產生旁波

瓣，因旁波瓣若太高會接收到非通訊方向的訊

號，導致通訊方向會有雜訊，故須設法使旁波瓣

越低越好，但降低旁波瓣又會讓主波瓣束寬變

寬，又主波瓣束寬變寬時，解析度不夠，指向性

也會變差。所以，在追求窄的束寬與低的旁波瓣

是兩相牴觸的。 

在本研究中，我們先追求讓主波瓣極大化、

旁波瓣極小化，但同時也將對束寬做限制，以提

升指向性。輻射圖上的值是主波瓣峰值的  倍，

則該點功率是主波瓣峰值功率的 2倍，故稱為半

功率束寬。半波長束寬又因每增加 3dB 就增加了

一倍的功率，每減少 3dB 就減少了一倍的功率，

又稱3dB束寬，由此特性，我們從0~90度  f  dB 

+3 找出最接近於零的數，故在將它乘以兩倍，即

為 3dB 束寬。 

 

 

 

 

 

 

 

 

 

圖 1：基本天線輻射圖 

( 3 )dB

(3 )dB  

  

主波瓣 (0 )dB  

副波瓣位準 

半功率波束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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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粒子群演算法   

 本章利用粒子群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進行非均勻線陣列之最佳化，粒

子群演算法是一種以群體為基礎的最佳化搜尋技

術，由 James Kenney 和 Russell Eberhart 兩位學者

於 1995年時所提出的。其優點在於快速收斂、較

少的參數設定、適用於動態環境的能力等優點。

粒子群演算法是藉由觀察鳥群覓食的社會行為得

到啟發，而將其應用在解決最佳化問題上。鳥群

於食物存在空間中飛行覓食，一開始不知道最佳

的覓食位置在哪，每隻鳥只憑著自己的經驗或是

直覺（個體認知），飛往牠所覺得較佳的地點搜

尋食物。而當其他鳥發現了更佳的覓食地點（群

體認知）時，鳥群之間會利用類似廣播的方式溝

通行為，漸漸的將其他鳥群引領至較佳的地點。 

    粒子群演算法吸引人之處，在於只有少數的

參數需要調整，同時也具備其他演化式計算技術

同樣的功能，可以被應用來解決大多數的最佳化

問題。考慮代數因數、粒子活力來改善粒子群演

算法的學習因數，也能使演算法能有效探索及收

斂。粒子活力指的是，若粒子的在某維度上的速

度開始變慢，此時為該粒子在此維度加上一速

度，使其能增加探索最佳解的能力 

在粒子群演算法中每個粒子還有一個速度來

決定他們移動的方向與距離，一群粒子靠著個體

本身的成功經驗與目前族群中最佳粒子的腳步，

在一定的空間中移動到問題解。粒子群演算法中

的每個粒子獨立搜尋，當個體遇到函數最佳值

時，其最佳搜尋變數將被記錄在個體記憶中，亦

即每個粒子都擁有本身最佳的搜尋變數記憶，依

照此個體最佳搜尋變數記憶去修正下一次的搜尋

方向，此稱為粒子的認知模式(Cognition-only 

Model)。粒子群演算法相似於遺傳演算法突變的

機制，但它的突變並非完全隨機，每個粒子在搜

尋空間中各自擁有其速度，並依群體行為與過去

經驗進行搜尋調整。 

 

 

 

 

 

 

 

 

 

 

 

 

 

 

 

 

 

 

 

 

 

 

 

 

 

 

 

 

圖 2 粒子群演算法之流程 

三、實驗模擬與分析討論  

 本研究採用粒子群演算法尋找最佳 d，在束

寬限制條件下，令主波瓣與副波瓣有最大差距。

每個步驟描述如下。 

（1）決定粒子數：若在迭代程式過程中有 K 個粒

子，即族群大小為 K，每個粒子有其位置和速度。 

（2）確定解的維度和範圍：當調整 D 時，其解的

維度為 M-1，D 其邊界範圍為 0d =0 到 Md =25 

之間，每個 d 之間最少差距 1
2
 ， 0d 會位於幾何

中心位置。 

（3）決定適應函數：適應函數即最佳化函數，其

定義為主波瓣和副波瓣之間的差距。修正後的波

束函數，其主波瓣的最大峰值為零分貝 

（4）決定粒子的初始位置和速度：所有粒子在步

評估每個粒子的適應值 

開始 

設定適應函數，用來評估每個粒子的適應值 

 

隨機初始化粒子之位置和速度 

更新 pbest 與 gbest 值 

更新各個粒子的位置及速度 

 

結束 

是 

是否符合終止條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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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一定義的區域內，隨機產生任意的初始位元址

及速度，相同位元址不得重複。 

（5）計算適應函數值：透過式 6計算每個粒子的

適應函數，由適應函數可得知每個粒子的優劣。 

（6）記錄粒子的最佳位置：每個粒子，其迭代過

程中，產生最大適應函數值之粒子位置，記為 

（ bx ）i。 

（7）更新粒子的速度和位置：用粒子群演算法，

對第 n 次迭代而言，第 i 個粒子的速度 iv 和位置 ix

更新為 

 

   1

1 2c rand() c rand()n n

i i n nv v pbest x gbest x         
(7) 

1 1n n n

i i ix x v         (8) 

其中 rand 為亂數產生器，其產生之亂數，均勻分

佈於 0和 1之間，k 為收縮因數，k 為 0.792，c1=2。 

（8）檢查是否抵達停止條件：重複迭代計算適應

函數(步驟五)直到抵達停止條件，停止條件有兩

種設立方式，對常規的最佳化問題而言，迭代程

式會設定門檻，檢測結果是否符合期望目標；對

未知解而言，因結果無法預知，所以將其停止條

件改為可允許的最大迭代次數。 

 我們總共要作三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為對

稱座標原點的對稱陣列，假設單元天線數 25，第

一個天線位置固定在-25，第 25 個天線位置固定

在 25，陣列第 13個單元天線位置為座標原點，每

次的距離至少差 0.5，最佳化問題維度降為 11，

任一單元天線不能重複位置，粒子群演算法求得

SLL 為-12.46dB。(Arora, 1968, pp. 593-595)所求的

SLL 為-10.1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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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例子一天線輻射圖 

相對於第一個例子，我們在第二個例子中加入了

每個天線位置權重。我們先將位置求出，再把每

個天線位置得權重設定在 0到 2之間，粒子群演

算法求得 SLL 為-14.06dB， (Jarske, 1988, pp. 

372-380) SLL 為-12.2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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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例子二天線輻射圖 

第三個例子改作非對稱陣列，假設單元天線數

25，第一個天線位置固定在 0，第 25 個天線位置

固定在 50，最佳化問題維度為 23，粒子群演算法

求得SLL為-15.14dB， (Murino, 1996, pp. 119-123)

所求得 SLL 為-12.07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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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例子三天線輻射圖 

 每個例子之模擬都將分為兩個部分都將操控

角固定於零度，取不同的入射角範圍，得到不同

的副波瓣位準，當模擬不同的入射角範圍，所限



楊士杰等人:粒子群演算法應用於線性天線陣列最佳化 29(2012) 109-114 

S.J.YANG et al.: Applicati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to optimization of linear Antenna Arrays 29 (2012) 

109-114 

 114 

制的半功率波束寬度也不同。模擬取-90 度到 90

度，限制 beamwidth 為 4.6度。從每個例子中天

線輻射圖可以看出，主波瓣與副波瓣之差距與半

功率波束寬度，藉此可以判斷通訊品質的好壞。 

表 1例子一天線之最佳化位置 

SLL(dB) Beamwidth 位置 

-12.46 2.0


 
3.5、5.5、6、7.5、9、13 

14.5、16、17.5、19.5、21 

 

表 2 例子二天線之最佳化位置 

SLL(dB) Beamwidth 位置 

-14.06 2.4


 
1.5、3、5、6.5、8、10 

11.5、13、16.5、18、21.5 

表 3 例子二天線之最佳化權重 

單元天線之最佳化權重 

0.32、0.61、1.31、1.61、1.71、1.61、1.81、1.71、 

1..71、1.11、1.21、0.36、0.94 
 

表 4例子三天線之最佳化位置 

SLL 

(dB) 
Beamwidth 位置 

-15.14 2.2


 

1.5、2、2.5、3、3.5、4 

4.5、5.5、6、6.5、7.5、

8、10、11、11.5、13、

14、15.5、16.5、19、20、

21.5、23 

 

四、結論  

本論文主要是應用粒子群演算法於陣列之最

佳化，透過粒子群演算法調整陣列元素之位置，

藉以實行線性陣列之旁波瓣極小化及主波瓣之寬

度限制，有效率並且容易達到最佳目標。陣列場

形圖之最佳化，透過調整每個元素的位置而完

成，可抑制旁波瓣，限制主波瓣的束寬寬度，以

保持天線陣列之指向性，粒子群演算法是一種隨

機最佳化技術，它用隨機方式找出初始解，也無

需進行十進位跟二進位之換算，因此本方法比基

因演算法有效率。本研究所採用之粒子群演算法

擁有許多好處，數值穩定性、快速之收斂速度、

最佳化過程不用梯度下降，亦沒有繁瑣之公式，

迭代之程式亦容易規劃，可用於陣列訊號處理以

及其他最佳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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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基於 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之遠距環境監控系統 

林文生 林翰毅 洪敏雄* 楊泰寧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E-mail: hmx4@faculty.p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結合 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與一些新的網路資訊技術，設計與實作一個遠距

環境監控系統。本系統包含裝置端、伺服器端與客戶端三部分。在裝置端，我們開發與

部署一個 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來收集環境的參數資料(如溫度及濕度等)，並控制各類裝

置(如燈光及空調等)。在伺服器端，我們利用網路服務技術(WCF)建立各種監控網路服

務；並且，我們使用 ASP.NET 及 AJAX 等技術，設計網頁式使用者圖控介面。在客戶

端，使用者可利用瀏覽器下載與操作網頁式使用者圖控介面，並透過網際網路來使用或

整合本系統之監控功能。最後，我們實際部署本環境監控系統於實驗室及一個自製的智

慧屋模型中，成功驗證本系統各項遠距環境監控功能的有效性。本論文的成果可應用於

一些智慧生活應用，如居家環境監控、智慧屋等。 

關鍵詞：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遠距環境監控系統、網路服務、網頁式圖形使用者介面 

 

Development of a ZigBee-based Remot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Wen-Sheng Lin, Han-Yi Lin, Min-Hsiung Hung*, and Tai-Ning Yang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By using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and several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remot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REMCS). The REMC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device side, 

server side, and client side. On the device side, we develop and deploy a ZigBee WSN to 

collect the data of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nd to 

control various types of devices, such as lighting and air conditioners. On the server side, we 

use windows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WCF) to create a variety of monitoring and control 

(MC) Web services. Also, we adopt ASP.NET and AJAX to design the Web-base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GUIs) of the REMCS. On the client side, the users can utilize browsers to 

download and operate the Web-based GUIs for using or integrating the MC Web services on 

the server over the Internet. Finally, we practically deploy the developed REMCS to a 

laboratory and a smart house model and successfully validate the efficacy of the developed 

MC func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paper can be applied in some smart life applications, 

such as hom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mart house, etc. 

Keywords: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Remot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Web 

Services, Web-base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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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來資訊與通訊科技不斷的進步，網際網路

蓬勃的發展。從一開始傳統的有線網路，到現在的

無線網路，更是網路技術進步的證明。透過網路的

應用，可以使我們的食衣住行育樂更加方便；例如，

上網搜尋資訊，網路購物、網路拍賣、電子郵件、

電子商務等，都是目前普遍的網路應用。 

近年來，由於微機電與製造技術的大幅進步，

各種感測器可以製作的很小，加速了各類感測應用

的發展，其中環境監控[1][2]為重要的感測應用之

一。環境監控乃利用感測器收集環境的各類資訊

(如環境的溫度、濕度、光度等)，然後利用這些收

集到的資訊，對環境做出一些反饋動作。例如，溫

度過高時，環境的溫控系統可以自動啟動，以降低

環境溫度；光度太低時，照明系統可以自動啟動，

以提高環境明亮度；或是感測到發生火災時，會自

動啟動警示系統，進行告警通知。 

感測器所收集到的資料可以透過有線或無線

的方式傳遞。若使用傳統的有線網路，必須進行線

路的佈建，除了佈線過程繁雜，無法快速建置外，

若感測節點異動，就需要重新再佈線一次，因此，

系統建置將比較耗時，成本也比較高。相對的，若

採用無線方式進行感測資料的傳輸，將可避免上述

的缺失。然而，若使用建立於 IEEE 802.11 標準的

WiFi 無線網路，由於它的功能主要在做大量的資

料傳輸，WiFi 網路設備的功率消耗比較大，必需

外接電源。若採用一般市電，採用 WiFi 的監控點

的附近必須要有電力設施；若使用電池，我們需要

經常更換電池。因此，WiFi 並非傳遞感測器資料

的適當技術。 

無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 [3]為

目前監控應用的熱門技術之一，尤其，ZigBee [4]

具備低功率消耗、無線通訊、可以路由訊息，以及

理論上可允許 65535 裝置節點工作在同一網路等

特點；另外，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提供星形(Star)、

樹 形 (Tree) 與 網 目 (Mesh) 等 3 種 網 路 拓 譜

(Topology)，而且新節點的增加及移除、網路拓樸

的改變或是節點的失效，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可

以自動的重新調適。因此，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

非常適合應用於許多領域的監控應用，例如水果儲

存與運輸監測[5]、動物行為監測[6]、精密葡萄種

植[7]、生理訊號遠距監控[8]、農業環境監測[9]、

建築物電力安全監測與保護[10]、橋梁監控[11]、

機場地勤資源監控與管理[12]等。 

著眼於 ZigBee 具有上述的優點，也是目前主

要的無線感測網路技術之一，本研究結合 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與一些新的網路資訊技術，設計與實

作一個可透過網路使用的遠距環境監控系統。本系

統可透過 ZigBee 無線感測節點蒐集監控區域內的

環境參數資料(如溫度、溼度等)，並透過無線感測

網路傳回給監控伺服器，以進行各類監控處理與異

常狀況告警。同時，我們利用網路服務 (Web 

Services)技術[13][14]來建置監控伺服器上的各式

監控功能，並使用 ASP.NET 及 AJAX 等技術設計

網頁式使用者圖控介面，使得客戶端可容易地利用

瀏覽器透過網路來使用監控伺服器所提供的各項

無線環境監控功能。我們並實際將本環境監控系統

部署於實驗室及一個智慧屋模型中，成功驗證與展

示各項遠距環境監控功能，包括利用瀏覽器透過網

路進行遠端監測環境之溫濕度及監測模組之電壓、

遠端控制照明系統、遠端控制空調系統、異常偵測

與手機簡訊告警通知等。 

2. 系統架構設計 

2.1 環境監控系統需求分析 

在設計系統架構之前，我們針對環境監控系

統之需求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1) 無線感測網路之需求：可控制感測節點利用各

種不同的感測器蒐集環境中的資料，並可控制

感測節點在工作模式與休眠模式之間的切

換。 

(2) 監控伺服器之需求：需要讓使用者透過網路容

易的使用監控伺服器上所提供的各式監控功

能。 

(3) 使用者端之需求：需要提供網頁式圖控介面

(Web-based GUI)，讓使用者在任何可上網的地

方，利用瀏覽器即可使用本環境監控系統。 

2.2 系統架構圖 

根據上述系統需求，本網路式無線環境監控系

統之架構設計如圖 1 所示，包含 3 個部分：裝置端

(Device Side)、伺服器端(Server Side)與使用者端

(User Side)。 

 

圖 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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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裝置端，我們開發一個 ZigBee 無線感測網

路，利用許多的終端節點結合感測器收集環境資訊，

然後將環境資料經由ZigBee路由器(Router)轉送給

協調器(Coordinator)，之後協調器將收集到的環境

資訊透過 RS232 傳送給監控伺服器(on-site MC 

Server)做進一步的處理。同時，監控伺服器亦可透

過 ZigBee 協調器，經由路由器，將命令傳送給

ZigBee 終端裝置，對受控之設備進行開啟或關閉

之動作。 

在伺服器端，我們使用網路服務(WCF Service)

來開發監控伺服器上的各式環境監控功能，包括環

境參數資料擷取、遠端設備控制、自動警示機制與

使用者帳號管理功能等功能服務。同時，我們利用

ASP.NET 結合 AJAX 技術來開發網頁式圖形使用

者介面(Web-based GUIs)，包括遠端設備控制介面、

自動警示介面與使用者帳號管理介面等，提供給使

用者直覺的圖形操作介面。 

在使用者端，由於伺服器提供了網頁式圖形

使用者介面及各式監控網路服務，因此使用者可以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透過可上網的裝置，利用

瀏覽器來使用監控伺服器所提供的功能服務。 

在此一系統架構下，使用者操作各類環境監

控功能服務的運作流程如圖 2 所示。首先，使用者

透過網頁式圖控介面發出服務請求，然後該網路服

務向感測器網路要求環境感測資料，感測器網路將

環境感測資料傳回給網路服務，該網路服務對感測

資料處理後，回覆給使用者圖控介面。 

 

圖 2. 網路式無線環境監控系統運作示意圖 

3. 主要功能設計 

本節將詳述本系統主要的功能設計，依序為環

境參數資料擷取功能、自動警示機制、遠端設備監

控、使用者帳號管理、智慧屋模型設計及系統整合

設計： 

(1) 環境參數資料擷取服務之設計 

圖 3 為環境參數資料擷取功能服務之設計概

念圖。本功能服務必須由監控伺服器、ZigBee 協

調器及 ZigBee 終端裝置共同完成。首先，我們將

環境參數資料擷取功能以網路服務的形式設計在

監控伺服器上，此功能服務實作了與 ZigBee 協調

器通訊的機制，可以將資料擷取命令傳送給協調器，

而協調器接收到命令後，可將命令利用無線的方式

經由無線感測網路傳送給 ZigBee 終端裝置，

ZigBee 終端裝置接到命令後，將所擷取到的環境

資訊，由原來的路徑傳，透過 ZigBee 協調器傳回

給監控伺服器上環境參數資料擷取功能服務，然後

將所擷取到的環境參數資料存入資料庫中。 

 

圖 3. 環境參數資料擷取功能服務之設計概念圖 

(2) 自動警示功能服務之設計 

圖 4 為自動警示功能服務之設計概念圖，我們

將自動警示功能以網路服務的形式設計在監控伺

服器上。本自動警示功能服務可以偵測或接收環境

參數資料之異常，若環境參數資料超過預設之臨界

值或危險標準，即可透過電子郵件(E-mail)及手機

簡訊(SMS)，對負責人員發出警示訊息，同時也會

在系統之網頁式監控介面上顯示警示燈號，以便讓

負責人員第一時間得知告警狀態，得以迅速的處理

異常狀況。同時，本服務提供歷史異常狀況記錄查

詢的功能，讓使用者查詢之前是不是有發生過類似

的情況，也許是沒有改善或是又再次出問題。本服

務也提供設定負責人員電子郵件帳號及手機號碼

的功能。 

 

圖 4. 自動警示功能服務之設計概念圖 

(3) 遠端設備監控功能服務之設計 

圖5為遠端設備監控功能服務之設計概念圖。

本功能服務必須由監控伺服器、ZigBee 協調器及

ZigBee 終端裝置共同完成。首先，我們將遠端設

備監控功能以網路服務的形式設計在監控伺服器

上，此功能服務實作了與ZigBee協調器透過RS232

通訊的機制，可以將遠端設備監制命令傳送給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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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協調器接收到命令後，可將命令利用無線的

方式經由無線感測網路傳送給 ZigBee 終端裝置，

ZigBee 終端裝置接到命令後，將對受控設備進行

開啟或關閉的動作，並且把設備的狀態，由原來的

路徑傳，透過 ZigBee 協調器傳回給監控伺服器上

遠端設備監控功能服務。 

 

圖 5. 遠端設備監控功能服務之設計概念圖 

(4) 使用者帳號管理功能服務之設計 

圖 6 為使用者帳號管理功能服務之設計概念

圖。我們將可登入系統的使用者分為管理者與一般

使用者兩種身份，管理者可以控制設備及觀看監測

資料，而一般使用者則只能觀看監測資料。我們建

立入口網站，必須先成功登入，才能進入系統。當

我們輸入帳號密碼之後，將透過 SQL 資料庫的連

接，以進行身分的認證，如通過認證，即可根據使

用者身分的不同，分別進入管理者或一般使用者的

圖形使用者介面；若未通過認證，將會重新返回登

入畫面。 

 

圖 6. 使用者帳號管理功能服務之設計概念圖 

(5) 智慧屋模型設計 

為了測試與驗證本監控系統的各項功能機制，

我們設計了一個智慧屋模型，如圖 7 所示。在智慧

屋模型中，我們安裝了兩組本無線環境監控系統之

ZigBee 感測模組(可感測溫度及濕度)，以及一個電

燈(模擬照明系統)及一個風扇(模擬空調系統)。電

燈及風扇的開關先連接到繼電器，然後透過繼電器

再與 ZigBee 感測模組連接。如此，使用者即可利

用網頁式使用者圖形介面，使用監控伺服器上的監

控服務，以無線的方式透過 ZigBee 感測模組擷取

環境資訊，顯示在網頁式監控介面上，以及控制電

燈及風扇的開啟與關閉。圖 8 為本無線環境監控系

統示意圖。 

 

圖 7. 可部署無線環境監控系統之智慧屋模型 

 

圖 8. 無線環境監控系統示意圖 

4. 系統整合測試與成果展示 

4.1 系統實作與整合測試 

我們依據上述的設計，利用 WCF、ASP.NET

及 AJAX 等技術，以 C#為程式開發語言，實作完

成監控伺服器上的各項功能服務及網頁式圖形使

用者介面。而 ZigBee 監控模組方面，我們採用支

援 TI Z-stack 的 ZigBee 無線感測模組，並以 C 語

言進行 ZigBee 裝置程式的開發。 

在完成上述各子系統之建構後，我們先針對各

監控與管理子系統進行個別的部署與測試，確認每

個子系統皆可以正常無誤地運作，接著進行全系統

的整合與測試： 

4.2 成果展示 

為了驗證與展示本網路式無線環境監控系統，

我們將系統實際部署於本系實驗室(大義館 711 及

大義館 722)及智慧屋模型中，以進行各項實驗與測

試。 

圖 10 為系統入口網站的登入畫面。而圖 11

為使用者由入口網站登入，經過安全認證之後，透

過遠端網頁式圖控介面實施大義館 711 實驗室的

環境參數監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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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系統入口網站的登入畫面 

 

圖 11. 大義館實驗室環境參數監測畫面 

圖 12 為部署了 ZigBee 監控節點之智慧屋模

型，部署了兩個 ZigBee 感測模組，分別用於控制

電燈與風扇。圖 13 為透過網頁式圖形介面遠端開

啟智慧屋中電燈之畫面；而圖 14 為透過網頁式圖

形介面遠端開啟智慧屋中風扇之畫面。 

 

圖 12. 部署了 ZigBee 監控節點之智慧屋模型 

 
圖 13. 遠端控制電燈開啟之畫面 

 

圖 14. 遠端控制風扇開啟之畫面 

 

圖 15 為透過網頁式介面查詢大義館實驗室之

歷史環境參數資訊結果之畫面，包括溫度濕度及感

測模組之電壓資訊，每一筆資料均帶有擷取資料時

之日期與時間資訊(Timestamp)。圖 16 為系統偵測

到環境參數值超出臨界值發出支手機簡訊告警訊

息之畫面。 

 

圖 15. 歷史監測資訊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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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手機簡訊告警訊息畫面 

6. 結論 

本論文利用 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與一些新的

網路資訊技術，設計與實作一個可透過網路使用的

遠距無線環境監控系統。本論文運用新一代網路服

務技-WCF Service 來開發各項監控功能服務，使得

各項功能得以模組化，且與用戶端可以鬆散耦合的

方式通訊，使用者可以容易地透過網路來操作或整

合使用本系統的功能。同時，本論文詳述了基於

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的無線環境監控系統的設計

概念、系統架構設計、與實作步驟。最後，我們實

際部署本環境監控系統於實驗室及一個自製的智

慧屋模型中，並展示各項網頁圖控介面，成功驗證

本系統的各項遠距環境監控功能。本論文的成果可

作為實作植基於 ZigBee 無線感測網路之網路式無

線監控系統之有用參考，也可延伸應用於一些智慧

生活應用，如居家環境監控、智慧屋及安全監測

等。 

致謝 

作者感謝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碩士班

詹敬民，在實作過程中分享寶貴的實作經驗，以及

中國文化大學雁行計畫經費補助。 

參考文獻 

[1] M. U. Mahfuz and K. M. Ahmed, "A Review of 

Micro-Nano-Scal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dvanced Materials, Vol. 6, pp. 302-306, 2005. 

[2] N. Wang, N. Zhang, and M. Wang, "Wireless 

Sensors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Industry—Rec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Vol. 50, pp. 1-14, 2006. 

[3] P. Baronti, et al.,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A 

Survey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the 802.15.4 

and ZigBee standards,"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Vol. 30, pp. 1655-1695, 2007. 

[4] ZigBee Alliance.  http://www.zigbee.org/  

[5] L. Ruiz-Garcia a, P. Barreiro, and J.I. Robla, 

"Performance of ZigBee-Based Wireless Sensor 

Nodes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Fruit 

Logistics,"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Vol. 87, 

pp. 405-415, 2008. 

[6] E.S. Nadimi,H.T. Søgaard, and T. Bak, 

"ZigBee-bas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for 

Classifying the Behaviour of a Herd of Animals 

using Classification Trees," Biosystems 

Engineering, Vol. 100, pp. 167-176, 2008. 

[7] R. Moraisa, et al., "A ZigBee Multi-Powered 

Wireless Acquisition Device for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in Precision Viticulture,"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Vol. 

62, pp. 94-106, 2008. 

[8] P. Valdastri, et al., "An Implantable ZigBee 

Ready Telemetric Platform for in Vivo 

Monitoring of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Sensors and Actuators A, Vol. 142, pp. 369-378, 

2008. 

[9] Y. Lin, "Design of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nodes for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nergy Procedia, Vol. 11, pp. 

1483-1490, 2011. 

[10] L.-C. Huang, H.-C. Chang, C.-C. Chen, and C.-C. 

Kuo, "A ZigBee-based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System for Building Electrical 

Safety," Energy and Buildings, Vol. 43, pp. 

1418-1426, 2011. 

[11] M.J. Chae, et al., "Development of a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System for Suspension Bridge 

Health Monitoring,"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Vol. 21, pp. 237-252, 2012. 

[12] P. G. Ansola, el al., "Distribut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Airport Ground Handling 

Management using WSN and MA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 25, pp. 544-553, 2012. 

[13] M.-H. Hung, Fan-Tien Cheng, and Sze-Chien 

Yeh, “Development of a Web-Services-Based 

e-Diagnostics Framework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EEE Transactions 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Vol. 17, No. 5, pp. 

122-135, February 2005. 

[14] M.-H. Hung, S.-W. Wu, T.-L. Wang, F.-T. Cheng, 
and Y.-Y. Feng, “An Efficient Data Exchange 

Scheme for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Chain 

Management System,” Robotics and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Vol. 26, 

Issue 5, pp. 507-516, May 2010. 

http://www.zigbee.org/


華岡工程學報第 29 期 民國 101 年 6 月 中國文化大學工學院 

Hua Kang Journal of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9(2012)121-129 

121 

 

模擬退火法結合禁忌搜尋演算法求解協同配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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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使用實際公司個案做為研究對象，以兩家公司進行協同配送下的車輛回程途徑問題

為研究目標，透過本研究所使用之演算法尋找最低的車輛運輸成本，並與多種演算法相比

較。應用模擬退火法結合禁忌搜尋演算法規劃車輛路徑成本的計算，協助物流業者改善現

有的運輸路線規劃，增加營運利潤。本研究所提出之演算法在個案實驗中運行成本低於文

獻中的實驗的結果，顯示模擬退火法結合禁忌搜尋演算法有優於文獻中所提出之兩種演算

法的求解能力。 

關鍵詞：協同配送、車輛回程途徑問題、模擬退火法、基因演算法、禁忌搜尋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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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case study for the 

collaboratively distribution of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backhaul 

between two real companies. In this study,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find 

the lowest cost of vehicle transport among compared methods. In the 

proposed approach, Simulated Annealing with Tabu Search algorithms is 

used to obtain the cost of planned vehicle routing, and then can help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transportation route and 

increase profits. From simulation results, the proposed approach can find 

lower operating cost than other methods in the literature. It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better than other two methods in the literature. 

  

Key words: Collaboration Allocation Problem,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Backhaul, Simulated Annealing, Genetic Algorithms, Tabu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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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物流運輸業在台灣經濟呈現繁榮的時候，部分業

者為了能增加營運量來增加獲利，使用削價策略

的競爭方式，導致運輸業步入「低毛利時代」[1]。 

過去一向不被重視的物流成本已經成為降低成本

的方法因素之一[2]，提升物流效率和降低物流的

運輸總成本為最好的辦法。 

在實務上，物流業受顧客委託載運貨物時，收到

的利益只有在送貨單程的款項，車輛回程時的成

本往往是由業者自行吸收，如果能有效的改善回

程空車問題和路線不是最佳化的問題，將可為運

輸業者降低營運成本。  

二、文獻回顧  

（一）物流與協同配送 

物流的定義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狹義的物流

定義是指販賣物流，商品從製造廠商手中轉移到

消費者之間的流通販賣過程，而廣義的物流定義

包含從原料採購的原物料物流、工廠內部的生產

物流、商品行銷販賣的販賣物流及廢棄物處理回

收等的廢棄物物流在內[3]。日本神奈川大學教授

中田信哉對於物流的定義：物流是由生產到消費

者之間物資或商品的物理性的流動過程[4] 。

Ballou(1992)對物流的定義：物流為以運輸倉儲為

主的活動，包括實體提供與實體配送[5]。中華民

國物流協會的定義：物流是一種物的實體流通活

動行為，透過管理程序結合運輸、倉儲、裝卸、

包裝、流通加工、資訊情報等相關物流機能的活

動，創造價值進而滿足顧客與社會的需求[6]。 

從文獻中對物流定義中得之，物流的成果主要在

顯現於配送活動和物的流動上，配送是物流的基

本功能，作為直接面對最終端客戶所提供的物流

服務[7]，無論是產品貨物或是客戶服務，顧客在

訂購後要如何獲得所需就是物流的主要意義。良

好的物流規劃將可以減少運輸成本的支出，成本

的高低往往會涉及商品流通的過程，物流服務方

式等軟性要素選擇對成本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利益上成為企業利潤的第三大來源[7]。 

協同配送又稱共同配送，是經過時間長時間的發

展和探索最佳化後產生的一種配送模式。透過協

同配送，使送貨的一方可以實現小量物流配送，

收貨的一方可以進行統一的總驗貨程序，達到提

高物流服務水準的目的[8]。協同配送的目的在於

提高人員、物資、金錢、時間等物流成本的降低

和取得最大效益與提高服務；還可以減少多餘的

運輸時間與成本 [7]。 

協同配送主要是藉由企業機構經由物流結盟之

策略，處理企業營運中有關物品流通(physical 

distribution)時之相關作業。這種後勤結盟之概念，

可藉由企業間之共組物流體系，或共享物流專長

來解決單一企業機構投資於物流系統上之成本效

率之問題，以達到不同企業間資源共享及利潤共

享的主要目的[8]。 

黎永松(2003)探討埔里地區各花卉公司（拍賣市

場）業者、原產地花農、中間商、運輸業者之間，

建立共同經營花卉市場的最佳機制。研究顯示整

合現有運輸業者，可透過策略聯合組成共同配送

的團隊來降低運送成本使運費合理化，避免一般

拖運商隨意漲價，減輕花農負擔[7]。 

袁劍雲(2006) 以台灣地區資訊電子產業為研

究對象，研究協同運輸管理對企業經營績效與供

應鏈動態之影響。結果顯示協同運輸管理能力與

經營績效中，整合能力及資訊技術整合能力與物

流績效有顯著的正相關，雖然僅資訊技術整合能

力直接影響組織績效，然而關係整合能力對組織

績效有間接效果之存在[9]。 

（二）車輛途徑問題 

車輛途徑問題為旅行推銷員問題(Travel Sales 

Person, TSP)的延伸，在旅行推銷員問題中，推銷

員要由哪一個位置開始推銷後在到哪個位置推銷

來節省路途距離或時間為此類問題所要求解的內

容。車輛途徑問題與旅行推銷員問題最大的不同

是車輛路徑問題為多路徑的規劃，其屬於一種

NP-Hard 的問題[10]。車輛途徑問題為假設車輛在

有限制的載貨能力以及可允許的行車時間限制

下，求出通過所有需求點且總成本最小的數條車

輛路線[11]。 

車輛途程問題(Vehicle Routing Problem, VRP)

是由 Dantzig 和 Ramser[12]兩位學者在 1959 年提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tugsweb.cgi?ccd=lenidl&o=s%B0K%BCC%B6%B3.a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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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目前已被廣泛應用於交通運輸問題、生產排

程等領域。車輛路徑問題最基本的限制有三點：  

1.每台車由場站出發，服務完顧客後回到原場

站。 

2.每個需求點要被服務到，而且只能服務一次。 

3.需求點的需求要小於車輛的最大載重能力。  

在運送作業完成後的回程路途順便進行取貨作

業，可省下在多派一次車輛服務取貨點顧客的成，

就此產生了一個新型態的 VRP 問題，稱為回程取

貨車輛路線問題(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Backhauls, VRPB)[13]。 

 

 

 

 

 

 

圖 1  VRPB 示意圖 

具回程取貨之車輛途程問題是 VRP 問題的延

伸，此類型的問題將需求點分成兩個集合，一為

送貨需求點的集合，另一個為收貨需求點的集合 

[14]。在這個問題中，限制送貨需求點與取貨需

求點不能混合作業(如圖 1 所示)，是為了避免在

收貨或送貨後必須重新整理貨櫃物品來空出搬運

與裝載貨物的空間，造成時間與成本上的額外支

出。 

（三）模擬退火法 

模擬退火演算法（Simulated Annealing, SA）是

由 Kirkpatrick 等人於一九八三年提出並成功應用

在組合最佳化問題上，為蒙地卡羅演算法（Monte 

Carlo）的推廣[15]。當金屬物質在加熱到臨界點

溫度之上時，金屬物體內的粒子能夠自由的在物

體內移動，而能進行鑄造。待保溫一段時間等到

物體全部軟化後，以大於臨界冷卻速度讓物體快

速的降溫，隨著溫度的下降，金屬物體內的粒子

將會重新排列組合，稱為退火法[15]。 

首先是設定初始溫度，必需要能夠確保溫度能在

搜尋初期能夠移動到任何的狀態，如果溫度過低

將會造成粒子被限制在區域範圍裡，使演算法陷

入於區域最佳解之中。在計算目標函數來評估初

始解，判斷此解是否符合接受條件，如果不接受

則降低初始溫度繼續尋找下一組解，如果接受此

解則以新的解取代初始解並顯示結果。 

模擬退火演算法可以應用在求解最佳化的問題

上得到不錯的結果，第一個將模擬退火法應用於

VRP 問題的是 Robust 等人。研究中結合多種區域

搜索法做鄰近區域的搜尋，並以顧客數 80、100、

120 與 500 個顧客，作為實驗測試資料[16]。李世

炳、鄒忠毅(2002)以模擬退火法結合基因演算法

解決最佳化的問題[15]，為了補足局部搜索方法

（Local Search Method ）的不足，作者結合基因

演算法來彌補全域搜尋的能力，以求得更好的解。

許富雄(2006)以模擬退火法結合區域搜索法來求

解載重限制車輛途程問題（CVRP）[16]，研究結

果比相關文獻得到更多的已知最佳解，顯示模擬

退火法結合不同的演算法也能求得相當優異的結

果。陳宏昇(2006)以模擬退火演算法求解時間視

窗限制車輛途程問題 (VRPTW) [17]，雖然

VRPTW 有著更多的限制條件，同樣也在結合區域

搜索法後得到了更好的結果。Osman(1993)則提出

以複雜的模擬退火演算法應用於 VRP 求解問題

[18]，以交換法做為搜尋鄰近解之方法，並應用

在求解 VRP 問題的 14 個基本測試例題中進行比

較。許秀瑜(2006)以模擬退火法求解多目標車輛

途徑規化問題(VRPSPD)，提供宅配業者實務上的

應用為研究方向[19] 

（四）禁忌搜尋演算法 

禁忌搜尋演算法(Tabu Search, TS)是由學者

Glover 於一九七七年所提出，為一種近似解法。

具有彈性的記憶能力[20]，因此可避免陷入區域

解和重覆搜尋之前已搜尋過之路徑的能力。 

禁忌搜尋法的方法是先建立一初始解，接著在找

尋最好的鄰近解或是符合禁忌規則的最佳解作為

移步(Move)的依據，搜尋法有個重要的觀念即是

禁忌名單(Tabu  List)的記憶機制，原理是將已經

搜尋過的解紀錄下來，以避免重複或無意義的搜

尋[21]。等待將所有鄰近區域搜尋完畢後，選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3B1tg/record?r1=2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3B1tg/record?r1=2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3B1tg/search?q=auc=%22%E9%99%B3%E5%AE%8F%E6%98%8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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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佳的方向來進行移步動作，若是有發現比

目前最佳解還要好的解，則將更新目前最佳解，

直到符合結束運算條件才終止。 

禁忌搜尋演算法運行概念分為五大部分： 

（1）移步（Move）：每一個解的四周都會存在

其他的鄰近解，依據現行解的屬性，往鄰近較佳

的解移動，嘗試移動到最佳解的步驟稱為移步。 

（2）禁忌串列（Tabu List）：禁忌搜尋演算法

可藉由彈性記憶（Flexible Memory Structure）禁止

某些解的轉移，這個記憶結構稱之為禁忌串列。 

（3）期望準則（Aspiration  Level）：在禁忌串

列的設計上可能會使我們錯過一個找尋到最佳解

的機會，因此必須配合期望準則，使被禁忌住的

鄰近解有第二次再被選擇的機會。若往此鄰近解

移動的目標函數比目前所找到的解更好時，即使

被禁忌住我們還是接受此移步。 

（4）候選名單（Candidate List）：所有可行移

步解集合扣除在禁忌串列上的解集合，最後加上

符合期望準則的移步解，這些解稱為候選名單。 

（5）停止準則（Stopping Criterion）：停止準則

是用來停止演算法搜尋動作的條件[21]。 

陳哲宇(2002)使用禁忌搜尋演算法求解兩部機

器總延遲時間最小化[22]，針對禁忌搜尋法設定

了不同的搜尋策略，在 360 個測試問題中得到了

353 個更好的解。 

三、實驗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引用劉瑋佑[1]的論文資料進行模式設定，

設定運輸車輛的車種和車容量都為相同，再以總

成本最低為目標，針對共同限制與假設為： 

(1)問題目標：本研究的目標是要求解路徑距離

和運輸成本，以幫助運輸業者制定行車路線和運

輸成本最低為本研究之目的。 

(2)基本假設：引用劉瑋佑[1]論文中之基本假

設： 長途運輸車輛每天僅算單趟運輸、每月工作

26 天、固定成本已知(採每月付的方式，員工本薪

和貨櫃攤提) 、變動成本已知(員工獎金、車輛燃

油和保養費用與距離成正比)、載點位置和終點位

置已知、需求點的數量和位置已知、所有需求點

的每日需求量已知、需求點服務，可能為單一送

貨、單一收貨、同時收送貨、運輸車輛可接駁併

車、運輸車輛不能違反車容量限制、運輸車輛不

能違反車載重限制、一次途程可由一台或以上的

運輸車輛服務、每個需求點可由一台或以上的運

輸車輛服務、運輸車輛到達需求點 i，也必需由需

求點 i 離開。 

(3)參數說明 ： 

α:車輛之駕駛人員平均每日本俸，單位：元。  

β:車輛之隨車人員平均每日本俸，單位：元。  

γ:貨櫃購置之攤提，五年攤提換算平均每日金

額，單位：元。  

g:駕駛人員行駛每公里之獎金金額，單位： 元。  

s:每距離單位平均耗油成本，車輛平均耗油，換

算成每公里金額， 單位：元。  

u:每距離單位平均保養修繕成本，每萬公里定期

保養金額，換算成每公里金額，單位：元。  

N:所有收貨、送貨需求點之集合。  

ETQ:車輛最大載重容量（採用集裝箱）。 

Sij :營業站 i 欲送至營業站 j 之貨物量 。 

Dm：表示廠站 

T:車輛數。  

dij:路徑距離。 

Xijt:若為 1，表示車輛 t 離開需求點 i，前往需求

點 j 服務；否則為 0。 

(4)模式建立：主要是在不同樣品項，相同重量

體積之條件下，求最小之路徑距離總成本。 

 

 

目標式：相同的重量與體積之條件下，求最小之

路徑距離總成本(駕駛員日薪+ 隨車日薪+每日攤

提)×車輛數+車輛經過節點之距離×(駕駛行駛獎

金+ 每公里平均耗油量+每公里平均修繕及保養

費用) 。 

 

 

 

限制式 1：限制不得超過於貨車載重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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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式 2：表示車輛，由 i 進入需求點 j。 

 

限制式 3：表示車輛 t ，由需求點 j 離開，前往 i。 

 

 

限制式 4：貨車流量守恆限制式，表示到達某一需

求點的車輛數等於離開的車輛數。 

本研究的個案包含兩家公司(A公司和B公司)，

個案 B 公司對全台灣分公司相對距離如表 1所示， 

A 公司是以運送常溫貨物為主，主要客戶是在台

北、桃園地區，其次是在台中、彰化地區。B 公

司是以冷藏貨物為主的食品公司，供應商主要分

布在台中地區、台南地區和高雄地區[1]。 

個案遭遇的問題是 A 公司在送完貨物後，從南

部地區回程時，空的貨車導致浪費資源，若能有

效利用，運輸總成本將會降低。因此藉由 A 公司

和 B 公司的協同合作，由 A 公司向 B 公司的租用

倉庫，把 B 公司要出貨的商品配送到客戶手中。

找尋最小的成本路徑為本研究的目標[1][23]。B

公司的出貨量和次數相當固定，且訂單以季為單

位，因此本研究不考慮會發生的意外狀況[1]。 

本研究使用模擬退火法結合禁忌搜尋演算法求

解 VRPB 問題(圖 2 為演算法流程圖)。在模擬退

火法參數方面，參考劉瑋佑[1]在論文中對模擬退

火法使用之參數設定，主要都是以迴圈數 10000

次為中止條件，基因演算法在中止條件的設定方

面，同樣設定迴圈數為 10000 次停止運算[1]。 

模擬退火法的參數組合部份，在參考多篇研究論

文之參數組合設定之後(如表2)，並經由程式初步

運算結果，來篩選出較佳的四組參數組合。在經

過多次的測試，最後被選出來的最佳參數組合。 

 

表 2 模擬退火演算法參數組合[1] 

文獻作者 參數設定 

D. Janakiram, T. H. 

Sreenivas, and K. 

Ganapathy 

Subramaniam  

啟始溫度：2,000。冷卻

率：0.95。終止溫度：25。  

T.W. Lambert and D.C. 

Hittle 
啟始溫度：500。冷卻率：

0.999。終止溫度：1。  

洪國偉、潘旭純、劉

欣俞、何明璋 

啟始溫度為：3,000。冷卻

率：0.98。最終溫度：0.1。  

羅中育 啟始溫度為：1,000。冷卻

率：0.98。最終溫度：1。  

許富雄 啟始溫度為：200。冷卻

率：0.96。最終溫度：1.5。  

 

禁忌名單的設計則是參考Knox[24]於1994年所

提出之方法，設定禁忌名單大小為3倍的需求點

數。在此設計準則下，當需求點小於100時可獲得

較佳的解。 

基因演算法的基因編碼可採以順序為基礎

(Order Based)之編碼方式[1]。參數組合部份，

在參考多篇研究論文之參數組合設定之後(如表

3)，並經由程式初步運算結果，來篩選出較佳的

四組參數組合。這些參數組合，經過多次的測試，

最後被選出來的最佳參數組合。 

 

表 3 基因演算法參數組合[1] 

文獻作者 參數 

Tadahiko Murata, Hisao 

Ishibuchi, Hideo 

Tanaka 

染色體：10。交配率：

0.1 。突變率：0.1 。 

Runwei Cheng, Mitsuo 

Gen, Masato Sasaki 
染色體：40。交配率：

0.4。突變率：0.4。  

Yasuhiro Tsujimura, 

Mitsuo Gen Erika 

Kubota 

染色體：20。交配率：

0.4 。突變率：0.2。 

蔡勛任 染色體：50 。交配率：

0.8 。突變率：0.1  

陳建甫 染色體：50。交配率：

0.5。突變率：0.05 。 

基因演算法和模擬退火法各取四組參數，每組參

數都執行 10 次，兩種演算法在每個區域取出四組

較佳之參數的平均結果進行下一步之運算。同樣

也以將模擬退火法之較佳平均值結合禁忌搜尋演

算法進行運算。 

（二）實驗成果與結論 

本研究所提出之模擬退火法結合禁忌搜尋演算

法在個案實驗中與劉瑋佑(2010)論文中所提出的

二種演算法運行成果相比，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

之實驗結果記錄於表 4。 

本研究所使用之方法與劉瑋佑[1]所使用之二種

演算法相比，皆得到更低的運輸成本，本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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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方法可獲得更低的數值有效的降低公司的

運輸成本。 

實驗結果(表 4)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模擬退火

法結合禁忌搜尋演算法求解的結果優於文獻中所

使用的二個演算法[1]，在北部的部份本實驗所使

用的演算法求得之成本為 5629.45 優於文獻中所

求得的 5635.10，中部的部份本實驗所使用的演算

法求得之成本為 6637.43 優於文獻中所求得的

6802.44，，南部的部份本實驗所使用的演算法求

得之成本為 7032.46優於文獻中所求得的7093.68，

台中以北的部份本實驗所使用的演算法求得之成

本為 6784.72 優於文獻中所求得的 9648.02，台中

以南的部份本實驗所使用的演算法求得之成本為

8985.89 優於文獻中所求得的 9920.80，在全台的

部份本實驗所使用的演算法求得之成本為 21042.5

優於文獻中所求得的 24060.10， 

表 4  本實驗成果比較 

 SA_Tabu SA[1] GA[1] 

北部 5629.45 5635.10 5635.10 

中部 6637.43 6802.44 6802.44 

南部 7032.46 7093.68 7093.68 

台中

以北 
6784.72 9691.26 9648.02 

台中

以南 
8985.89 9920.80 9920.80 

全區 21042.5 24060.1 23840.40 

由實驗數據可得知以禁忌搜尋演算法可補足模

擬退火法在全域搜尋（Global Search）的能力，可

改善模擬退火法的求解的能力，同時也可以優於

基因演算法的求解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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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 公司全台灣分公司相對距離 

 

資料來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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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模擬退火法結合禁忌搜尋演算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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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碳黑與碳纖維於導電高分子特性之研究 

廖崧皓 1
   林建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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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的進步與奈米材料的發展，應用奈米複合材料於導電高分子的研究蓬勃發展。導

電高分子具有許多優點，可以應用於新興科技領域，利用碳黑與碳纖維為導電高分子材料

的填充物，其成本遠比利用奈米碳管便宜，且具有類似之導電特性，因此以碳黑與碳纖維

為高分子聚對二甲基矽氧烷之填充物，探討不同比例之組成對導電高分子之壓阻特性之影

響，並且以同心圓及梳狀電極之可撓式基板完成導電高分子之力量感測器之應用。 

關鍵詞：碳黑、碳纖維、導電高分子、力量感測器 

The Study of Application for Carbon Black and 

Fiber to Conductive Polymers Characteristics 

S. H. Liao
1
, C. H. Lin

2
* 

 
1
 Department of Institute of Digital Mechatronic Technolog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anomaterials an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nano 

composite materials on the conductive polymer research is in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The 

conductive polymer has many advantages and can be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emering technologies. 

The cost of carbon black and carbon fiber as filled conductive polymer materials is cheaper than 

carbon nanotubes. Moreover, the carbon black and carbon fiber have similar electrical properties 

to carbon nanotube. Therefore, to develop the conducting polymer is important for carbon black 

and carbon fiber to combine to the polydimethylsiloxane. The piezo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with different percentage composition for carbon black and carbon fiber mixture have discussed. 

Furthermore, using conductive polymer, the force sensors with concentric circles and comb 

electrodes on the flexible substrate are achieved. 

Key words: Carbon black, carbon fiber, conductive polymer, force sensor 



廖崧皓等人：應用碳黑與纖維於導電高分子特性之研究 29 (2012) 130-136 

S. H. Liao, et al.: The Study of Carbon Black and Fiber for Conductive Polymers Characteristics  29 (2012) 

130-136 

131 

 

一、前言  

高分子材料具有質量輕、加工易及化學性佳

等特性，此外，一般高分子材料都是良好的絕緣

體，其表面電阻大於10
12

 Ω/cm
2，因此常做為電子

元件的基板或電性隔絕；科技的進步與奈米材料

的發展，應用奈米複合材料於導電高分子的研究

蓬勃發展，所謂的導電高分子與當作絕緣體的高

分子恰恰相反，導電高分子大致可分為兩類，一

是本質性導電高分子，又稱為共軛型導電高分

子，高分子的分子主鏈上有單鍵與雙鍵(或三鍵)

交替出現的共軛結構，亦可以藉由元素摻雜達到

共軛結構，使得電子可以沿著分子鏈或者跨電子

鏈運動結構，因此本質具有導電性。另一是複合

性導電高分子，在高分子材料中添加導電性填充

物，使其高分子具有導電性，其中導電性填充物

多為導電微奈米顆粒或粉末，例如金屬、導電碳

黑或奈米碳管等，藉由導電性填充物分散於高分

子材料中，當導電性填充物的含量(濃度)達到一個

臨界值時，高分子的電阻值會急遽下降，由非導

體轉變成導體，此種方式備製的導電材料不受限

於分子的結構，因此高分子的選擇性較多。結合

高分子材料特性之優點，導電高分子材料的發

展，逐漸將導電高分子應用於電磁遮蔽、靜電消

除、太陽能電池、有機發光二極體、燃料電池及

感測器等[1-4]。 

近年來奈米科技的發展，利用奈米碳管與高

分子組成導電高分子的研究相當豐富[5-7]，甚至

利用介電泳方式控制導電性填充物的分佈[8]，以

奈米碳管做為填充物的導電高分子，奈米碳管具

有良好的導電性，但是奈米碳管的價格昂貴，對

於大量生產而言，材料成本是一大考量。因此本

研究將以碳黑與碳纖維為導電高分子材料的填充

物，其中導電型碳黑擁有良好的導電特性，而碳

纖維具有與奈米碳管類似之細長中空結構，但是

其線徑比奈米碳管粗，兩者的價格都比奈米碳管

便宜許多，所以非常適合於大量生產；而高分子

材料選擇聚對二甲基矽氧烷 (Poly-dimethyl 

siloxane，PDMS)，PDMS為矽基彈性體高分子，

室溫下為橡膠態，機械強度薄弱但是具有極大延

展性，本身無毒、生物相容性與優異成型特性等

優點。本研究將探討碳黑與碳纖維對PDMS的混合

比例對導電性之影響，並且對其壓阻特性進行分

析，應用導電高分子應用於撓性力量感測器之製

作。 

二、導電高分子製備  

實驗所使用的碳黑採用偉斯企業代理的

Cabot 公司之 Vulcan XC-72 碳黑，其表面積約 250 

m
2
/g，為奈米球型碳粉。碳纖維採用華立企業代理

三菱的 K6371M 碳纖維，單絲直徑 11 m，纖維

平均長度為 50 m，電阻率為 6-7 μΩm。PDMS 採

用 1742B，混合硬化劑比例為 1:1。 

首先，取出適量碳黑或碳纖維浸泡於正己浣

中，去除油墨及雜質，並且以超音波震盪使其分

散於溶液中，利用濾紙過濾碳黑或碳纖維，利用

60
o
C 烘烤，去除殘留正己浣，依照碳黑與碳纖維

混合比例，充分混合，做為其日後碳黑與碳纖維

填充物之準備。計算填充物對 PDMS 的重量百分

之濃度，取出適量之 PDMS 主劑，將適量之碳黑

與碳纖維填充物與 PDMS 主劑混合，以轉速 7200 

rpm 攪拌為 60 分鐘，以主劑與硬化劑比例為 1:1

加入硬化劑，同樣以轉速 7 200 rpm 攪拌為 60 分

鐘，攪拌的同時，每 15 分鐘添加介面活化劑(Triton 

X-100)，共添加四次，介面活化劑的總劑量為導電

高分子之重量濃度為 1%，將混合物以真空幫浦去

除攪拌所產生之氣泡，將導電高分子倒入模具內

以 85
o
C 烘烤 2 小時使其硬化，其流程如圖 1 所示。 

三、壓阻量測系統與力量感測器應
用 

（一）壓阻量測系統 

電阻量測採用美商國家儀器之多功能數位電

表系統，硬體裝置其擷取裝置如圖 2 所示，以 NI 

PXI-1033 機箱、PXI-4065 基本款 6 位半多功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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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電表及 NI PXI-2527 多工器切換 64 個通道的單

線式多工器，透過筆記型電腦搭配 Expresscard 插

卡與 PXI 系統連結，以 LabView 軟體進行資料擷

取與分析，PXI-2527 多工器可以應用於多點電阻

量測，可以應用於未來開發陣列行感測元件之量

測。 

 

 
(a) 

 
(b) 

(c) (d) 

 
(e) 

 
(f) 

圖1 導電高分子的製備流程：(a) 碳黑與碳纖維填

充物與PDMS主劑混合、(b)以主劑與硬化劑

比例為10:1加入硬化劑、(c)轉速7200 rpm攪

拌、(d)添加介面活化劑、(e)導電高分子倒入

模具內及(f)85
o
C烘烤2小時 

 

 

圖 2 多功能數位電表系統 [9] 

 

此外，為了量測導電高分子的壓阻特性，針

對高分子在不同受力時的電阻變化，因此自行組

裝了一施力平台系統，由一數位式推拉力計及 Z

軸移動平台所組成，推拉力計為 YOTEC 

SH-500N，其最大受力為 500 N，精度±0.5%，最

小讀數達 0.1 N，推拉力計以 RS232 與電腦連接，

配合推拉力計內建之擷取軟體，不僅可以推拉力

計的顯示螢幕顯示施力大小，亦可以利用電腦記

錄施力，再配合之前的電阻量測，即可以得到導

電高分子之受力與電阻之關係圖，如圖 3 所示，

此數據將有利於日後開發力量感測器之特性參

考。 

為了量測導電高分子之電阻，而且避免在量

測壓阻特性時破壞導電高分子之表面，所以不使

用探針量測，而改利用兩條導電膠帶平行黏貼於

絕緣平板上，兩條導電膠帶相距 1 mm，導電膠帶

寬為 10 mm，將製作完成的導電高分子覆蓋至兩

條導電膠帶上，在推拉力計前端以直徑 15 mm 之

圓盤夾具對導電高分子施加力量，力量愈大電阻

值會愈低。 

 

 
圖 3 壓阻量測系統：電阻量測與施力平台系統 

（二）力量感測器之設計 

可撓性之力量感測器採用撓性基板為杜邦

(DuPont™)公司生產的型號 Pyralux®  AC182500R

單面銅導軟材，複合層是由厚度 25 m 的聚亞醯

胺(Polyimide，PI)薄膜與厚度 18 m 的銅膜組成，

具有低熱膨脹系數、高彈性模數與強化學溶劑抵

抗能力，利用微機電半導體製程技術，先旋轉塗

佈光阻於銅膜上，以膠片製作簡易光罩，其膠片

光罩最小線寬為 18 m，設計的銅導線電極圖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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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所示，有兩種電極圖案，一種採用同心圓之

電極設計，將有助於圓心力量之量測，隨著力量

增加，導電高分子與電極接觸的面積會愈來愈

大，相對電阻會降低，另一種採用梳狀之電極設

計，電極的線寬為 100 m，電極間距為 100 m，

考量在銅膜蝕刻時為等向性蝕刻，所以再繪製光

罩時，需要考量銅膜厚度，所以銅電極會設計寬

m，間距為 60 m；以光學微影技術定義

銅導線電極圖案，首先在撓性基板旋轉塗佈光

阻，光阻經軟烤後，於曝光機以膠片光罩進行對

準及曝光，光阻經由顯影後，以硬烤方式去除光

阻之溶劑並增加光阻之密度，再以光阻為遮罩對

銅模進行蝕刻，利用氯化亞鐵(FeCl2)蝕刻液，完

成銅蝕刻後，最後利用丙酮去除光阻，完成撓性

基材上的導線電極，其撓性基材上的導線製程示

意圖如圖 5 所示。 

 

 
(a) 

 
(b) 

圖 4 撓性基材上的導線電極設計：(a)同心圓及(b) 

梳狀之電極設計 

 

Mask 

Cu

(a)

Pi

Resist

Photolithography

(b)

(c) (d)  
圖 5 撓性基材上的導線製程示意圖 

 

四、結果與討論  

（一）粒徑對壓阻特性之影響 

為了瞭解碳黑之幾何特性，因此對碳黑進行

粒徑分析，為了比較所使用 XC-72 碳黑之粒徑分

佈，也針對另一種 PB 365 碳黑進行量測分析，其

結果如圖 6 所示，Vulcan XC-72 碳黑粒徑分佈顯

示其粒徑 30 m 分佈最多，平均粒徑 54 m，分

佈為正偏態，以百分比 2%以上分佈，其粒徑分佈

4-180 m，顯示其粒徑分佈不集中，將增加未來

實驗的不確定因素；另一種 PB 365 碳黑則其粒徑

89 m 分佈最多，平均粒徑 82 m，以百分比 2%

以上分佈，其粒徑分佈 11-180 m，其平均粒徑與

粒徑分佈最多接近，接近於常態分布，對於實驗

的不確定因素較低，但是 PB 365 碳黑粒徑太大，

不易混合，而且導電性不及 Vulcan XC-72 碳黑，

所以實驗仍以 XC-72 碳黑對導電高分子混合進行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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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碳黑之粒徑分析 

 

不同型號碳黑的粒徑分析顯示出粒徑分佈之

不同，XC-72碳黑之粒徑明顯比PB 365碳黑小，平

均粒徑相差約一倍，選取兩種碳黑以重量百分之

濃度20%進行導電高分子製作，量測導電高分子之

壓阻特性如圖7所示，由於導電高分子於開始受力

時，電阻變化劇烈，為了得到較精準壓阻特性，

每0.5 N量測一次電阻值，當其電阻值呈現飽和現

象時，則每5 N量測一次電阻值，較小平均粒徑之

Vulcan XC-72碳黑初始電阻為850 Ω，較大平均粒

徑之PB 365碳黑初始電阻為1350 Ω，其壓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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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部分，XC-72碳黑對力量的靈敏度較高，壓阻

變化之線性區為施力0-3 N，其壓阻變化率為0.267 

N
-1，當施力超過3 N以後，其壓阻特性趨向飽和狀

態，飽和的壓阻變化率為1.8%，相對之飽和電阻

為16 Ω；反觀PB 365碳黑對力量的靈敏度較低，

壓阻變化之線性區為施力0-13 N，其壓阻變化率為

0.049 N
-1，當施力超過3 N以後，其壓阻特性趨向

飽和狀態，飽和的壓阻變化率為22%，相對之飽和

電阻為300 Ω，粒徑愈小在與PDMS混合時更容易

均勻，密度也愈高，因此導電性會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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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不同粒徑之導電高分子壓阻特性 

（二）導電高分子的壓阻探討 

接著探討 XC-72 碳黑與 K6371M 碳纖維組成

比例之不同對導電高分子之壓阻特性影響，同樣

維持含碳為重量百分之濃度 20%進行導電高分子

製作，分別以碳黑 20%、碳黑 15%與碳纖維 5%、

碳黑 10%與碳纖維 10%、碳黑 5%與碳纖維 15%

及碳纖維 20%製作導電高分子如圖 8 所示，其中

碳黑 20%導電高分子製作，PDMS 未硬化時之黏

度過高，因為碳黑比例過高而使得 PDMS 完全失

去橡膠特性，其他比例的導電高分子則仍具有橡

膠特性，量測導電高分子之壓阻特性結果如圖 9

所示，當碳纖維 20%製作導電高分子量測壓阻特

性時電阻值相當高，而且壓阻變化不明顯，因此

於圖九中並沒有顯示，依照組成比例碳黑 20%、

碳黑 15%與碳纖維 5%、碳黑 10%與碳纖維 10%、

碳黑 5%與碳纖維 15%之初始電阻分別為 850 Ω、

1080 Ω、1320 Ω 及 1450 Ω，觀察施力 0-2 N 之壓

阻變化率分別為 0.384 N
-1、0.318 N

-1、0.237 N
-1

及 0.173 N
-1，隨著碳黑比例下降壓阻變化率也隨

著降低，另外壓阻之飽和值也隨著碳黑比例下降

壓阻變化率也隨著上升，因為碳纖維的阻值較

高，因此可以藉由碳黑與碳纖維的混合比例去調

整導電高分子之壓阻特性，這些數據資料將有助

於未來設計力量感測器的參考；此外，PDMS 因

為混和碳黑與碳纖維將會造成 PDMS 之橡膠特性

之改變，目前尚未進行機械特性測試，未來將再

進行拉伸試驗量測，建立導電高分子之機械特性

表，避免在施力時對導電高分子破壞。 

 

 
圖 8 不同比例碳黑與碳纖維組成之導電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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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不同比例碳黑與碳纖維組成導電高分子之壓

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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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量感測器的製作 

經由曝光顯影之撓性基材，浸泡於蝕刻液

中，經由八小時蝕刻後，以丙酮去除殘留光阻，

同心圓及梳狀電極之結果如圖10所示，發現電級

都有過蝕刻之現象，代表蝕刻時間過久，電極線

寬只剩下28 m，與原本設計之100 m相差許多，

下次蝕刻時需要改進。圖11及12分別為同心圓及

梳狀電極之壓阻結果，同心圓電極之壓阻呈現碳

黑比例愈高壓阻變化愈大，而梳狀電極之壓阻呈

現碳黑比例愈高壓阻變化愈小，其差異性在於電

極設計之不同所致，因為同心圓電極設計可以使

得導電高分子在受力時的位移變化呈現同心圓分

佈，導電高分子隨著施力增加與電極接觸面積隨

著增加，而梳狀電極並非與施力的位移分布相

同，所以壓阻變化與同心圓電極的壓阻變化恰好

相反，因此未來有必要針對導電高分子的位移變

化進行模擬，確認壓阻變化與電極設計之關係。 

 

 
(a) 

 
(b) 

圖 10 撓性基材上的導線電極：(a)同心圓及(b)梳

狀之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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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同心圓電極之壓阻量測 

五、結論  

本研究探討碳黑與碳纖維為導電高分子材料

的填充物之壓阻特性，不同碳黑粒徑製作之導電

高分子，粒徑愈小導電高分子均勻性愈加且密度

愈高，因此導電性會較佳；此外，以組成比例碳

黑20%、碳黑15%與碳纖維5%、碳黑10%與碳纖維

10%、碳黑5%與碳纖維15%與PDMS的混合，壓阻

變化率分別為0.384 N
-1、0.318 N

-1、0.237 N
-1及

0.173 N
-1，隨著碳黑比例下降壓阻變化率也隨著降

低，壓阻之飽和值也隨著碳黑比例下降壓阻變化

率也隨著上升，因為碳纖維的阻值較高，因此可

以藉由碳黑與碳纖維的混合比例去調整導電高分

子之壓阻特性，並且以同心圓及梳狀電極完成導

電高分子之力量感測器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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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梳狀電極之壓阻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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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Bending of Functionally Graded Twisted Beams 

under Distributed Transverse Loads 

W. R. Che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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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c bending of a functionally graded twisted Timoshenko beam subjected to distributed 

transverse loads is analyzed. Functionally graded material properties are assumed to be graded 

continuously across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as a power-law of volume fraction of the constituents. The 

analytical solution for the static deflection of cantilever twisted beam is then derived. The effects of the 

twist angle, volume fraction index, and thickness ratio and shear deformation on the static be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wist beams are investigated.    

Keywords: static bending, Timoshenko beam, functionally graded material, twist angle, volume 

fraction 

 

受分佈力梯度功能預扭樑的撓曲變形分析 

陳為仁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摘要 

本文探討受分佈力作用之功能梯度預扭 Timoshenko 樑的靜態撓曲變形，功能梯度材料性

質假設係以冪次方函數沿著厚度方向連續地變化。文中求出ㄧ懸臂預扭樑受分怖力時撓曲變形

的解析解，據以探討扭角、體積比指標、厚度比及剪力變形對預扭樑之靜態撓曲特性的影響。 

關鍵詞：靜態撓曲、Timoshenko樑、功能梯度材、扭角、體積比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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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Structural analyses of the twisted structure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research efforts for the past years 

because of their important application in many engineering 

fields and the complex behavior and modeling required.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structural aspects of twisted beams 

can be found in review paper by Rosen [1]. Twisted 

structures have been analyzed based on Euler-Bernoulli 

beam theory [2], Timoshenko beam theory [3-5] or helical 

beam approach [6] when they are modeled structurally as 

twisted beams, Recently, the geometrically exact finite 

strain beam theory, one of the well-known advanced beam 

theories,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derive the governing 

equations for naturally curved and twisted beams [7-10]. 

Based on Euler-Bernoulli beam theory, closed-form 

solutions of the deflections of a cantilever blade of narrow 

cross section under either concentrated or uniformly 

distributed transverse load were obtained by Carnegie [2]. 

The static bending of a twisted cantilever blade under a 

uniformly distributed transverse force and including the 

shear deformation effect was studied by Subrahmanyam et 

al. [3] by the potential energy method and Reissner method. 

The closed-form solutions of static bending for the 

cantilever twisted Timoshenko beam under either a 

concentrated or uniformly distributed transverse force or 

moment were derived by Chen [4]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twist angle, thickness ratio, shear deformation and 

loading condition on the responses of the beam. Based on a 

finite element method, static bending behaviors for a 

twisted Timoshenko beam under distributed transverse 

forces, distributed bending couples and the axial force were 

studied in the twist frame by Chen [5]. Parametric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s of the twist angle, 

thickness-to-width ratio, length-to-thickness ratio, loading 

type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n bending of the beam. An 

accurate two-node finite element for modeling the twisted 

beam including shear effects was developed by Abid et al. 

[6] using a helical beam approach. Static bending 

displacements of cantilever twisted beams under a tip load 

at the free end were analyzed A geometrically exact and 

completely consistent finite element theory was developed 

by Petrov and Géadin [7] to investigate the deformation for 

curved and twisted beams. The kinematical hypotheses are 

formulated by using exact solutions for three- dimensional 

solid under terminal load. A curved coplanar beam under 

vertical distributed loads is investigated for verification. A 

new finite element formulation of the geometrically exact 

three- dimensional beam theory was developed by Zupan 

and Saje [8] by applying generalized virtual work principle 

with the interpolation of pseudo-curvature vector. An 

efficient method for analyzing the stresses and 

displacements of a cantilevered curved beam with general 

shapes of cross-section under arbitrary load was presented 

by Yu et al. [9]. The governing equations of the linearized 

geometrically exact three-dimensional beam theory of 

naturally curved and twisted beams were presented by 

Zupan and Saje [10]. Based on interpolation of strain 

vectors, a finite-element formulation for the solution of 

linearized equations was proposed. 

 Recently, structures made of an 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 known as functionally graded material (FGM) has 

attracted researchers’ attention in various engineering fields. 

Generally, functionally graded materials are made of 

ceramics and metals by gradually changing the volume 

fraction of the constituent materials in one direction from 

one free surface to the other This enable the material to have 

the good thermal-resistance of ceramic and toughness of 

metal, and to be designed for wide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Euler-Bernoulli beam theory, an elasticity solution for 

simply-supported functionally graded beam under static 

transverse loads was presented by Sankar [11]. Young’s 

modulus of the beam is assumed to vary exponentially 

across the thickness. By using higher order beam theory 

and finite element approach, the static response of a FG 

beam was investigated by Kadoli et al. [12]. The bending 

problem of a symmetric FG beam was studied by Benatta 

et al. [13] including warping and shear deformation effect. 

Static behaviors of a sigmoid FG thick beam were analyzed 

by Sallai et al. [14] based on various beam theories. Based 

on Timoshenko and the higher order beam theories, static 

behaviors of a simply- supported FG beam und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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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ly distributed load were presented by Şimşek [15] 

by using Ritz method. 

To the best of author’s knowledge, little study was 

devoted to the static bending behaviors of a twisted 

functionally graded beam including the shear deformation 

effect. H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s 

of static bending of a twisted FG beam subjected to 

distributed bending loads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Timoshenko beam theory and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16].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s 

are then used to derive the closed-form solution for the 

cantilever twisted FG beam under a uniformly distributed 

transverse force.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FG beam 

are assumed to vary continuously along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according to a simple power-law form. The effects 

of volume fraction index, twist angle, thickness ratio and 

length-to-thickness ratio on the static bending behaviors of 

the cantilever twisted FG beam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2.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s of static bending for a 

functionally graded twisted beam subjected to uniformly 

distributed transverse forces (fx, fy), are established by 

including the shear deformation effect and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16]. The twisted beam 

configuration, the inertial coordinate xyz and the twist 

coordinate XYz is shown in Fig. 1. The XYz frame is fixed to 

the beam and moves along the beam pretwist angle such that 

axes X and Y are in the principal directions of the beam 

cross-section. The twist angle per unit length o (L/L, L = 

total twist angle) of the beam is constant.  

The FG beam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is made of ceramic 

and metal. The Poisson’s ratio is assumed to be constant. The 

effective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FG beam, i.e., Young’s 

modulus E and shear modulus G, are assumed to vary 

continuously across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Y-axis direction) 

based on a simple power-law form introduced by [17] 

m

p

mc E)
h

hY
)(EE()Y(E 




2

2            (1) 

m

p

mc G)
h

hY
)(GG()Y(G 




2

2            (2)  

where p is the volume fraction index of which value is taken to 

be positive; c and m represents the ceramic and metal 

constituent, respectively. It is clear from Eqs. (1-2) that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vary continuously from the top surface of 

the twisted beam where the material is pure ceramic, to pure 

metal at the bottom surface. The twisted beam is entirely from 

ceramic when p = 0 and metal as p = ∞.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volume fraction index p, the metal content increases 

continuously in the detriment of the cer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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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Beam configuration and coordinate systems.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s of the functionally graded 

twisted Timoshenko beam in two orthogonal directions are 

derived by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to the total potential energy () of the beam system, 

which leads to 

0 )U(       

(3) 

Here U is the internal strain energy of the FG beam due to 

the shear and bending deformations;  is the potential 

energy of the external forces. They are written in the inertial 

coordinate system xyz as follows.. 

 
L

])u()u[(Q{U xyyxs02

1 22  

dz})(DD)(D yyyyxxyxxx

22 2        (4) 

dz)ufuf( yyx

L

x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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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

dA)Y(GQs
     

 (6a) 

 A
dA)xxyy)(Y(E)DDD( yyxyxx

22  

 (6b) 

Introducing Eqs. (4-5) into Eq. (3), the static equilibrium 

equations of the FG twisted beam in an inertial frame are 

obtained throughout the domain as 

0 xyxs f])u(Q[      

 (7a) 

0 yxys f])u(Q[     

 (7b) 

0 )u(Q)D()D( xysyxyxxx
     

 (7c) 

0 )u(Q)D()D( yxsxxyyyy
     

 (7d)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at z = 0, L are: 

either 0 )u(Q yxs  or  ux= 0, 

 (8a) 

either 0 )u(Q xys  or  uy = 0, (8b) 

either 0 yxyxxx DD  or  x=0, 

 (8c) 

either 0 xxyyyy DD  or  y = 0, (8d)  

In the next, the example to be concerned is the static 

bending of cantilevered FG twisted beams subjected to a 

uniformly distributed lateral load fy along the negative 

y-axis. Thus, the static equilibrium equations become 

0 ])u(Q[ yxs
      

 (9a) 

yxys f])u(Q[      

 (9b) 

0 )u(Q)D()D( xysyxyxxx
 

 (9c) 

0 )u(Q)D()D( yxsxxyyyy
 

 (9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z = 0 and z = L are 

0)0()0()0()0(  yxyx uu   

0 )L(V)u(Q x

L

yxs
,  

0 )L(V)u(Q y

L

xys
,   

0 )L(M]DD[ x

L

yxyxxx
,  

0 )L(M]DD[ 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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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Eqs. (9a, b) and substitution of the 

conditions at z = L leads to the shear forces 

0 )u(QV yxsx
          (10a) 

)zL(f)u(QV yxysy        (10b) 

Then, using Eqs. (10a, b) in Eqs. (9c, d), integrating the 

resulting equations and imposing the conditions at z = L, 

we have the bending moments 

22 /)zL(fDDM yyxyxxxx       (10c) 

0 xxyyyyy DDM        (10d) 

From Eqs. (9a, b) 

yxu           

 (11a) 

syxy Q/fu           (11b) 

Substituting Eqs. (11a, b) into Eqs. (10c, d), we obtain  

22 /)zL(fuD)Q/fu(D yxxysyyxx       (12a) 

0 )Q/fu(DuD syyxyxyy
       (12b) 



陳為仁：受分佈力梯度功能預扭樑的撓曲變形分析 29 (2012) 137-144 

W. R. Chen :Static Bending of Functionally Graded Twisted Beams under Distributed Transverse Loads  29 

(2012) 137-144 

141 

 

By introduc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at z = 0 into Eqs. 

(10a, b), the conditions for ux and uy at z = 0 becomes 

0)0()0()0(  yxx uuu  
syy Q/Lf)(u  0

 (13) 

  

 

The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me 

xyz and XYz is in the following form. 

zsinYzcosXx oo                 (14a) 

zsinYzcosXy oo                 (14b) 

Using Eq. (14) in Eq. (6b),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ending rigidities Dxx, Dyy and Dxy in inertia frame and the 

bending rigidities DXX and DYY in twist frame can be 

obtained as 

zsinDzcosDD oYYoXXxx  22       (15a) 

zcosDzsinDD oTToXXyy  22       (15b) 

zsin)DD(D oXXYYxy  2
2

1       (15c) 

where 

 A
dA)XY)(Y(E)DD( YYXX

22      (16) 

Rearranging terms of Eq. (12) and making use of the 

relationships Eqs. (15a-c), we obtain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for ux and uy,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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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integration of Eqs. (17a, b) and substitution of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13) yield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s 

for displacements ux and 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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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z  = 1 in Eqs. (18a, b) yields the tip displa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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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volume fraction index, twist 

angle, thickness ratio and length-to-thickness ratio on static 

bending deflections of a FG cantilever twisted beam of 

rectangular cross-section under a uniformly distributed 

transverse force is investigated. Functional graded material 

of the beam is consisted of aluminum and alumina with Em 

= 70GPa and Ec = 380Gpa, respectively. Other material and 

geometric properties are  = 0.3, b = 25 mm, and  = 5/6. 

Three values of thickness-to-width ratio, h/b = 0.125, 0.25, 

0.5, and of length-to-thickness ratio, L/h = 6, 12, 24, are 

considered. For each case, the beam is subjected to unit 

loading applied in the y-axis direction. For purposes of 

comparison, the dimensionless displacement U is used, 

which is normalized by the factor fyL
4
/8EmIXX. This 

quantity along the direction of applied load is call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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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maximum deflection Uy, but is called the relative 

maximum lateral deflection Ux when its direction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direction of applied load. Table 1 

shows the comparative results of relative tip displacements 

of a twisted beams with L/b = 6, h/b = 0.125, p = ∞. A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present results and those by 

Carnegie [2] and Subrahmanyam et al. [3] is observed.  

Table 2 presents the effects of volume fraction index 

on relative tip displacements of twisted beams with L/b = 6, 

h/b = 0.125. With the increase in volume fraction index, the 

deflections of the beam increases. It is attributable to that the 

increasing volume fraction index tends to decrease the 

bending rigidity of the beam. As expected, the deflection is 

maximum for the pure aluminum beam (p = ∞) while it is 

minimum for the pure alumina beam (p = 0). Due to the 

coupling effect of pretwist, there exists a lateral defle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deflec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pplied load. 

As the twist angle increases, the relative maximum 

deflection Uy decreases but the relative maximum lateral 

deflection Ux increases. The increasing pretwist tends to 

strengthen the weaker plane and weaken the stronger plane 

and has a net beneficial effect on the bending stiffness of a 

twisted FG beam.  

Table 3 shows the influence of thickness ratio h/b on 

the relative tip displacements for the beam with L/b = 12, 

L=45
o
 and for different volume fraction index. With the 

increasing thickness ratio, the relative maximum deflection 

is increased and the maximum lateral deflection is 

decreased for any value of p. The effects of the 

length-to-thickness ratio (L/h) on the bending deflections of 

the beams with h/b = 0.25, L=45
o
 are presented in Table 4 

for various values of volume fraction index. The relative 

maximum deflections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length-to-thickness ratio for any value of p. However, the 

relative maximum lateral displacement remains unchanged 

regardless of the length-to-thickness ratio for each case. It is 

well-known that shear deformation effe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behaviors of the short beams, and the 

deflections obtained by the Timoshenko beam theory are 

greater than those by Euler-Bernoulli beam theory. The 

effect is clearly observed in Table 4 for beams with L/h = 6. 

Hence, in order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static bending 

behaviors for a short twisted beam, the shear deformation 

effec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beam modeling. 

4.  Conclusions 

Static equilibrium equations for a twisted FG beam 

under distributed bending loads are derived.  Closed-form 

solution of the bending deflections is then obtained for the 

cantilever twisted FG beam. The effects of the volume 

fraction index, twist angle, thickness ratio and shear 

deformation on bending behaviors of cantilever FG twisted 

beams are investigated. Theoret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variation of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along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has a major impact on the displacements of the 

FG twisted beam. Hence, to meet the goal of optimal 

bending stiffness in designing twisted beam structures, the 

proper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FG twisted beam can be 

achieved by selecting a suitable volume fraction index. 

 

Table 1 Comparison of relative tip displacements of cantilevered twisted beams under a uniformly distributed transverse 

load (L/b = 6, h/b = 0.125, p = ∞) 

Theory L=30
o
 L=60

o
 L=90

o
 

Ux Uy Ux Uy Ux Uy 

present 0.100433  0.982808  0.185896  0.933857  0.245701  0.864158  

[2] 0.100433 0.982357  0.185896 0.933405  0.245701 0.863707  

[3] 0.100433 0.981905  0.185896 0.932954  0.245701 0.86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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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lative tip displacements of twisted beams with various volume fraction index (L/b = 6, h/b = 0.125) 

p L=0
o
 L=30

o
 L=60

o
 L=90

o
 

Ux Uy Ux Uy Ux Uy Ux Uy 

0 0 0.184294  0.018501  0.181044  0.034244  0.172026  0.045261  0.159187  

0.05 0 0.194125  0.019492  0.190701  0.036078  0.181201  0.047685  0.167674  

0.1 0 0.203563  0.020443  0.199972  0.037838  0.190008  0.050011  0.175821  

0.2 0 0.221202  0.022219  0.217298  0.041126  0.206469  0.054357  0.191050  

0.5 0 0.264408  0.026562  0.259741  0.049164  0.246795  0.064981  0.228362  

1 0 0.311252  0.031246  0.305762  0.057834  0.290533  0.076440  0.268849  

2 0 0.361007  0.036170  0.354653  0.066949  0.337024  0.088487  0.311922  

5 0 0.441701  0.044122  0.433950  0.081667  0.412445  0.107941  0.381825  

10 0 0.535902  0.053507  0.526503  0.099039  0.500423  0.130901  0.463290  

20 0 0.654983  0.065471  0.643481  0.121184  0.611570  0.160171  0.566134  

∞ 0 1.000451  0.100433  0.982808  0.185896  0.933857  0.245701  0.864158  

Table 3 Relative tip displacements of twisted beams with various thickness ratios and volume fraction index ( L/b = 12, 

L=45
o
) 

p h/b = 0.125 h/b = 0.25 h/b = 0.50 

Ux Uy Ux Uy Ux Uy 

0 0.026866 0.177094 0.025587 0.177496 0.020470 0.179105 

0.05 0.028305 0.186541 0.026974 0.186960 0.021650 0.188634 

0.1 0.029686 0.195609 0.028304 0.196044 0.022777 0.197781 

0.2 0.032266 0.212558 0.030785 0.213023 0.024862 0.214886 

0.5 0.038572 0.254075 0.036815 0.254627 0.029786 0.256837 

1 0.045374 0.299092 0.043214 0.299771 0.034571 0.302489 

2 0.052525 0.346917 0.049720 0.347798 0.038502 0.351326 

5 0.064072 0.424485 0.060077 0.425741 0.044094 0.430766 

10 0.077702 0.515019 0.072750 0.516576 0.052944 0.522803 

20 0.095076 0.629445 0.089340 0.631249 0.066398 0.638462 

∞ 0.145846 0.961368 0.138901 0.963551 0.111121 0.97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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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lative tip displacements of twisted beams with various length ratios and volume fraction index ( h/b = 0.25, 

L=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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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L/h = 6 L/h = 12 L/h = 24 

Ux Uy Ux Uy Ux Uy 

0 0.025587  0.182735  0.025587  0.178744  0.025587  0.177746  

0.05 0.026974  0.192410  0.026974  0.188257  0.026974  0.187219  

0.1 0.028304  0.201702  0.028304  0.197391  0.028304  0.196313  

0.2 0.030785  0.219086  0.030785  0.214467  0.030785  0.213312  

0.5 0.036815  0.261822  0.036815  0.256341  0.036815  0.25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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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89340  0.654733  0.089340  0.636840  0.089340  0.632367  

∞ 0.138901  0.991989  0.138901  0.970322  0.138901  0.96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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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Zigbee為基礎之無線圖控系統之實現 
 

蘇國和  張峻銘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系數位機電碩士班 

摘 要 

 近年來，家庭控制系統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隨著科技的進步，無線感測網路已廣

泛應用在此領域當中，本研究係以Zigbee無線通訊設備實現家庭自動控制。硬體方面

在PC端設計一個圖控系統，負責網路監控，另外透過 Zigbee 主控制模組及 Zigbee 感

測模組收集資料，Zigbee Home模組實現控制開關；軟體方面，使用JAVA撰寫GUI，NES 

C撰寫底層的通訊。本研究採用模組化設計，建立即插即用的無線通訊模組，可達到省

電低價位的要求，並可整合現有的無線網路與電力線網路通訊技術，根據使用者監測

的習慣，及系統設備間的依賴性與相關性，設計家庭監測網路策略，達到數位家庭控

制系統的目標。 

 

關鍵字：無線感測網路、家庭控制系統、Zigbee、Java、NES C 

Implementation for 

Zigbee-Based Wireless GUI Control System 

 
Kuo-Ho Su, Jiun-Ming J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Digital Mechatronic Technolog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n ever-increasing demand for home control system.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is a more technique to be applied in this field.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control system which is implemented by the related Zigbee devices. In 

the hardware, the PC platform, in which the GUI is adopted, is utilized to monitor the network. 

Moreover, to gather th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to control the switch, the Zigbee gateway, 

sensor nodes and home module are added to implement these functions. In the software, the GUI 

is programmed by JAVA and the NES C is utilized to write the communication program.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possesses the following salient features: module design, plug-and-play 

wireless components, combination of WSN and power line, new energy-saved and low cost 

strategy for home control system. The object of energy-saved and low cost wireless home control 

system is implemented in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Home Control System, Zigbee, Java, NES C 

 



蘇國和等人：以 Zigbee為基礎之無線圖控系統之實現 29 (2012) 145-150 

Kuo-Ho Su et al.: Implementation for Zigbee-Based Wireless GUI Control System 29 (2012) 145-150 

146 

 

 

一、前言 

    近年來，電腦產業與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網

路已是生活中不可或缺的工具。透過網路做監控

的系統也逐漸興起。各行各業透過網路作監控的

案例，也越來越多。 

本研究認為無線感測網路家庭監測系統應具有底

下的特性: 

1. 價位低廉 

2. 操作容易 

3. 省電 

4. 不破壞原來的裝潢與配線 

ZigBee 為無線網路通訊技術，近幾年來成為大家

矚目的焦點[4-6]，它是一種低功耗無線傳輸技

術，其特色是網路擴充性強，可透過連結形成龐

大的智慧型網路，適用於工業控制、醫療保健、

家庭自動化等；Zigbee 在2005 年已正式被納入

IEEE804.15.4標準之無線通訊規範，其體積、耗

能、網路通訊節點、傳輸距離及速度等各項已達

到家庭網路控制之需求；目前Zigbee 聯盟的業者

已有數百家，包含了Atmel 、Ember 、TI 、

Freescale 、 STMicroelectronics 、 NXP 、

Mitsubishi、Samsung、Siemens、Schneider、

Honeywell 等大廠；使用Zigbee無線通訊模組不

僅支援廠商多、安裝方便、通訊距離長、抗干擾

能力強、網路組織靈活，結合睡眠模式之功能，

模組工作可長達一年以上；Freescale甚至推出號

稱以硬幣般大小的鹼性電池可使用長達20 年之

久，表一為Zigbee與其他無線協定的比較。 

Feature(s) IEEE 802.11b Bluetooth ZigBee 

電源持續力 hours days years 

複雜度 Very complex complex Simple 

傳輸距離 100m 10m 70m ~ 300m 

資料傳輸率 11 Mbps 1 Mpbs  250 Kbps 

表一 Zigbee與其他協定之比較[3] 

二、系統架構 

    本研究提出之家庭監控系統為一套無線感測

器網路感應、採集、上報、儲存、應用。主要特

色有：操作容易、隨插即用、不破壞原來的裝潢

與配線。架構中主要是採用PC端當作使用者控制

的平台，並使用TinyOS模組作為硬體間溝同的語

言。使用者可以透過PC端來取得監測資料，也能

透過GUI控制家電開關，整體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 架構圖 

三、系統硬體 

    本監測控統所使用的硬體設備有PC、Zigbee

模組、Zigbee home模組，在PC端建立一個監控系

統，負責網路監控部分，而無線感測網路Zigbee

模組，負責感測外界資訊。透過Zigbee主控制模

組及Zigbee感測模組完成收集資料，Zigbee Home

模組達成電源開關。硬體架構如圖二。 

 

User   

SU3 

e 

 

 

Agent Host(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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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硬體架構圖 

3-1 Zigbee模組: 

    Zigbee 是一種家庭區域網路，特別為取代不

斷增加的獨立遙控器而設計。當初建構Zigbee 是

為滿足市場對支援低資料速率、低功耗、安全可

靠的低成本無線網路的需求。為解決這樣的需

求，Zigbee 聯盟[7]在IEEE 802.15.4 無線標準

之上開發了標準化的應用軟體。該聯盟與IEEE 密

切合作保證為市場提供一整合完整且可互相操作

的網路。本研究之Zigbee 模組採用Atmel公司[8]

的PICDEMZ開發版修改而成，主要由 ATmega128微

控制器與Chipcon CC2420 無線通信IC 組成。 

(1) ATmega128微控制器：ATmega128L作為Atmel

公司的8位微控制器感測器，廣泛用於網路領域。

布局如圖三所示 

(2) CC2420無線電晶片：利用可以支援Chipcon公

司IEEE802.15.4標準的RF傳送及接收晶片，能夠

進行低功率通訊。方塊圖如圖四所示 

 

圖三 ATmega128微控制器布局圖 

 

 

圖四 CC2420無線電晶片方塊圖 

 

3-2 Zigbee Home模組: 

    此模組是以Zigbee模組為基礎所製成的開關

控制模組，將Zigbee模組加載在此模組上，即可

行成一個具有Zigbee通訊能力的家電開關模組。

能夠提供5V的直流電源，兩組Common、Relay off、

Relay on的接點，一組5V DC Output of SFS5-5

輸出和兩組交流電輸出。選擇適當的接點，即可

控制該項設備的開關，如燈泡、電風扇、冷氣等

等電器設備，也可控制電動門鎖。Zigbee Home模

組布局如圖五。Zigbee Home模組方塊圖如圖六。 

 

圖五 Zigbee Home模組布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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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Zigbee Home模組方塊圖

四、系統軟體 

    軟體方面，使用NesC的語言來使用TinyOS

所構成的模組。系統模組架構圖如圖七。在

TinyOS中內置了可以通過感測器節點和串列

通訊用於多種用途的JAVA程式，能夠確認感測

器節點傳輸的串列資料的程式、把資料進行視

覺化的示波器程式、TinyOS自行編譯並可以在

電腦內類比執行的TOSSIM程式以及構成能與

使用者溝通的GUI。 

 

圖七 系統模組架構圖 

在使用者PC端對內Zigbee模組則採用TinyOS

來實行，TinyOS [9]是一個Open Source的嵌

入式操作系統，它是由加州大學的伯利克分校

開發出來的，主要應用於無線感測網路方面。

它是基於一種組件（Component－Based）的架

構方式，使得能夠快速用於其他應用。TinyOS

的程序採用的是模組化的設計，所以它的程序

核心往往都很小（一般來說核心的CODE和數據

大概在400 Bytes左右），能夠突破感測器儲

存資源少的限制，還能夠讓TinyOS很有效的運

行在感測器網路上並且去執行相關的管理工

作等。 可以把TinyOS看成是一個可以與感測

器進行雙向傳輸的API接口，它們之間可以做

各種通訊。TinyOS在建構無線感測器網路時，

它會有一個基地控制台，主要是用來控制各個

感測器子節點，並聚集和處理他們所採集到的

訊息。TinyOS主要在控制台發出管理訊息，然

後由各個節點通過無線網路互相傳輸，最後送

到同一個目的。如圖六所示。 

 

圖八 TinyOS網路建構圖 

 

五、實驗結果 

    已完成在PC端燒入Zigbee主控制模組、感

測模組的類型、PID和所屬群組、Zigbee Home

的開關控制以及在 Windows的圖控界面。

 在 Windows環境下要執行 Linux和寫

Shell必須要透過Cygwin，TinyOS是Linux的OS

軟件之一，所以要製作執行檔必須在Cygwin

環境下執行，Cygwin的環境如圖九所示。 

圖九 Cygwin視窗圖 

在進行燒入前需將Zigbee主控制模組與PC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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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SB連結，再將主控制模組與感測器相接，

如圖十所示。 

 

圖十 Zigbee主控制模組連結圖 

連接後開起Cygwin執行製作執行檔，輸入指令

make zigbex，如圖十一所示。也就是將.Nes

檔編譯後形成檔.Hex執行檔，之後就可以透過

AVR STUDIO進行燒入動作。 

 

圖十一 紅色框框為執行之後所做出的執行檔 

 

完成所有製作 .Hex動作後，接著透過 AVR 

STUDIO將編譯後的執行檔進行燒入動作。首先

點選介面中的COM，如圖十二所示， 選擇要燒

寫的Port和燒入類型，如圖十三所示，成功連

接後晶片類別選擇ATmega128，如圖十四所

示，選擇之前所製成的.hex，如圖十五所示，

當 燒 錄 完 畢 後 軟 體 換 顯 示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OK!”字樣，如圖十六所

示，即可將軟體關閉且將燒錄器卸下。 

 

圖十二 紅色框框為選擇晶片按鈕 

 

圖十三 燒入類型、Port視窗 

 

圖十四 選擇晶片視窗 

 

圖十五 選擇.hex的路徑 

 

圖十六 完成燒錄後的視窗 

模組全數燒入完成後將Zigbee主控制模組透

過USB與電腦相連，並且將Zigbee home模組配

置一個插座以便之後連接電氣設備，配置如圖

十七所示，完成配置後，如圖十八所示，之後

開啟PC端的圖控界面，如圖十九所示。 

 

圖十七 Zigbee home模組連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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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主控制模組與PC相連，Home模組與電   

氣設備相連 

 

完成上述步驟後，在Windows開啟圖控程式，

即可針對該設備透過Zigbee協定作開關動

作，如圖十九，紅色框框為選擇與電腦連接的

port。 

 

圖十九 圖控畫面 

Zigbee感測感測器所接收到的資料，可以透過

JAVA顯示於Windows上，如圖二十所示。 

 

圖二十 溫度、濕度、光度各種數值的顯示 

六、結論 

    在無線感測網路實驗控制中，以價格、耗

能與使用介面與網路架構上為設計考量，較能

容易親近於一般家庭生活之中；PC端收集資料

分析，並透過Zigbee home模組得以控制電源

開關，達到節能又不用動用人力的效果。並且

採用模組化的設計方式，建立即插即用的無線

通訊模組可達到省電低價位的要求，整合現有

的無線網路與電力線網路通訊技術Zigbee，並

根據使用者監測的習慣，以及系統設備之間的

依賴性與相關性，設計家庭監測網路策略，以

達到未來數位家庭自動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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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ddress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via combined   fuzzy 

satisfied method and evolution programming (E.P.) method. The concept of non-inferiority is 

employed to characterize a solution of the multi-objective problem. Then, a fuzzy satisfied 

method based on evolutionary programming is introduc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solution. As a 

result,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of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are modeled with fuzzy sets to 

represent their imprecise nature. That also enables us to reduce the inaccuracies in 

decision-makers’ judgments. A time-sharing computer program is implemented, and an 

application to a multi-objective operation problem in feeder reconfiguration in electric power 

systems is demonstrated along with the computer outputs. In conclusion, the proposed solution 

algorithm allows for a more realistic problem formulation efficiently obtained the optimal solution 

for the tested system with a large search space. 

Keywords: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evolution programming, fuzzy set, feeder 

reconfiguration 

演進式規劃模糊多目標最佳化方法 

張珩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摘要 

本研究探討多目標最佳化方法，其中結合模糊理論及演進式規劃法則，引入非劣效性概

念特徵化多目標最佳化方法之解決方案，利用基於演進式規劃中的模糊滿足條件，規劃

最佳化解答。因此，最佳化之目標函數將以模糊集表示，描述目標函數的不確定性。本

研究建立一分時性程式以多目標操作條件達成饋線重組之最佳化，藉以解決一電力配置

系統之方案。本案結果提出一有效解決多目標最佳化之演算法，並有效率的允許使用於

模糊真實大型系統的最佳化方案。 

關鍵字： 多目標規劃、演化式規劃、模糊集、饋線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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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The work presented here is to address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via combined fuzzy 

satisfied method and evolution programming (E.P.) 

method. In recent years, customers have placed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n service utilities [1]. 

Decision-makers planning a system are typically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objective functions and 

these objective functions are generally of distinct 

types. Moreover, these objective functions are often 

non-commensurable. It is well known that much kind 

of method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have been 

proposed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2-9]. One 

conceivable approach is to convert a multi-objective 

problem into a single objective problem by assigning 

distinct weights to each objective. However, this 

scheme is not totally satisfactory since distinct 

objectives cannot be evaluated under a common 

measure and there is no rational basis of determining 

adequate weight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method that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of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s are 

modeled with fuzzy sets. Fuzzy sets were first 

introduced by Zadeh [5] 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solving non-probabilistic problems. Fuzzy sets are 

generally represented by a lower and upper boundary 

with a membership function. The higher the value of 

a membership function implies a great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solution. The different objectives are easily 

integrated because all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values of these objectives are in the same range [0,1].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develops a fuzzy satisfied 

method by using the evolutionary programming (EP) 

to solve the constrained multi-objective problem 

since EP can readily achieve the global optimal 

solution.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implemented in a 

software package. Also, an application to an optimal 

operation of the feeder reconfiguration in electrical 

distribution power systems is presen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solution 

algorithm is verified through numerical examples on 

the feeder reconfiguration of electrical distribution 

power systems. In conclusion, the proposed solution 

algorithm allows a more realistic problem 

formulation and obtains the optimal solution for the 

tested system with a large search space. 

II.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s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can be stated 

as  

fi(x), i=1,2,…,no                      (1) 

Subject to 

gj(x)＜0, j+1,2,...,nc                              (2) 

 

Where, no and nc denote the number of 

objectives fi(x) and constraints gj(x), respectively. The 

individual objective function is simultaneously 

minimized subject to the given constraints. If some 

(generally all)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are 

competing, no point x simultaneously minimizes all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Restated, when objective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no "optimal solution" is 

available for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 Instead of optimality, the concept of 

non-inferiority [3] is employed to characteriz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e following two 

definitions are introduced to concisely define 

non-inferiority: 

Definition: The feasible region, Ω, in the 

parameter space X, is the set of all designable 

parameters that satisfy the constraints, i.e., 

 Ω=｛x∣g(x)≦0｝                  (3) 

Definition: The feasible region, Λ, in objective 

function space F, is the image by f of the feasible 

region  

}),(|{  xxfff            (4) 

Definition: A point x
*∈Ω is a local non-inf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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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if and only if, there does not exist a Δx for 

some neighborhood or x* such   that (x*+Δx) ∈Ω 

and 

fi(x*+Δx) ≦ fi (x*), i=1,2,…,no         (5) 

fi(x*+Δx) ＜ fk(x*), for some k          (6) 

This image of a local non-inferior point is a 

local non-inferior solution. 

Definition: A point x*∈Ω is a global 

non-inferior point, if and only if there does not exit an 

x∈Ω such that 

fi(x) ≦ fi (x*), i=1,2,…,no             (7) 

fi(x) ＜ fk(x*), for some k              (8) 

There are typically an infinite number of 

non-inferior points for a given multi-objective 

problem. A non-inferior point is the same as the 

intuitive notion of an optimum tradeoff solution since 

a design is non-inferior if improving an objective 

requires degradation in at least one of the other 

objectives. Clearly, a decision-maker attempts to 

generate non-inferior solutions to a multi-objective 

problem when trying to reach a final design. 

III. Fuzzy Modeling 

Considering the imprecise nature of each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s, these 

objective functions are formulated as fuzzy sets. A 

fuzzy set is typically represented by a membership 

function )(Xu
if .The higher the value of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implies a great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solution.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consists 

of a lower and upper boundary value together with a 

strictly monotonically decreasing and continuous 

function. The lower and upper bounds, 

)(),( maxmin XfXf ii  of each objective function 

under given constraints are established to elicit a 

membership function  )(Xu
if  , for each objective 

function )(Xfi . Then, a strictly monotonically 

decreasing and continuous function ))(( Xfh ii , 

which can be linear or nonlinear, is determined. A 

membership function of a minimizing problem can be 

defined by:  

























)(,,00

)(,),((

)(,,11

)(
max

maxmin

min

Xffifor

fXffifXfh

fXfifor

Xu

ii

iiiii

ii

fi
(9) 

IV. The Fuzzy Satisfied Method 

This section introduces a fuzzy satisfying 

algorithm based on EP to determine the non-inferior 

optimal solution for multi-objective optimal problems. 

The decision-maker must specify his expected value 

of the membership functions achievement to generate 

a candidate for the satisfied solution of the 

multi-objective problem. The expected value is a real 

number between [0,1] that represents the level of 

importance of each objective function. For the 

decision-makers expected values fiu , the following 

mini-max problem generates the optimal solution, 

which is closed to his requirements. 

)]}([{
0,...,2,1

Xuu fifi
niX

MaxMin 


        (10) 

The optimization technique can now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Step1: Input data and set the pointer, γ=0. 

Step2: Determine the upper and lower boundaries for 

every objective function, )(min Xfi , )(max Xfi  and 

elicit a strictly     monotonically decreasing 

function to formulate  the membership functions, 

)(Xu
if . 

Step3: Set the initial expected value of each objective 

function, )(Xfi =1, for i=1,2,…n0. 

Step4: Apply EP (described in the next section) to 

solve the mini-max problem (equation10). 

Step5: Calculate the values of )(, XfX i  , and 

)(Xu
if  then go to next step if they are 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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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wise, set the pointer, γ=γ+1 and choose a new 

expected value )(Xu fi


, i= 1,2,…n0. Then go to 

step4. 

Step6: Print the most satisfied feasible 

solution )(, XfX i and )(Xu
if for i =1,2,…n0. 

Notably, the decision-maker is only involved in 

step 5 as the sequence i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thereafter. The expected value (preferred degree) of 

an objective is achieved by the decision-maker’s 

experiences or by simple trial and error. The 

decision-maker can determine the optimal 

compromised (or satisfied) solution for the mini-max 

problem from the fuzzy satisfying algorithm. 

V. Evolutionary programming 

EP is applied to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s in this section. EP is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optimization method because it is 

a simulation approach based on a biological process. 

EP utilizes probability transition rules to select 

generations. Each individual compete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in a combined population of the old 

generation and the new generation mutated from the 

old generation. The winners in the combined 

population constitute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state 

variable X  symbolizes a chromosome. The fitness 

function of X  is defined as follows: 

)(1

1
)(

Xobj
XC


                  (11) 

and 

))(()(
0,...,2,1

XuuMaxXobj fifi
ni




      (12) 

For a given )(Xu
if , the solution reaches the 

optimum as the fitness value increases. The detailed 

steps of EP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Step1: Input parameters 

Input the parameter of EP, such as the leng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population size, Np. 

Step2: Initialization 

The initial population is determined by randomly 

selecting Pj from the set of the original solution space 

and their derivative according to the mutation rules. 

Pj is an individual, j=1,2…Np ,with Ns dimensions, 

where Ns denote the total number of gene. 

Step3: Scoring 

Calculate the fitness value of an individual by (11) 

and (12). 

Step4: Mutation 

Each Pj is mutated and assigned to Pj + Np. The 

number of offspring nj , for each individual Pj is 

decided by: 

][

1





N

j

j

j

pj

C

C
NGn                 (13) 

Where, Cj denotes the fitness value of individual pj , 

G[x] rounds the elements of x to the integer. More 

offspring are generated from the individual as the 

fitness of an individual increases. A combined 

population is formed from the old generation and the 

new generation mutated from the old generation. 

Then, the corresponding fitness value is calculated by 

(11) and (12). 

Step5: Competition 

Each individual Pj in the combined population has to 

compete with some other individuals to have a chance 

to be transcrib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ll 

individuals of the combined population are ranked in 

descending order of their corresponding fitness value. 

Then, the first Np individuals are transcrib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Step6: Stop criterion. 

Convergence is achieved when either the number of 

generations reaches the maximum generation number 

or the sampled mean fitness function values do not 

change noticeably at five consecutive generations. 

The process will go to stop if one of these conditions 

is met, but will otherwise return to the mutation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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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he Application Example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implemented in a 

software package and its effectiveness is verified 

through numerical examples on the feeder 

reconfiguration of electrical distribution power 

system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switches in 

distribution feeders, i.e. sectionalizing switches 

(normally closed) and tie switches (normally open). 

The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chooses the status of 

these switches for a new topological structure in the 

normal state to enhance service reliability and reduce 

power losses. The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problem is 

a complex non-linear combinatorial problem since the 

status of switches is non-differentiable and the 

normally open tie switches must be determined to 

satisfy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An optimal radial 

configuration s
*
 for all possible feeder configurations 

Si for a radial distribution system of nb buses, is 

developed by changing the open and closed switches 

of feeders to : (i) reduce power loss, (ii) increase of 

feeders to: (iii) improve power quality such that the 

operating constraints are satisfied. 

(A) Objective function 

(1) Power loss reduction 

Minimizing the real power loss of feeders is selected 

as the first objective function for the feeder 

reconfiguration problem since reducing the real 

power loss of distribution feeders is the main purpose 

of feeder reconfiguratio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can 

be calculated as follows: 







hn

i i

ii
il

V

QP
rf

1
2

22

||
                 (14) 

nh denotes the number of branches in the considered 

system, ri, Vi, Pi, and Qi denote the resistance, voltage, 

real power and reactive power of branch i, 

respectively. The lower value of f1 implies that the 

system has a lower power loss. 

(2) Increased system security 

Network managers heavily emphasize relieving 

network over loads. A distribution feeder can relieve 

over loads by increasing the loading margin of the 

feeder and its corresponding transformer.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loading margin of heavily 

loaded feeders is to transfer part of their loads to 

lightly loaded feeders (load balancing). Hence, load 

balancing is a major objective of feeder 

reconfiguration, and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h

h

n

i

i

i ni
n

I

If

h

,...,2,1,max 1
2   (15) 

Where, Ii denotes the current on branch I (transformer 

i).The lower value of f2 indicates that the loading 

margin of heavily loaded feeders (transformers) in a 

system is increased and the system is more secure. 

(3) Improved power quality 

Voltage is an important security and service quality 

index. Therefore, the deviation of bus voltage must be 

considered as an objective and not merely a constraint. 

It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bi niVf ,...,2,1|,0.1|max3      (16) 

Where nb denotes the total number of buses, Vi is the 

voltage on bus I in pu unit. The lower the value of f3 

implies that the bus voltage approaches 1, i.e., the 

voltage profile are better. 

(B) Constraints 

Two constraints are considered in the feeder 

reconfiguration problem for the formulation: 

(1) The radial structure of network must be 

maintained. 

(2) All loads must be 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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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Simulation Results 

A time-sharing computer program is 

implemented in C++ with man-machine procedures 

based on the proposed algorithm. One of the 

Tai-Power Company’s distribution systems is test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This system includes 2 

transformers, 10 feeders, 102 branches, 13 tie lines, 

102 buses and 204 switches. Figure 1 illustrates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while Table 1 

depicts the critical parameters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Three loading levels (heavy, medium and 

light) are adopted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Table 2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case, which includes the power 

loss, voltage profile, load balancing, and location of 

the tie (open) switch. The power loss has been 

reduced by approximately 50%, and the power 

quality and system security have also been enhanced 

after reconfiguration for each load level as 

compared with the data before reconfiguration. The 

test case verifies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implemented in a practical system and that the run 

time is fast for application in an on-line system. 

Indeed, a reconfiguration plan was obtained in under 

36 seconds on a Pentium-CELERON 300A PC for 

all cases. 

TABLE 1 PARAMETERS OF OBJECTIVE 

FUNCTIONS 

Objective function Parameter 

Power loss feeders f1
min =0.4 f1(x0), f1

max=2 f1(x0) 

Margin loading of 

feeders (transformers) 

f2
min =0.3pu , f2

max =0.6pu 

Deviation of bus voltage f3
min =0.05pu , f3

max =0.1pu 

Remark: (i) f1(x0) represents the original 

power loss for the system before reconfiguration. (ii) 

The lower and upper bounds f1
min 

and f1
max

depend o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onsidered problem. For 

example, let f2
max

=0.1 pu if the us voltage is limited in 

the range (0.9-1.1) pu. 

 

 

 

 

 

 

 

TABLE 2 RESULTS OF THE TEST CASE 

Loading 

level 

Low Medium Heavy 

Before 

reconfi

g  

After 

reconfi

g 

Before 

reconfi

g  

After 

reconfi

g 

Before 

reconfi

g  

After 

reconfi

g 

Power loss 

(KW) 

205.27 104.66 325.66 168.17 476.29 246.05 

Reduce 

loss rate 

(%) 

---- 49.0% ---- 48.4% ---- 48.4% 

Max of 

deviation 

of bus 

voltage 

0.039 

(pu) 

0.0320 

(pu) 

0.049 

(pu) 

0.025 

(pu) 

0.060 

(pu) 

0.030 

(pu) 

Load  

Balancing 

Index (%) 

38.3% 22.2% 48.2% 28.0% 58.3% 33.6% 

Min of the 

margin 

loading 

56.0% 72.2% 44.6% 65.1% 33.0% 58.0% 

CPU time  

(second) 

---- 35 ---- 36 ---- 36 

Locations 

of the tie 

switch (# 

of bus) 

T (103) 

T (104) 

T (105) 

T (106) 

T (107) 

T (108) 

T (109) 

T (110) 

T (111) 

T (112) 

T (113) 

T (114) 

T (115) 

S 

(22,12) 

S 

(16,15) 

S 

(19,1) 

S (106) 

S (107) 

S 

(46,45) 

S 

(43,50) 

S 

(52,46) 

S 

(47,54) 

S 

(91,95) 

S 

(67,68) 

S 

(63,64) 

S 

(92,91) 

T (103) 

T (104) 

T (105) 

T (106) 

T (107) 

T (108) 

T (109) 

T (110) 

T (111) 

T (112) 

T (113) 

T (114) 

T (115) 

S 

(22,12) 

S 

(16,15) 

S 

(19,1) 

S 

(92,91) 

S 

(38,42) 

S 

(46,52) 

S (109) 

S 

(45,44) 

S (111) 

S (106) 

S 

(67,68) 

S 

(63,64) 

S 

(91,95) 

T (103) 

T (104) 

T (105) 

T (106) 

T (107) 

T (108) 

T (109) 

T (110) 

T (111) 

T (112) 

T (113) 

T (114) 

T (115) 

S 

(22,12) 

S 

(16,15) 

S 

(19,1) 

T 

(106) 

T 

(108) 

T 

(107) 

S 

(43,50) 

S 

(46,45) 

S 

(47,45) 

S 

(92,91) 

S 

(67,68) 

S 

(63,64) 

T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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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Conclusion 

This work has presented a multi-objective 

algorithm based on the fuzzy satisfying method and 

EP for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s. 

Fuzzy sets are utilized for modeling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to represent their imprecise nature. EP was 

applied to our solution algorithm to derive the 

optimal solution because EP utilizes a multi-path 

search to solve the problem with nonlinear and 

non-differentiable objective functions. Finally,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tested on 

a feeder reconfiguration problem which is a complex 

non-linear combinatorial problem. The test results 

lead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proposed solution algorithm allows for a more 

realistic problem formulation since this technique 

does not require the objective function to be 

differentiable or continuous. 

2. The proposed method efficiently obtained the 

optimal solution for the tested system with a large 

search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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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 configuration 

 

 

 

 

 

 

 

 

 

Fig.1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tes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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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離子電池放電的二次高斯模型 
楊健杰、翁志祁* 

中國文化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Email: cweng@faculty.p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在探討鋰離子電池的放電行為，並以放電電壓與放電時間的關係來表達。

此模型是以一個二次多項式和一個二次高斯函數的組合，來模擬鋰離子電池的放

電過程。二次多項式是用來模擬放電前期的行為，而二次高斯函數則是用來修正

放電末段二次多項式與實際放電之間的誤差。在從兩個不同廠商製造的電池所取

得的放電資料顯示，兩個函數組合而成的模型與實際放電時所觀察到的資料比

較，誤差甚小；除了在放電初期的兩分鐘最多有1%左右的誤差外，其餘的時間，

誤差均小於0.2%，可見此研究能準確的描述鋰離子電池放電過程，並提供一個簡

潔有效的模型，以預測放電過程中任一時間的放電電壓。未來我們將持續研究在

不同溫度、不同負載、不同製造廠商的電池、以及不同組態條件下的通用模型，

讓此模型能被更廣泛的應用。 

 

關鍵詞：鋰離子電池、放電電壓、放電時間、放電模型、二次多項式、二次高斯

函數。 

 

A Quadratic Gaussian Model for 

Simulating The Discharge Behavior of A 

Lithium-ion Battery 
Jian-Jie Yang and Che-Chi Weng*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cweng@faculty.pccu.edu.tw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the discharge behavior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is studied, 

and is express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harge voltage and 

discharge time.  This model uses a quadratic polynomial and a 

secondary Gaussian function to describe the discharge process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The quadratic polynomial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楊健杰等人：鋰離子電池放電的二次高斯模型 29 (2012) 159-164 

Jian-Jie Yang et al.:A Quadratic Gaussian Model for Simulating The Discharge Behavior of A 

Lithium-ion Battery  29 (2012) 159-164 

160 
 

earlier part of discharge process and the secondary Gaussian function is 

used to compens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lynomial and the actual 

observations. In compare with the observed discharge data from two 

different battery maker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is two function model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s are minimal.  Except for the first two minutes 

of discharge process that has around 1% difference at most, the 

differences for the rest of discharge process are well within 0.2%.  It 

shows that this model provides an accurate, yet concise, way of 

describing the battery discharge behavior and may be used to predict the 

voltage any time during discharge process effectively.  In the future, 

differ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s, different discharge loads, cells from 

different vendors, and pack with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will be studied, 

to make our model more robust and be able to be applied to various 

applications. 

keywords：Lithium-ion battery, discharge voltage, discharge behavior, discharge time, 

quadratic polynomial, secondary Gaussian function. 

 

一、 前言 

鋰電池因體輕、型小、高電壓、無

記憶效應等特性，在眾多二次電池中脫

穎而出，亦是近年來可攜式電子產品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又因國際油價飆漲，

各國溫室氣體減排指標明確，使電動車

成為群雄競逐之焦點，而鋰電池技術更

為成敗關鍵[1]。鋰電池大都作為行動能

源，因此放電的時間亦是愈長愈好，而

當放電結束，需行動能源的產品即形同

虛物，因此吾人研究如何簡單有效地模

擬鋰電池放電時間，讓使用鋰電池之行

動產品，能夠得知正確可使用時間，以

便在放電結束前，做好使用規劃。 

二、研究方法 

為了研討鋰電池的放電行為，吾人

蒐集鋰電池放電數據，並參考如文獻

[2][3][4][5]所提出的方法，試圖在數據

中整理出鋰電池放電規則，並找出放電

時間通式，模擬並準確預測放電時間。

以鋰電池之放電數據，用MATLAB做為

模擬研究之重要工具，在EXCEL中觀察

數據之變化，並組合模型。研究之初，

吾人觀察樣本，曲線橫軸為時間，以秒

(sec)為單位，曲線縱軸為放電電壓，以

毫伏特(mV)為單位，曲線由左而右。發

現放電電壓在初始時急速下降，約幾秒

後趨緩，因本研究著重在整體放電電

壓，因此前十秒不納入本研究範疇，但

不影響模擬的完整性。吾人試以不同多

項式，模擬完整放電過程，卻無法以單

一函數或低係數模擬，因此吾人試以兩

種多項式，來精確模擬放電過程。在放

電前段，因電流穩定放電壓，電壓以平

滑曲線緩降，在後期因電流加快放電，

導致電壓快速的下降。吾人以二次多項

式拋物線特性，模擬前段，藉以趨緩遽

降的後段；以樣本前3600秒之電壓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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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參數，模擬完整放電時間，得到的

二次多項式減去樣本為一遽升曲線，再

以二次高斯多項式模擬之，將模擬出的

二次多項式減去模擬出的二次高斯多

項式，即可得到裡電池放電時間公式。 

三、 鋰電池放電模型 

為了在不同容量與串並聯狀態下準

確，吾人以兩個放電樣本做為研究。 兩

樣本之廠商、容量、串並聯皆不相同，

採以下兩種電池組：3S2P A 2600mAh 

 與 4S1P B 2800mAh。（S 指的是串聯，P

為並聯，A、B 為兩個不同電池製造廠商

的代稱，mAh 為容量單位（毫安培小

時）。） 

 

(一)  樣本一： 

 

樣本一為 3S2P A 2600mAh 之放電模

型，橫軸為放電的累計時間，縱軸為用

儀器測量的電壓，所作出的曲線變化圖

如圖 1 實線。單一鋰電池充滿電的狀態

為 4.16 伏特，因為串聯三顆，所以很明

顯看出，這組鋰電池由 12.4 伏特開始放

電，造成曲線下降，而單一鋰電池放電

約至 3 伏特停止，所以電池組放電約至

9 伏特止。吾人觀察樣本圖型，發現電

壓初始放電後，先以平滑曲線緩降，在

放電後段急遽往下。吾人試著以一多項

式模擬放電行為，而最常發現的問題，

即是多數的多項式無法模擬放電後段，

電流放電量加大而快速放電的電壓，無

法得到準確的放電時間，整段的放電模

擬因為後段的快速放電使前段平滑放電

也受影響，因此吾人取放電前 3600 秒做

為參數，將較容易模擬的部分以二次多

項式模擬整段放電。得到以下公式(1)。 

 

   
 

 

接著畫出模型與樣本於同一圖，以便觀

察兩者間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 1. 二次多項式與樣本關係比較圖。實線

為樣本，虛線是以樣本前 3600秒為參數用

二次多項式模擬的完整放電。 

在圖 1 中，實線先與虛線重疊，約在

4500 秒後以上下方向漸離，可見二次多

項式無法完整模擬樣本後段快速放電，

為得到差異，吾人以二次多項式減樣本

得到兩者差異數據，畫出一急遽上升曲

線，並利用二次高斯多項式模擬此差異

曲線，得到以下公式(2)與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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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差異模擬比較。實線二次函數減，虛

線為二次高斯模擬。 

由圖 2 看出，二次高斯多項式模擬

差異十分吻合，將兩多項式組合便可得

與樣本相符之模型；二次多項式減二次

高斯多項式；由公式(1)減公式(2)，帶入

放電累積時間 t，得到一條放電曲線，最

後吾人將合成出的模型與樣本繪製於同

一圖，如圖３ 

  

圖 3. 組合模擬與樣本比較。實線為樣

本，虛線為組合模型。 

由圖 3 可看出，樣本與模形幾乎相

等，誤差都在 1%以下，為試驗此方法的

是否可通用在其他鋰電池，吾人以另一

顆電池作放電模擬。 

 

(二)  樣本二： 

樣本二為 4S1P B 2800 mAh 之放電模

型，橫軸為放電的累計時間，縱軸為用

儀器測量的電壓，所作出的曲線變化

圖，如圖 4 實線，單一鋰電池充滿電的

狀態為 4.22 伏特，因為串聯四顆，所以

很明顯這組鋰電池由 16.98 伏特開始放

電，造成曲線下降，而單一鋰電池放電

約至 3 伏特就停止，電池組放電只到 12

伏特左右，曲線停止下降，吾人使用與

樣本一同樣方法模擬樣本二，試著驗

證，同樣方法在模擬不同的電池容量、

廠商、串並聯，是否可行。吾人同樣本

一之方法，取０到 3600 秒模擬為參數模

擬整段放電，得公式(3)，並畫出樣本二

與二次多項式關西圖，如圖 4。 

 

   

 

圖 4. 二次多項式與樣本關係比較圖。實線

為樣本，虛線為樣本 3600秒以二次多項式 

模擬的完整放電 

在圖 4 中，前段實線與虛線重疊，在 4000

秒漸離，與樣本一相同，二次函數無法完

整模擬樣本後段快速放電，為得到差異，

吾人再以二次多項式減樣本，畫出差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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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可看到一條急遽上升曲線，利用二次

高斯函數模擬此差異曲線，讓二次函數能

消除差異，使二次函數模型與樣本二更加

相近，得到公式(4)與圖 5。 

 

  

接著比對樣本與模擬之間的差異，繪製

於圖５。 

 

圖 5. 差異模擬比較。實線為差異，虛線為

二次高斯模擬。 

由圖 5 看出，二次高斯函數模擬差異十

分準確，與樣本一的方法相同，我們再

將它組合如圖 6。  

 

圖 6. 組合模擬與樣本比較。實線為樣

本，虛線為組合模型。 

 

綜合上述樣本一與樣本二的模擬組

合，吾人得到一個通式，如公式(5)，同

時列出兩個樣本的參數，如表 1，以便

讀者參考與比較。 

 

通式： 

 

 

 

係數 樣本一 樣本二 

A 0.00004273 0.00006433 

B -0.4605 -0.7397 

C 12100 16440 

D 3.078*  1.564*  

E 14820 15750 

F 1382 1501 

G 113300 5570000 

H 16680 20110 

I 4410 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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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 

鋰電池的放電電壓-累積時間曲

線，多先以平滑下降，在接近放電結束

時急速降落，因此若想以單一函數來模

擬完整放電行為時，與樣本誤差甚大，

而模擬誤差為本研究之重點，吾人以放

電累積時間，模擬從開始至 3600 秒且延

伸至完整放電時間，以取得整體誤差，

但 3600 秒前並非唯一可參考段落，吾人

試著以同樣方法在放電後，取 2000 秒

前、3000 秒前，皆可以同樣組合方法模

擬出放電過程。而模擬 3600 秒前之組合

模型，樣本一與樣本二總平均都為誤差

0.09%，由此得知，這組合模擬在模擬放

電曲線時準確度非常高，能讓我們能夠

在任何時間，得知電壓何時放電結束，

未來吾人將研究如何取最短的放電時

段，以利快速模擬，並加入溫度變化作

參數，以利鋰電池各種放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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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傳輸線時段控制和平行計算於金氧半電晶體加

上連接線之基於 STWR 演算法電路模擬 

陳俊榮、蔡昌隆、李志仁、周立平、楊泰寧、孫振東 

中國文化大學資工系 

摘要 

此篇論文討論了使用加強型的 Selective-tracing Waveform Relaxation 演算法(STWR 

Algorithm)進行現代電路設計界常遇到的大型MOSFET 和有損交連傳輸線電路之模擬，我

們在 STWR 中採用了一個全時域的的傳輸線計算器以計算連接線，除了描述加強 STWR

的方法，也描述了加速傳輸線計算器的做法：包括傳輸線時段控制和平行計算。所有提出

的方法都加以實做且進行實際的電路模擬，模擬結果證實了所提方法的優越性能。 

關鍵詞：電路模擬，傳輸線，基於 STWR 演算法，連接線模擬，平行計算 

STWR Algorithm-based MOSFET and Interconnect 

Simulation Using Transmission Line Time Step 

Control and Parallel Computing 

Chun-Jung Chen, Chang-Lung Tsai, Chih-Jen Lee, Li-Ping Chou, Tai-Ning Yang, and 

Jenn-Dong Sun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teacherchen62@yahoo.com.tw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circuit simulation for MOSFET circuits with interconnects has been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Our strategy is to use the reinforced Selective-tracing Waveform 

Relaxation (STWR) algorithm that equipped with a transmission line calculator. Strengthening 

methods for STWR and accelerating methods for the embedded transmission line calculation has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the time step control scheme and parallel computing. All proposed 

method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nd tested to justify their superior performance.  

Keywords: circuit simulation, transmission line, STWR-based algorithms, interconnect 

simulation, parallel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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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very small size of MOSFET in 

modern IC industry, delays of interconnect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day. There exist many 

researches, e.g. [1, 2] that discuss the calculations of 

transmission lines thoroughly. However none of them 

consider putting transmission line calculators in 

large-scale circuit simulators. Since this subject is 

practical and quite important in modern circuit design 

community, so we just investigate it in this paper. 

Relaxation-based algorithms [3] have lower 

time complexities in dealing with large-scale 

MOSFET circuits. Especially that WR [1] 

(Waveform Relaxation) has outstanding simulation 

efficiency in compared to other relaxation-based 

algorithms. There is a modified version of WR called 

Selective-tracing Waveform Relaxation (STWR) [4]. 

It is more efficient and robust than WR. This paper 

just uses STWR as the fundamental simulation 

algorithm. To quickly simulate interconnects, we 

want to equip a calculator for transmission line in 

STWR. We pick the full time domain technique 

described in [1]. We call this method FMOC (Fast 

simulation method for transmission line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Characteristic) in this paper. FMOC 

transforms transmission lines into time-domain 

equivalent circuit elements and calculate their 

parameter values at (FMOC’s) “inner” time points. 

Note that ordinary simulation time points are then 

called “outer” time points in this paper. 

STWR is an advanced version of WR, which is 

more efficient and robust (e.g. it usually uses fewer 

subcircuit calculations). However, because of its 

algorithm characteristic, it faces a dilemma when 

simulating circuits with global feedback subcircuit 

loops. STWR is also not efficient in simulating 

feedback circuits. This paper just proposes techniques 

to improve STWR. Also, FMOC’s inner time steps 

are fixed and are usually very small (to ensure the  

 
          (a)                      (b) 

Figure 1. Examples for Exactness-checking of 

STWR. (a) B and C should be calculated at time 

points later than tn+1. (b) The dead lock example. 

accuracy and numerical stability). A subcircuit (the 

simulated circuit is partitioned into subcircuits in 

relaxation-based algorithms) containing any 

transmission line is called tr-subcircuits in this paper, 

which needs to be calculated at every inner time 

points.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 efforts for 

tr-subcircuit is very beneficial to overall simulation 

efficiency. We propose correspond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the method to dynamically adjust the size 

of inner time steps, and the method to bypass 

transmission line calculations. Furthermore, we 

introduce parallel computing in the calculations for 

transmission lin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speedup is pleasing. 

The outline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STWR 

is described in Section 2. Section 3 then follows to 

describe the FMOC method and illustrate the 

accelerating techniques and parallel computing for 

FMOC. Section 4 shows experiments on the 

implemented program to demonstrate the 

performance of proposed methods. Finally, a 

conclusion section is given. 

II. THE “ROBUST” STWR 

STWR likes WR in undertaking a series of 

waveform relaxation iterations (line f1 in Algorithm 

1), but one subcircuit is scheduled for being 

calculated at only one time point and the 

WR-iterations might be terminated dynamically. A 

priority queue of subcircuits that sorts on subcircuit’s 

“designated” simulation time (tn+1) is used (line f2). 

One subcircuit will be checked for whether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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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 (its fan-in waveforms all have been 

calculated at time points later than its tn+1, see Fig. 1 

(a)) in order to be entered into the priority queue 

(lines f3 and f4). This is also called the 

Algorithm 1 (STWR for Circuit Simulation): 
 for(Waveform Relaxation iteration index k) { 

  if(all waveforms have been converged) break; 
f1:  // Perform the kth waveform relaxation 
  Reset all subcircuits’ tn+1 to converged time points; 
  // retrieve converged states 
L1:  for(all subcircuit, x) T(x).stn+1 = T(x).stconverge;  
  Clear PQ, add subcircuits that are ready into PQ; 
f2:  while(PQ is not empty) { // PQ sorts on tn+1 
   Get a subcircuit, s, from PQ; 
L2:   Calculate T(s).st0, n+1; // Use function STO( ) 
   Simulate s at s.tn+1 for transient responses waveforms; 
L3:   Calculate T(s).sti, n+1; // Use function STI( ) 
   Check the convergence status of obtained waveforms; 
   Save waveforms and estimate new s.tn+1; 
f3:   if(s is ready) Add s into PQ; 
f4:   Add fan-out subcircuits of s into PQ if they are ready; 

f5:  if(there is any subckt doesn’t converge for MAXD time 
   points) { 
L4:    for(all subckt, x) T(x).stconverge = T(x).st at last 
     Converged time point;  
    break; // terminate a WR iteration 

   } 
  } 
 } 

TABLE I. PERFORMANCE COMPARISON FOR ITA 

AND RSTWR 

Ckt 

CPU Time$/Calculated 
Subcircuit Counts (K) Node# 

MOS
FET# 

Subckt# 

ITA RSTWR 

8-bit Parallel 
Multiplier 

157.1/5971 18.48/195 1600 3200 448 

128-bit ALU 111.8/9946 50.59/1550 6400 12800 3584 

16-bit Shifter 
Register 

18.37/2008 9.266/549 320 640 160 

$: CPU time is in Pentium 2.2G seconds. 

Exactness-checking that can reduce subcircuit 

calculation counts. At line f4, the Selective-tracing 

scheme of ITA algorithm is adopted (so comes the 

name of STWR). At line f5, if any subcircuit has been 

not converged for certain time points (MAXD), one 

WR-iteration was terminated. Exactness-checking 

incurs problem in processing subcircuit global 

feedback loops (GFL). In Fig. 1 (b), there obviously 

exists a “dead lock” in it. This is the first problem of 

STWR. The second problem of STWR is the slow 

convergence rate in dealing with feedback circuits, 

although it can finally derive correct waveforms.  

We note that the two dilemmas of STWR all 

relate to feedback subcircuits, including the 

strongly-coupling subcircuits (adjacent subcircuits 

affecting each other) and GFL subcircuits. So, the 

reinforcing techniques must take care of them. We 

raise two methods to reinforce STWR. The first one 

is to identify all feedback portions (including GFLs 

and strongly-coupling subcircuits) and views all 

subcircuits inside a feedback portion as a macro 

subcircuit. It then simulates the macro subcircuit at 

the same global time point, i.e. the inside subcircuits 

are all “synchronized.” This 1
st
 reinforcing technique 

solves the “dead lock” problem caused by 

Exactness-checking. The second reinforcing 

technique is to simulate the macro subcircuit by using 

Relaxation Newton (or called Nonlinear Relaxation) 

at its global time point. This means that all subcircuits 

are integrated by integral formula to obtain nonlinear 

algebraic equations and these nonlinear equations are 

solved by relaxation methods for the converged 

results. This technique is similar to that used in 

ITA-WR algorithm [5].  

The second reinforcing technique strongly 

increases the robustness of STWR. However, the 

efficiency of STWR has been partly sacrificed when 

the macro subcircuit is big. For the multi-rate 

behavior of the macro subcircuit will not be utilized, 

which would be disadvantageous in dealing with big 

macro subcircuits. To solve this side effect, more 

researches need to be undertaken. After all, by the 

two reinforcing techniques, STWR becomes more 

general and robust. We call it the Reinforced STWR 

(RSTWR) in this paper, and use it as the fundamental 

algorithm. We compare RSTWR with ITA, which are 

all in our circuit simulator MOSTIME [4, 5], by 

simulating some circuits, recorded in Table 1. 

RSTWR is more efficient than ITA in all circuits. We 

note that RSTWR uses much less subcircuit 

calculations than ITA, and it solves the third (serious) 

feedback circuit successfully, too. If the moder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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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complicated MOSFET models (MOSTIME 

uses simple analytic model) are used, the less 

subcircuit calculation counts would be very valuable. 

III. FMOC METHOD AND 

RELATED TECHNIQUES 

A. The FMOC Method 

The method to transform transmission lines i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Characteristic [1]. Consider a 

coupled uniform transmission line whose resistance, 

inductance, capacitance, and conductance per unit 

length are R, L, C, and G respectively. The electrical 

behaviors (voltages v, and currents i) are described by 

the following Telegraph’s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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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x denotes distance, t denotes the time. These 

equations are partially decoupled (on the L and C 

sense only) by (3) to derive (4)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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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Nk 1 , and N is the number of lines of this 

transmission line. Now we apply the Method of 

Characteristic. We use the equations 
kdtdx /  and 

kdtdx /  (where 5.0)(  kkk CL


 ) to define the 

characteristic lines in the x-t plane, which are called 

the kth characteristic  and  lines respectively. 

Consider the differentiating along the kth 

characteristic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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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dance of the kth transmission line. Similarly, 

along the kth characteristic   line, w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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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olve (9) by Forward Euler (F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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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at both x-axis and t-axi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segments (ti is the segment length of 

t-axis) in order to use (10). The x-t planes of all lines 

are divided in the same t and x. FMOC uses γmax 

= 1/max{γk| k=1~N} as the slope in the x-t plane, 

shown in Fig. 2. We note that (10) has to be solved 

for M (which is  )/( maxhD ) times with respect to 

an inner time step, and each solving process is 

independent. So, they can be undertaken by parallel 

computing well. The denser and sparser grids are 

drawn in Fig. 2 together, in which the u/j values of 

point a are derived by referring point ap and af,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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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of point b are derived by referring point bp and 

bf. Note the horizontal segment numbers are reversely  

 

Figure 2. Space (horizontal) and time (vertical) 

grids for simulating a transmission line. Sparser 

and denser grids are shown together. 

 
Figure 3. Time-domain equivalent circuits for a 

transmission line. 

proportional to the size of ti. So, the smaller inner 

time step is, more segments are (and the parallel 

computing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In a very long 

transmission line, the same situation appears. 

Therefore, parallel computing is advantageous. 

Equation (10) is expended into matrix form to 

represent N lines (now i, j, v, and u are represented in 

upper case for clarity): 

0)()( VtZJtU nn  

Then, by substituting (3) into (11) we get: 

00 )()( ItVGtI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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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 

Equation (12) represents the x = 0 end terminal 

equivalent circuit of this transmission line. The x = D 

(D is the length of this transmission line) end terminal 

equivalent circuit can be obtained by processing (8) 

similarly. The resul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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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hich GD = G0, ID = -(X
T
)

-1
Z

 -1
VD. Equations (12) 

and (14) are the time-domain equivalent circuits of a 

transmission line to be used in circuit simulation, 

whose N=1 case is shown in Fig. 3. Note that FE 

integral method has local truncation error of order 

O(h
2
), while the TR method has the better error order 

O(h
3
). So, using TR, we can enlarge the inner time 

steps.  

In (10) and (13), h is the inner time step and it 

should be small enough to certify numerical stability 

and accuracy in dealing with the worse situation (the 

most rapid state transition). If hok is the fine value for 

h (if we use TR method, hok could be bigger), the 

transmission line should be divided into at lease 

M=  )/( maxhD  segments [1]. The M+1 u/j values 

on the conjunctions of these segments are called 

inside-state (sti) and equivalent circuit parameter 

values (I0, ID, G0 and GD) are called outside-state (sto) 

in this paper. They combine together to form the state 

(st) of a transmission line. To advance to next inner 

time point in transmission line calculation, we just 

execute following statements sequentially: 

(a) sto(tn+1) = sto,n+1 = STO(sti(tn)) 

(b) ujb(tn+1) = TR(sto,n+1, outside related circuit elements) 

(c) sti (tn+1) = sti,n+1 = STI(sti(tn), ujb (tn+1)) 

Function STO() is based on (12) and (14) to 

calculate new outside-state, TR() is the subcircuit 

calculation for transient responses on the two ends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 (
buj (tn+1), u/j values on two 

boundaries), and STI() uses TR to solve (8) and (9) 

for new inside-state. These transmission line 

calculation functions have been added in Algorithm 1 

already (see line L1-L4), in which T(s) represents all 

transmission lines in subcircuit s. If T(s) is empty, all 

FMOC-related calculations are omitted. 

B. The Time Step Contro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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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xity for computing a transmission 

line for a time interval is  (M
2
), so it’s very 

advantageous to use the smallest but feasible M. 

Since the signal transitions of circuit variables have 

similar rate in MOSFET circuits, we just go grasping 

the first signal transition, and find the maximum 

value of xu  / , dumax. By experimental tests, we 

use duallowed = 1.0V/m as the maximum allowed value 

for xu  / . Hence we can derive the appropriate 

∆xok = ∆x  duallowed /dumax . Also, Mok = D / ∆xok is 

obtained. This technique is called the 

Segment-picking Scheme. The transition speed of 

signals is usually unknown to simulator users, so to 

automatically choose the segment numbers for FMOS 

is an appropriate method.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segment number can 

be further reduced when the transmission line is latent. 

If xu  /  is nearly zero, we could use the minimum 

number of segments, e.g. Mmin = 2. We then design 

the Dynamic Segment-picking Scheme that 

dynamically monitors the situations of state 

transitions in transmission lines and decide whether 

to use Mok or Mmin. This technique is also called the 

Transmission Line Time Step Control Scheme that 

appear in the title of this paper. Using this scheme, 

we have to convert data structures of states of FMOC 

dynamically. There exist overheads for transferring, 

but to use smaller segment number is quite beneficial. 

So, Dynamic Segment-picking Scheme is valuable, 

which will be justified later. 

Another accelerating technique is the 

Inner-skipping Scheme that “skips” (or bypass) inner 

time points on which states transit slowly. The 

number of inner time steps skipped is proportional to 

the degree of state latency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relative state variation uamp / uavg, where uamp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 of u array at a time point and uavg is the average 

value of u array). If inner time point tn+1 has been 

skipped, stn+1 would be equal to stn. In the 

implementation, 0.1% relative state variations is the 

criterion to skip and only the states of u values are 

checked for simplification. 

C. Parallel Computing for FMOC 

Multi-core machines are popular recently. 

Therefore, to exploit parallelism of FMOC is a 

straightforward way to speedup the simulation. 

Equations (10) and (13) have to be solved for M times, 

one of which represents one point on the x-axis of Fig. 

2, with respect to an inner time point. Each solving 

process for both equations is independent to each 

other. So, the parallel computing can be exploited 

here. Algorithm 2 represents the pseudo code. It 

utilizes OpenMP API to realize the parallel 

computing on inner states of transmission lin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parallel computing, related 

codes in MOSTIME have been carefully re-written. 

The major concern is that codes computing (10) and 

(13) don’t use shared memories. The effect of parallel 

computing will be shown in next section. 

Algorithm 2 (Parallel Computing in FMOC): 
 #pragma omp parallel for 
 for(s = 1; s < M; s++) { 

  Solve (10) and (13) for the sth point on the x-axis; 
 } 
 

 

Figure 4. Waveform comparison for the 4-bit 

Synchronous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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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PERIMENTAL RESULTS 

All the proposed method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circuit simulator MOSTIME [4, 

5], including Segment-picking Scheme (SP), 

Dynamic Segment-picking Scheme (DSP), 

Inner-skipping Scheme (IS), and parallel computing 

version. Some circuits have been chosen and 

simulated, whose specifications are listed in Table 2. 

Transmission lines are added to output pins of these 

circuits (e.g. the Sum/Carry of ALU stage, and output 

of Flip Flops of counters and registers) or spread 

among stages of inverter chains to emulate practical 

situations. All transmission lines have same 

parameters: 1cm long, R=75Ω /m, L=500nH/m, 

C=63pF/m, G=50mΩ -1
/m, and M=30 (the initial 

segment number, will be adjusted by SP and DSP). 

We simulate these circuits by RSTWR accompanied 

with additionally-adding combinations of FMOC 

accelerating techniques. To show the correctness of  

TABLE II. SPECIFICATIONS OF SIMULATED 

CIRCUITS 

Ckt Name Node# 
MOS 
FET# 

Subckt# 
Tr. 
Line# 

1 100-stage Inverters 100 200 100 10 

2 64-bit ALU 3,584 6,912 1,920 128 

3 1-bit Sync. Counter 25 48 12 1 

4 4-bit Sync. Counter 100 192 48 4 

5 16-bit Shift Register 368 704 176 16  

TABLE III. SUBCIRCUIT CALCULATION COUNTS 

Ckt 
Subcircuit Calculation# (K)/Ratio to RSTWR’s 

RSTWR +SP +SP+DSP +SP+DSP+IS 

1 1420 580/40% 438/30% 384/27% 

2 14747 8,190/55% 6,961/47% 3,580/24% 

3 84 71/84% 69/82% 68/81% 

4 1498 1,082/72% 954/63% 931/62% 

5 3009 2,442/81% 2,351/78% 2,073/68%  

TABLE IV. USED CPU TIMES 

Ckt 

Used CPU Times$ (STWR iteration #) / Ratios to 

RSTWR’s 

RSTWR +SP +SP+DSP +SP+DSP+IS 

1 133.504(2) 22.60(2)/16% 12.09(2)/9% 8.783(2)/6% 

2 1747.01(2) 588.1(2)/33% 455.5(2)/26% 143.81(2)/8% 

3 2.433(2) 1.498(2)/61% 1.436(2)/59% 1.372(2)/56% 

4 78.998(3) 31.40(3)/39% 21.23(3)/26% 20.37(3)/25% 

5 144.721(2) 68.48(2)/47% 60.20(3)/41% 41.37(3)/28% 
$: CPU time is in Pentium 2.2G seconds. 

TABLE V. CPU TIME
*
 COMPARISON FOR 

PARALLEL COMPUTING 

Ckt. 
Tr. 
Line ITA 

With Parallel on 

two-core CPU* 
Speedup 

RC 1 7.00  3.76  1.86 

1-stage Inverter 1 11.13  7.34  1.51 

4-stage Inverter 4 54.30  27.40  1.98 

10-stage Inverter 10 104.0 68.67  1.51 
*: CPU is Core 2 Duo (2.53G HZ) that has two cores 

the implementation, Fig. 4 plots waveforms of the 5
th
 

circuit simulated by various algorithms, in which all 

waveforms agree with each other very well. 

The performance of algorithms is represented 

by both subcircuit calculation count and used CPU 

time, which are shown in Table 3 and 4 respectively. 

The ratios of subcircuit calculation counts and used 

CPU times to those of pure RSTWR have also been 

listed to show the extent of saving effects. SP choose 

appropriate segments number for transmission lines, 

and hence induce fewer calculation counts for 

tr-subcircuits. Since the computation effort for the 

tr-subcircuit is heavier, the ratios for used CPU times 

are smaller than those for calculation counts. 

Moreover, with the smaller segment number, 

tr-subcircuits can be calculated faster. 

Next, we check effects of DSP in the fourth 

column. With DSP, the simulation efficiency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Carefully comparing the 

ratios of counts and used CPU times, we find that 

reductions in used CPU times is more significant 

again. This is because that saved calculation counts 

are also for tr-subcircuits. If transmission lines 

densely distribute among the simulated circuit, such 

as the 1
st
 circuit, DSP would perform better. We note 

that modern circuits have dense interconnects, so 

DSP is more useful in dealing with modern circuits. 

However, in the last circuit, DSP has induced more 

one WR-iteration. This is due to that toggling 

between different (FMOC) segment numbers has 

caused tiny waveform variations. Fortunately, STWR 

uses Windowing Technique, so more WR-iterations 

will not worse the simulation efficiency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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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we check the last column to see the 

effects of IS technique, which is also advantageous. 

In the 2
nd

 circuit, IS’s contribution is dramatically 

great. This phenomenon tells that DSP technique is  

segment numbers for FMOC, which can’t process 

circuits having various transition rates well. This 

dilemma of current version of DSP suggests the 

research on more detailed DSP technique, which 

could be our future work. To sum up, with all the 

accelerating techniques working together, the 

computation speeds all have been accelerated 

obviously. Especially for the first two one-way 

circuits, significant saving effects have been observed 

(36 times speed up than the pure RSTWR algorithm 

has been found in the 1
st
 circuit). We also note that 

for the later three feedback circuits, the proposed 

methods not only reduce the simulation time but also 

successfully get the correct waveforms (see Fig. 4). 

These simulation results justify that RSTWR is robust 

and efficient, and accelerating techniques for 

transmission line calculation also work excellently. 

Next, we check the effect of parallel computing. 

We run some transmission line-intensive circuits and 

record the used CPU time in Table 5. The more 

popular ITA algorithm is used. The used transmission 

line’s parameters are: 10cm long, R=75 Ω /m, 

L=500nH/m, C=63pF/m, G=50mΩ-1
/m, and M=500. 

Transmission lines have been added to each output of 

inverter (or RC), and each circuit runs for three 

clocks. The used CPU has two cores, and we can find 

that the speedups are good. Use parallel computing in 

FMOC method is quite successful. 

V. CONCLUSION 

We have proposed RSTWR-based algorithm to 

simulate large-scale MOSFET circuits containing 

interconnects successfully. RSTWR is robust and 

capable of simulating various types of circuits, and it 

usually economically uses fewer subcircuit 

calculation counts. Accelerating techniques for 

FMOC also largely accelerate the entire simulation 

speed. More detailed version of DSP is worthy to be 

developed. Parallel computing for transmission lines 

have been justified to be very successful, especially 

for long and/or fast-transiting transmission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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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金屬閘極 TiN堆疊不同厚度之電性探討 

簡瑋志 1，譚湘瑜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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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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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二氧化矽當作閘極氧化層的製程方式，縮小到2nm以下時，會造成兩個主要問題，一是

漏電流與短通道效應等問題隨之而生，而高介電常數材料能有效的抑制漏電流，並且在相

同的等效氧化層厚度下增加實際介電層的厚度。二則是高的閘極片電阻值會造成元件的

傳遞延遲，所以使用金屬閘極(Metal Gate)來取代多晶矽閘極，因金屬閘極可解決閘

極空乏效應、硼離子穿透(Boron Penetration)、降低閘極片電阻及提高在高介電質材

料(High-k Materials)上的相容性等問題。本文主要探討金屬閘極TiN堆疊不同厚度下，

利用MIS(Metal-insulator-semiconductor)電容結構沉積HfSiO薄膜，並觀察量測其元件

的電容電壓(C-V)值及漏電流密度對電壓(J-V)值，來比較其各個不同條件的差異性。 

關鍵詞：高介電係數、氮化鈦、矽氧化鉿、金屬-絕緣體-半導體 電容 

Investigation on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iN metal 

gate in different thickness  

W. C. Chien
1
 and S. Y. Tan

2
* 

1Institute of Digital Mechatronic Technolog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the silicon dioxide as gate oxide process narrows below 2 nm, it will cause two main 

problems, first, the leakage current and short channel effect will occur. In addition, the highly 

dielectric constant material can effectively suppress leakage current, and at the same 

equivalent oxide thickness increase the actual thickness of the dielectric layer.  Secondly,  

the delay of devices transmission will cause a highly gate sheet resistance, it used to replace 

poly-si gate by metal gate, because metal gate can solve the depletion effect, Boron 

Penetration, decrease gate sheet resistance and improve the compatibility of high-k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iN metal gate in different thickness, exploiting MIS 

(Metal-insulator-semiconductor) capacitors deposited HfSiO thin films. We also observed 

and measured the value of the capacitance voltage (C-V) and leakage current density versus 

voltage (J-V)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Keywords: High-κ、TiN、HfSiO、MIS Capac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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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科技日新月異，為了符合現代的輕、薄、短、

小且效能須超越上一產品的變遷下，導致元件需

在固定或更小的面積下，不斷的增加電晶體的數

量，以提高效能，導致製程上必須將元件不斷的

微縮來達成目標，並且新型半導體材料的研發與

特性了解是目前重要研究課題[1]。 

使用傳統製程方式，在微縮下會產生幾個問

題，1.是氧化層過薄時會使得穿隧電流(Tunneling 

Current)增加、2.是漏電流變大、3.量子穿隧效應

(Quantum Tunneling Effect)、4.閘極空乏效應會造

成 等 效 氧 化 層 厚 度 EOT(Equivalent Oxide 

Thickness)的增加、5.則是高的閘極片電阻值會造

成元件的傳遞延遲，等等諸多問題待解決。因此

才使用高介電係數的閘極介電層材料(表1)來改善

傳統介電層材料(SiO2)
 [1]微縮下的缺陷。 

表 1、High-κ材料特性表 

Materials 

Dielectric 

Constant 

(k) 

Band 

Gap 

Eg 

(eV) 

△Ec 

(eV) 

to Si 

Crystal 

Structure 

(s) 

SiO2 3.9 8.9 3.2 Amorphous 

Si3N4 7 5.1 2 Amorphous 

Al2O3 9 8,7 28 Amorphous 

Y2O3 15 5.6 23 Cubic 

Ta2O3 26 4.5 1~1,5 Orthorhomic 

TiO2 80 3.5 1.2 Tetragoual 

HfO2 25 5.7 1.5 
Mono. Tetrag. 

Cubic. 

ZrO2 25 7.8 1.4 
Mono. Tetrag. 

Cubic. 

但高介電係數薄膜與傳統的多晶矽閘極有極

大的相容性與製程高溫問題，因此使用新的金屬

閘極(Metal Gate)來取代傳統多晶矽閘極，來解決

閘極空乏效應、硼離子穿透(Boron Penetration)、

以及降低閘極片電阻值與提高相容性等問題[2-3]。

而我們可以藉由下列式子(1)探討出其電容值、介

電常數及厚度之關係： 

                     (1) 

C：電容值，k：氧化層介電常數，ε0：真空下

的介電常數，A：電容面積， ：氧化層厚度

[4]。當ε0、A相同下，介電係數k與電容值C成正比，

與 氧化層厚度成反比，因此SiO2的厚度到達

極限時，高介電常數材料可以有效的取代SiO2來當

作閘極氧化層[1]，在比二氧化矽還厚的厚度下儲存

相同的電容值，稱為等效氧化層厚度(簡稱EOT)，

再利用下列公式(2)換算出二氧化矽與高介電常數

材料厚度間的轉換： 

                (2) 

：等效氧化層厚度， ：二氧化矽介電

常數， ：氧化層介電常數， 氧化層

厚度。而傳統MOSFET製程中，大多以多晶矽

(Poly-Si)為標準製程為閘極材料，因為它可透過離

子佈值控制其濃度，進而調整臨限電壓的大小，

但硼離子穿隧效應亦會造成平帶電壓漂移，但最

大問題是Poly-Si與高介電係數材料並不相容，而

金屬閘極(Metal Gate)與高介電係數材料的相容性

極高且有著低閘極片電阻的優點，而備受矚目。 

二、實驗 

本實驗以圖 1 的MIS製程流程圖做說明，利

用P-type(100)方向之矽晶圓，先以STD Clean + HF 

Dip清除晶圓表面上的微塵粒(Particle)、有機物

(Organic)、金屬離子 (Metal-Ions)、原生氧化層

(Native Oxide)等雜質，再利用金屬有機化學氣相

沉積(MOCVD)系統，沉積HfSiO薄膜50Å，沉積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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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後，利用金屬遮罩(Metal Mask)置於試片薄膜表

面上，再利用真空膠帶加以固定，先置入多層金 

屬 濺 鍍 系 統 (FSE Cluster PVD) 濺 鍍 氮 化 鈦

(TiN)100 Å、300 Å 及500 Å，再將試片置於電子槍

金屬蒸鍍系統(E-gun)蒸鍍鋁(Al) 5000Å 做正負電

極，形成MIS 電容結構如圖 2。 

 

 

 

 

三、結果與討論 

藉由高頻C-V曲線給予+3V~-3V(即為反轉區

到聚集區)的外加偏壓來回掃描其元件。而元件結

構為Al/TiN/HfSiO/Si多層金屬堆疊之MIS電容結

構，製程方法是利用E-gun蒸鍍出來的Al和PVD沉

積出來的金屬閘極TiN，來做多層金屬堆疊，再經

由電性量測觀察金屬閘極在製程中對高介電係數

薄膜間的影響和平帶電壓飄移的產生。由圖 3 

C-V正負偏壓下曲線圖得知，當多層金屬閘極結構 

的TiN沉積厚度為 100 Å 時，因薄膜和矽基板之間

中必定有中介層的存在，而中介層會導致其高介

電係數薄膜界面品質大大的降低，使得元件電性

不佳，導致其有較大的平帶電壓飄移，為主要原

因。 

 

 

 

而圖 4 和圖 5 C-V曲線圖，則是分別為TiN

沉積厚度300 Å 和500 Å ，經由圖 4 和圖 5 兩個

圖作比較，可以看出每當沉積TiN厚度越來越厚

時，平帶電壓飄移愈來愈小，其原因可能是因PVD

沉積TiN的運作方式是為反應性濺鍍法，而所謂的

反應性濺鍍法，就是使用金屬靶材鈦，再利用Ar

和N2所混合的反應氣體，經離子轟擊而濺鍍出的

鈦，將與電漿反應內因解離反應 (Dissociation 

Reaction)所形成的氮原子，形成TiN，並沉積在試

片上，也就是說在沉積TiN的過程中，整個腔體都

會含有高濃度的Ar和N2，而也有資料指出N2對於

高介電係數薄膜HfSiO和矽基板之間的化學反

應，可以使其中介層生成數率降低及大幅改善介

面品質，對於非預期出現的中介層來說是個很好

的抑制劑[5]，所以有可能在金屬閘極製程中，當TiN

沉積厚度越厚時，也就是表是說，薄膜在含有N2

的環境下越久，對於薄膜中介層的抑制就越好，

介面品質也會獲得大幅的改善。 

圖 6 則為電流密度對電壓(J-V)曲線圖，可以

看出沒有明顯地差異性，電流密度隨著TiN厚度增

加有些微降低，對於薄膜其中介層(I.L.)與矽基板

的介面品質改善確實有幫助的。 

圖 1 MIS 製程流程圖  

圖 2 MIS 電容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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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並找出其原因，我們利用穿透式電子

顯微鏡(TEM)來觀看其元件剖面結構圖，我們可以

比較看到圖 7 和圖 8，隨著TiN厚度的增加，並

量測出其中介層厚度分別為13.8 Å 、12.4 Å ，確實

中介層會隨著金屬閘極TiN厚度的增加，有明顯的

薄。 

 

 

 

 

四、結論 

本實驗為探討金屬閘極TiN堆疊不同的厚度

對於HfSiO高介電係數材料下，其電性有何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當TiN沉積厚度越厚，濺鍍時間越

長，HfSiO在PVD高濃度N2濺鍍腔體中越久，其薄

膜結構會隨著時間增長而更加的緻密且缺陷密度

降低，從C-V圖可以看到遲滯效應也越趨變小，不

過即便隨著厚度增長，薄膜在腔體時間也會有所

增長，但時間還是很短暫的，對中介層其抑制效

果則會逐漸趨緩且有限的，而從穿透式電子顯微

鏡圖 (TEM) 來看也確實中介層有隨著厚度增長

有變薄的趨勢，但也有可能是後續退火中所導致

的些微差異。 

 

 

 

 

 

 

 

圖 3 TiN 100 Å 之 C-V 曲線圖  

圖 4 TiN 300 Å 之 C-V 曲線圖  

圖 6 TiN 之 I-V 曲線圖  

圖 5 TiN 500 Å 之 C-V 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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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接觸微影法應用於選區成長垂直氧化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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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氧化鋅奈米線擁有豐富的優良特性，然而氧化鋅奈米線在大部分的應用上需要高度

的定位成長區域，以達到良好的工作效能，因此選區成長是可以使氧化鋅奈米線進入產品

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利用微接觸微影法定義金薄膜圖形，接著以氣液固成長法選區成長

垂直於基板之氧化鋅奈米線陣列，此製程方式為微接觸微影法之新穎應用，可降低選區成

長垂直氧化鋅奈米線陣列之製作成本及時間消耗。 

關鍵詞：氧化鋅奈米線、微接觸微影法、選區成長 

Fabrication of Highly Ordered ZnO Nanowire 

Arrays Using Microcontact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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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nO one-dimension nanostructures are possessed of excellent properties, such as 

mechanical, piezoelectrical, gas sensing, optica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Based on these 

properties, However, most of these device applications require a high degree of precision 

regarding alignment, 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ZnO nanowires to obtain the good performance in 

purpose.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ovel method to achieve selective growth. Using 

microcontact printing to define the gold catalyst patterns, the poly dimethyl siloxane (PDMS) 

elastomeric stamp was replicated by the master mold with cavity types. Followed by printing of 

self-assembled monolayers (SAM) and wet etching, the gold catalyst patterns were successfully 

defined on the substrates. Subsequently, ZnO nanowires were grown via vapor-liquid-solid 

(VLS )epitaxy mechanism catalyzed by the gold pattern to achieve selective growth. This 

integrated process presents the low cost method to position the ZnO one-dimension 

nanostructures precisely and provides a promising way to create ZnO nanostructures for 

applications as two-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 sensor arrays, an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Key words: ZnO nanowires, microcontact printing, selectiv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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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奈米元件的研究發展中，氧化鋅(Zinc Oxide, 

ZnO)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不論是在光學、化學

或電學上的應用都有很高的運用價值，再加上本

身不具有毒性、化學穩定性高且成本低廉等諸多

優點，因此氧化鋅一直都是被廣泛運用的材料之

一，其應用如：光學元件[1]、氣體感測器[2]、壓

電元件[3]、變阻器[4]、透明導電氧化物[5]與紫外

光雷射[6]等。另外，因為一維奈米結構擁有高長

度直徑比，其電性、機械及化學特性等性質也迥

異於塊材，因此將氧化鋅一維化成為氧化鋅奈米

線更可展現優異之性質，使元件獲得愈佳的工作

效率，其發展潛力無窮，已有許多學者投入相關

研究，並且被看好能取代目前市售產品之材料使

用。目前氧化鋅奈米線一般是以氣液固成長法

(Vapor-Liquid-Solid Method, VLS)[7]合成，是一種

「由下而上」(Bottom up)的製程方式，其製程方

式簡易、成本低廉且可應用於成長多種半導體奈

米線如矽[8]、鍺[9]及氮化鎵[10]等材料，但其缺

點為難以控制奈米線外觀尺寸與定位成長區域，

且成長品質一致性低，無法進行大面積之製備，

因此要使奈米元件提高工作效能並推廣至產業

化，選區成長則是關鍵技術之一，選區成長的方

法近年來不斷的被研究開發，較常使用的方法為

光學微影[11]及電子束微影[12]等技術來定義成長

區域，但仍沿襲半導體製程技術，成本昂貴，而

微接觸微影法 是

以圖形化自組裝薄膜取代一般蝕刻用之物理光

罩，經由軟性顯影製程以突破傳統光繞射極限，

而達成高品質與高解析度之圖案，另外由於微接

觸微影法具有非平面和非黃光微影製程之特性，

且其所使用之模仁(Mold)可重複使用，可降低成本

及提高產量，是一種具有高經濟效益及高效率的

圖案轉印方式，基於前述，本研究將微接觸微影

法應用於選區成長垂直氧化鋅奈米線陣列，首先

利用微接觸微影法定義金薄膜圖形於藍寶石

(Sapphire)基板上，接著以氣液固成長法合成氧化

鋅奈米線，即可完成選區成長垂直氧化鋅奈米線

陣列，此製程方式為微接觸微影法之新穎應用，

可降低選區成長之製作成本及時間消耗，未來可

應用於二維光子晶體、感測器陣列及光電元件等

裝置。 

二、實驗流程  

（一）氧化鋅奈米線的製備成長 

氧化鋅奈米線成長採用氣液固(Vapor-Liquid 

-Solid, VLS)，於基板上鍍上一層金薄膜作為催化金

屬，將氧化鋅粉末與碳粉以1：1的比例均勻混合

成為反應物，將反應物及基板分別置放於高溫管

狀爐之石英管的中間及反應物後端，進行真空抽

氣至10
-2
-10

-3
 torr，待爐管加熱至反應溫度800-1000 

o
C，開始通入適當之氬氣及氧氣混合氣體，調整腔

體之真空度，反應溫度後持溫1-30 min，反應結束

後關閉加熱爐，冷卻後即可以取出試片，基板上

有些許暗灰色之沉積物即為氧化鋅奈米線，圖1為

氧化鋅奈米線成長機台示意圖，機台為自行架

設，機台分為六個系統：管狀加熱爐管、真空量

測系統、真空抽氣系統、氣體質流控制系統及冷

卻系統。 

實驗所使用的反應物為氧化鋅粉末與石墨粉

末的混合物，混和比例為1：1，均勻混合後倒入

反應晶舟中，再取沉積金薄膜完成之藍寶石基板

置於載台晶舟上，依序將反應晶舟與載台晶舟置

於高溫爐管之中心位置及下游位置距爐管中心1

公分處，接著將腔門關閉進行抽真空之動作，待

腔體內壓力到達背景壓力5×10
-3
 mbar後通入載流

氣體氬氣 49 sccm(Standard Cubic Centimeter Per 

Minute)及氧氣 1 sccm，並調整腔體壓力至 100 

mbar，隨後開啟爐管加熱器使加熱爐管升溫至950 
o
C並持溫15分鐘，此時氧化鋅奈米線以氣液固機制

成長於基板上，成長結束後停止爐管加熱器使高

溫爐管自然爐冷，即可依序將載台晶舟與反應晶

舟取出，之後以掃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進行樣品之特性檢測。 

 

 
圖1. 氧化鋅奈米線成長機台示意圖 

（二）微接觸微影法 

微接觸微影法之實驗流程共分為兩個步驟，

二甲基矽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之模

仁製作及微接觸壓印。PDMS模仁製作實驗流程如

圖2所示，先以光學微影及蝕刻技術製作母印模仁

(Master mold)，首先於矽晶圓為母印模仁之基板，

矽基板上旋轉塗佈光阻，利用光罩之圖案以黃光

微影曝光機進行微影，以顯影劑去除光阻得到結

構，完成光阻之圖案定義，再以反應式離子蝕刻

(Reaction ion etch, RIE)以光阻為蝕刻遮罩進行非

等向性蝕刻，完成母印模仁之結構，將光阻去除，

並利用抗沾黏處理減少母印模仁之表面能，有利

於PDMS翻印時順利脫模。接著以型號Sylgard 184

之PDMS的硬化劑與主劑以1:10的比例混合，經均

勻攪拌後灌入母印模仁，並利用真空幫浦抽氣去

除攪拌的氣泡，完成後置放於室溫下一天，等待

PDMS硬化即可進行脫模動作。 

微接觸壓印製程中，選用的金蝕刻液為 0.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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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 代 硫 酸 鈉 (Na2S2O3) 、 10 mM 鐵 氰 化 鉀

(K3Fe(CN)6)、1 mM 亞鐵氰化鉀(K4Fe(CN)6·3H2O)

及 1 M 氫氧化鉀(KOH)組成，溶劑為去離子水，

因為金蝕刻液具有光敏感性，照光後會釋出氰化

物，因此進行實驗時必須避光並且穿著適當防護

措施。此外，製程中的自組裝分子墨水為十八烷

基硫醇(Octadecanethio, ODT)濃度 10 mM，溶劑為

無水酒精。微接觸壓印實驗流程如圖 3 所示，首

先將 PDMS 模仁浸潤於自組裝分子墨水一小時，

使自組裝分子鍵結於 PDMS 模仁表面上，接著將

PDMS 模仁壓印於鍍有金薄膜之藍寶石基板上 10 

s，待墨水轉印至金薄膜後，移除 PDMS 模仁，留

下圖形化的自組裝分子膜於金薄膜上作為蝕刻遮

罩層，最後將基板浸入金蝕刻液中進行濕蝕刻，

金薄膜的蝕刻速率約為 3-4 nm/min[14]，因此蝕刻

時間可依據金薄膜厚度進行調整，完成金圖案定

義。 

（三）選區成長氧化鋅奈米線 

結合氧化鋅奈米線的製備成長與微接觸微影

法進行選區成長氧化鋅奈米線，實驗流程如圖4所

示，以電子槍蒸鍍一層金薄膜於藍寶石基板上，

接著以微接觸微影法定義金薄膜圖形，最後成長

氧化鋅奈米線完成選區成長。 

 

(a) (b)

(c)

Master mold

PDMS

PDMS

 
圖2 PDMS 模仁製作流程： (a) 母印模仁、

(b)PDMS 灌注於母印模仁 (c) 脫模後之

PDMS模仁 

 

(a) (b)

(c)

PDMS

ODT

PDMSAu film

Substrate

Substrate Substrate

(d)
 

圖 3 微接觸壓印流程：(a)自組裝分子鍵結於

PDMS 模仁表面上、(b)PDMS 模仁壓印於

基板上、(c)移除 PDMS 模仁、(d)金蝕刻完

成金圖案定義 

 

(a) (b)

(c)

ODT

Au film

Sapphire

Sapphire

(d)

Sapphire

Sapphire

ZnO

 
圖 4 選區成長氧化鋅奈米線流程：(a)藍寶石基

板、(b)電子槍蒸鍍金薄膜於基板上、(c)微

接觸微影法、(d)氧化鋅奈米線選區成長 

三、結果與討論  

（一）氧化鋅奈米線的製備成長 

本研究之實驗目的為選區成長垂直氧化鋅奈

米線陣列，因此本實驗先驗證成長垂直氧化鋅奈

米線之可行性，根據理論，若材料間晶格匹配，

氧化鋅奈米線可垂直成長於基板表面，若晶格不

匹配，氧化鋅奈米線則會呈現無方向性成長，表1

為氧化鋅與藍寶石之晶格常數，將藍寶石以a面

(a–Plane)方向排列，與氧化鋅之間的晶格不匹配度

將可減少至26.8%，因此藍寶石基板上成長之氧化

鋅奈米線呈現垂直成長，本實驗成功地合成垂直

氧化鋅奈米線如圖5所示，其中藍寶石基板上的金

薄膜厚度為7 nm，氧化鋅與石墨粉末的混合物重

量1 g。 

 

表1 氧化鋅與藍寶石之晶格常數 

材料 晶格常數 a 晶格常數 c 

氧化鋅 3.2498 A 5.2066 A 

藍寶石 4.758 A 12.991 A 

 

 
圖 5 垂直於基板之氧化鋅奈米線 

（二）微接觸微影 

以光學微影及蝕刻技術完成的凹穴陣列圖案

之母印模仁如圖6所示，其凹穴的寬度為4 m，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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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之間距為8 m，因為在RIE蝕刻製程中側壁有有

側向蝕刻的問題，所以得到的結構準直性較差，

造成凹穴的側壁並非非常準直，側壁呈現圓弧

狀，然而陣列結構排列整齊，未來可以改用蝕刻

準 直 性 較 佳 的 感 應 偶 合 反 應 式 離 子 蝕 刻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reactive ion etching, 

ICP-RIE)，提高母印模仁的品質。 

藉由母印模仁之翻模，完成的PDMS模仁如圖

7所示，其圖形為陣列排列且結構一致，但由局部

放大圖可發現結構的輪廓呈現梯形狀，這是因為

母印模仁的結構本身不準直所造成，然而在接下

來的微接觸壓印中，僅使用模仁的頂部結構進行

實驗，而頂部結構相當平坦，因此不會影響微接

觸實驗，頂部的寬度為4 m。 

實驗中以電子槍蒸鍍系統沉積7 nm之金薄膜

於藍寶石基板上，在微接觸壓印中，壓印時間為

10 s，金蝕刻的時間為3分鐘，所得之金薄膜圖形

如圖8所示，可發現PDMS模仁圖案順利轉印至金

薄膜上，得到陣列排列之圖案，但由局部放大圖

觀察，金薄膜寬度約為6 m，與PDMS模仁的結構

寬度並不相符，表示在轉印的過程中發生自組裝

分子擴散的現象，可以減少壓印時間來避免擴散

問題；此外，有部分金薄膜有破損的現象，這是

因為轉印至基板上的分子膜有缺陷存在，金蝕刻

液從缺陷部位攻擊金薄膜，而當金薄膜被蝕刻液

帶走，分子膜也會跟著脫離表面，使得金薄膜破

損的狀況更加嚴重，此種行為稱之孔蝕現象

(Pitting)，也就是自組裝分子沒有均勻地從PDMS

模仁上轉印至金薄膜上，圖案上有些自組裝分子

沒有覆蓋到，因此造成蝕刻時無法保護金薄膜，

這部分可以藉由壓印的力量提升或壓印的時間增

加，提高自組裝分子轉移至金薄膜上，由此可見，

壓印的時間對於微接觸微影的影響相當重要。 

 

 
圖 6 母印模仁：(a)SEM 圖，(b)局部放大圖 

 

 
圖 7 PDMS 模仁：(a)SEM 圖，(b)局部放大圖 

 

 
圖 8 金薄膜圖形：(a)SEM 圖，(b)局部放大圖 

（三）選區成長氧化鋅奈米線 

結合氧化鋅奈米線的製備成長與微接觸微影

法所定義之金薄膜圖形，進行選區成長氧化鋅奈

米線，結果如圖9所示，顯示並無選區成長之圖

形，觀測發現分別有氧化鋅複合結構以及氧化鋅

奈米牆，根據文獻[15]，在非常薄的金薄膜厚度(約

0.4 nm)狀況下會成長氧化鋅奈米牆，因此推斷本

次實驗在接觸微影實驗中的金蝕刻並未蝕刻完

全，金殘留於未定義區域。因此於實驗中將微接

觸微影中的金蝕刻時間延長為4分鐘，目的為去除

非定義區域的金殘留層，實驗結果如圖10所示，

觀察到部分的氧化鋅奈米結構有呈現陣列圖形排

列，由局部放大圖發現其結構為複合型，並非垂

直成長之，而且在無定義圖形之區域存在少許的

氧化鋅奈米線，對照氧化鋅奈米線的製備成長與

選區成長氧化鋅奈米線，奈米線的成長實驗參數

皆相同，差異僅為金薄膜圖形定義，但是合成之

氧化鋅奈米線結構卻有極大差異，歸納原因可能

為微接觸壓印的金蝕刻時間即使提高到4分鐘仍

未能完全去除，因此未定義圖案的基板仍殘留非

常薄的金；另外以原子力學顯微鏡(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量測金薄膜的表面輪廓如圖11

所示，發現金薄膜的膜厚不均勻，表面粗糙度不

良可能也是影響氧化鋅奈米線垂直成長的因素。

因此實驗必須再提高金蝕刻的時間，並且須注意

蝕刻的清潔流程，避免金殘留於未定義區域，此

外，轉印至基板的分子膜若有缺陷存在，金蝕刻

液會從缺陷部位攻擊金薄膜，所以要注意壓印的

時間。 

 

 
圖 9 氧化鋅奈米結構：(a)複合結構，(b)牆狀結構 

四、結論  

本研究提出以微接觸微影法定義金薄膜圖

形，接著使用氣液固成長法合成氧化鋅奈米線，

可完成選區成長垂直氧化鋅奈米線陣列，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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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於藍寶石基板上合成垂直氧化鋅奈米線，微

接觸微影法以壓印時間10秒，蝕刻時間4分鐘，成

功轉印自組裝分子膜於藍寶石基板，並完成金薄

膜圖形之定義，而選區成長垂直氧化鋅奈米線陣

列未能完整定義，可能是金殘留於未定義區域及

金薄膜粗糙度過高所造成。 

 

 
圖 10 氧化鋅陣列結構：(a)選區成長、(b)局部放

大圖 

 

 
圖 11 金薄膜之表面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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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鈀合金探針為晶圓測試常使用的測試媒介，藉由探針與受測焊墊的直接接觸，將電氣

訊號傳遞至測試機上，以判斷晶片電路的良窳。測試過程中，每組探針需施予 150mA~2A

的電流量，並在 2~5g 的探針接觸壓力、1~2 歐姆的接觸阻抗下，完成焊墊的刮擦行為。

但是，不當的電氣條件會使探針因電熱效應，而發生軟化或燒針的現象。本研究規劃進行

探針導電實驗，利用數位攝影機記錄探針的電熱過程；然後，依設定的時間間隔擷取探針

的彩色影像，分析影像的RGB模型，應用影像處理方法建立鈀合金 Cobra探針的影像-電

能模型。實驗結果發現：4mil直徑的鈀合金探針在施以 2.0A電流時，電能達到 3.84 焦耳

時，開始有了顏色上的變化；當輸入電能超過 13.44焦耳時，探針會因高熱而轉成橙紅色。

瞭解了探針的電熱反應，才能設定適當的電氣測試參數，發揮最佳的功能。 

關鍵詞: 鈀合金探針、影像處理、電熱效應、電能 

An Image-Electric Energy Model of a Palladium 

Alloy Needle Used in Wafer Pro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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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wafer testing, a palladium alloy needle usually adopts as a testing medium, which delivers the 

electric signals of the detected welding pad to the testing machine by directly contacting, to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electric circuit on the wafer chip. Each needle applies a current of 150mA 

~2A, and under a contact pressure of 2~5gram and a resistance of 1~2 ohm to finish the scrub 

motion on the welding pad. However, improper probing conditions cause a needle softening or 

burning from electrothermal effect. This study implements a series of conductive experiments 

simulating the contact situation to observe the electrothermal reactions in probing. A digital 

video camera was first used to record the conduct process, and then a great deal of colored image 

was captured in a specified time interval. By analyzing the RGB components of the images, an 

image-electric energy model was developed for the palladium alloy cobra needl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edle begins turning into yellow when the electric energy up to 3.84 Joules. 

As the input energy increases, the needle turns to orange-red when the energy reaches 13.44 

Joules. Understanding the electrothermoal reaction of the needle is helpful for setting the proper 

probing parameters to obtain the optimal performance.  

Key words: palladium alloy needle, image processing, electrothermal effect, electric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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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探針卡」為「晶圓測試」產業的關鍵組

件，受測晶粒的電路狀態，需透過固定於探針

卡探針模組上的微探針做為接觸媒介，測試其

電氣特性。晶圓測試時，藉由探針卡上的密排

探針，直接剌於焊墊上形成電路接點，使其得

以對個別晶片進行電路測試。目前，垂直式

Cobra 探針為陣列式焊墊產品的最佳選擇(參圖

1)。 

 

圖 1 垂直式探針結構圖  

Borz 與 Rincon[1] 提出針尖與焊墊的接

觸理論，並探討測試過程中溫度的上升量對探

針接觸阻抗的影響。針對鋁質焊墊的實驗顯

示，鎢針、鎢錸針在高溫下進行針測，接觸電

阻很快就變大；而鈹銅針在高溫下的表現相對

較為穩定。中正大學 施孟鎧[2] 以實驗方法探

討懸臂式探針的材質與焊墊接觸電阻的關係，

以及在多次針測後，探針針尖沾黏對接觸電阻

穩定性的影響。並建立多層次探針卡的有限元

素模型，模擬探針卡的針測過程。黃惟孝[3] 利

用接觸電阻來量化針尖的沾污程度，並藉以判

定探針是否正常針測。鎢質探針和銅箔之間的

接觸電阻值為 100 毫歐姆，針測行徑達 45μm

時量測的電阻值可趨於穩定；而經過三萬次針

測的探針其接觸電阻值會超過 1 歐姆，就必須

要進行清針的動作。  

Chang 與 Choi[4] 建立懸臂式探針的有限

元素模型，分析針尖的針測偏移量與接觸壓

力，獲得合宜的微探針的幾何設計。張浩元等

[5] 建立加長型懸臂式探針有限元素模型，利

用數值模擬工具以田口方法進行幾何優化設

計，以減少刮痕長度、降低探針挫屈風險。中

正大學 鄭芳茂[6] 探討在不同溫度環境條件

下，改變針測行程對焊墊刮痕的影響，實驗的

探針包括：鎢探針與鈹銅探針。劉士銘[7] 以

微拉伸試驗機設置針測焊墊測試裝置，分析不

同入射角度與針測行程所產生的刮痕形狀與尺

寸，並建立懸臂式探針的單針有限元素模型，

找出適當的多層次探針之排列方式。 

Min 與 Kim[8] 指出垂直式探針的幾何設

計攸關探針的拉力控制(tensile control)，主要有

三個部份的尺寸，包括：探針高度、偏距、針

徑，並根據 300 筆實驗數據，建立三層式的類

神經網路微探針拉力模型，以得到最佳的探針

高度與偏距。清華大學  陳國明 [9] 探討

「Probe-before-bump」垂直式探針之針測壓痕

深度。 

目前，尚未見晶圓測試用微探針之「電熱

效應」研究發表。本文執行 Cobra 探針之導電

實驗，以數位攝影機記錄實驗探針的電熱過

程，應用影像處理方法擷取電熱影像，觀察不

同電能狀態下的電熱反應，建立影像-電能模

型；並得到分析探針的理想測試參數與臨界測

試時間。 

二、 Cobra 微探針 

垂直式探針卡最常使用的 Cobra 探針為

IBM 於 1977 年的專利，頂部與端部為圓形截

面，儲存能量的針身部分為矩形，Hauck 等[10] 

進行垂直式晶圓探針的非線性挫屈分析，根據

尤拉公式，臨界負荷為： 

2

2

)( lK

EI
F

i

c




              (1) 

其中，Ki 為有效長度因子，垂直式探針的受力

行為屬於第三類尤拉問題：一端固定、一端銷

接，Ki= 0.699156。本研究設定 4mil 直徑的

Cobra 探針為分析標的物，圖 2 為放大 10 倍的

實物圖，黑色的圓為 1.0mm 之標準圓。 

三、 電能原理 

焦耳定律(Joule’s Laws)[11] 是定量說明傳

導電流將電能轉換成熱能的定律。1841 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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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物理學家 James Prescott Joule 發現載流導體

中產生的熱量(稱為焦耳熱)與電流的平方、導體

的電阻和通電時間成比例，其方程式為： 

2( )W U Pt I Rt VIt Vq          (2) 

 

圖 2  Cobra 探針圖 

其中 W(=U) 為電能即電位能、P 為電功率、t

為時間、I 為電流量、R 為電阻、V 為電壓、q 指

電荷量。電位能公式亦可表示為： 

1 2

0 12

1

4

q q
U Vq

r
            (3) 

其中， 12 2 1r r r  是兩個點電荷 1 2,q q 之間的

距離。 

四、 彩色影像處理 

影像量測在光源與取像技術的改善，使得

它的應用層面有了很大的進展。 Pfeifer 與

Wiegers[12] 整合高解析度的 CCD camera 與

LED illumination 架構機器視覺系統，並提出

影像最佳化方法用來量測刀具磨耗，加工物件

的輪廓量測也可精確的獲得；Lee 等[13] 建立

影像視覺系統量測複合材料微沖剪製程產品的

毛邊情形，以判定模具切刃邊狀態；Dworkin 與

Nye[14] 發表應用影像量測方法，建構熱鍛(hot 

forging)製程成形件的非接觸輪廓檢測設備。 

RGB 色彩模型中，每種色彩是以紅、綠、

藍的主要頻譜成分來顯現，此空間模型是建立

在直角座標系統的基礎上。所感興趣的色彩子

空間如圖 3 中所表示的立方體，其中 RGB 值

是在三個頂點上，而青色、紫紅和黃色是在另

外三個頂點上，黑色在原點上，而白色是在離

頂點最遠的頂點上。在此模型中灰階是從黑色

到白色沿著連結這兩個點之間的線，此模型中

的不同色彩是位於立方體上或內部，並且用原

點出發的向量來延伸定義，為了方便，我們假

設所有色彩值已經被正規化，使得該立方體轉

換成單位立方體，所有 RGB 的值都假設在(0,1)

的範圍中。 

以 RGB 彩色模型表示的影像是由三個分

量影像所組成，每一個原色對應一個分量影

像，每個原色從最暗到最亮共有 256 種明暗度

變化，數值為 0 的時候最暗，255 時最亮，而

這三原色組合可產生出 16,777,216 的顏色。當

送入 RGB 顯示時，這三幅影像在螢幕上組合

起來產生一幅複合的彩色影像。 

 

圖 3  RGB 彩色空間[15] 

配合對比加強(contrast enhancement)、空

間 濾 波 (spatial filtering) 、 去 除 雜 訊 (noise 

reduction)等影像處理功能的應用，可以根據所

擷取的彩色影像與相應的電能資料，建立微探

針的「影像-電能模型」。本研究以 Matlab 7.11

為系統程式。 

五、 Cobra 探針導電實驗 

(一)  實驗設備與規劃 

本研究製作一實驗探針設置模組，用以固

定探針夾具與導電鋁片(參圖 4)，以直流電源供

應器施予電流，導通實驗探針及鋁片，於光學

顯微鏡下，以 10 倍的放大倍率觀察探針的電熱

反應(參圖 5)。圖中的探針夾具由低阻值材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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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裝上探針後，探針、夾具及鋁片的總電阻

值為 2.1；不夾持探針時，電阻值為 0.3；

本實驗 4mil 直徑鈀合金 Cobra 探針的電阻值約

為1.8。根據電功率的定義，規劃 11 組不同

測試電流的導電實驗，如表 1 所列。 

本研究以數位攝影機(SONY HDR-SR12)

記錄探針的電熱過程，配合影像擷取軟體

(ExtraPlayer)，每秒鐘的影像資料可以擷取 60

張彩色圖像。 

 

圖 4  探針設置模組 

 

拍攝

負電源 正電源

數位攝影機 光學顯微鏡

探針放置模組

直流電源供應器

放置

 

圖 5  實驗配置圖 

 

 

 

 

表 1  實驗參數與數據 

Exp. 

電 

流 

量 

(A) 

 

探

針

功

率 

(W) 

反應時間(1/60 秒) 

R=88 
G=111 

B=123 

R=136 
G=119 

B=110 

R=133 
G=96 

B=113 

R=222 
G=102 

B=77 

    
Exp-1 1.0 1.80 1640 - - - 

Exp-2 1.1 2.18 760 - - - 

Exp-3 1.2 2.59 290 - - - 

Exp-4 1.3 3.04 117 - - - 

Exp-5 1.4 3.53 54 310 - - 

Exp-6 1.5 4.05 51 240 - - 

Exp-7 1.6 4.61 50 103 - - 

Exp-8 1.7 5.20 48 71 1720 - 

Exp-9 1.8 5.83 39 48 63 - 

Exp-10 1.9 6.50 37 43 55 - 
Exp-11 2.0 7.20 32 39 45 53 

每組實驗的標準導電時間為 30 秒，為了觀

察探針的使用極限，Exp-11 為持續的通電，至

探針融化為止。 

(二)  實驗結果 

圖 6 所示為 Exp-11 所擷取的彩色影像，

在圖示的區域中，觀察它們的 RBG 模型變化

(圖 7)，發現： 

(1) 當導電 0.533 秒時，輸入電量達 3.84J 時，

探針影像的顏色開始偏綠，R=88、G=111、

B=123，列為第一個觀察點； 

(2) 當導電 0.65 秒時，輸入電量達 4.68J 時，

影像的 R 值急遽上升，此時 R=136、

G=119、B=11，影像開始轉褐色，列為第

二個觀察點； 

(3) 當導電 0.733 秒時，輸入電量達 5.28J 時，

影像的 G 值明顯下降，此時 R=133、G=96、

B=113，影像轉紅色； 

(4) 當導電 0.866 秒時，輸入電量達 6.24J 時，

影像的 R 值再次急遽上升、B 值明顯下

降，此時 R=222、G=102、B=77，影像轉

橙紅色。 

根據第一個觀察點(R=88、G=111、B=123)、第

二個觀察點(R=136、G=119、B=110)、第三個

觀察點(R=133、G=96、B=113)及第四個觀察點

(R=222、G=102、B=77)的影像特性，觀察各組

實驗的相應導電時間點，歸納出能量曲線，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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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88,G111,B123 
 

(b)R136,G119,B110 

 
(c)R133,G96,B113 

 
(d)R222,G102,B77 

圖 6  Exp-11 電熱影像圖 

(三) 實驗討論 

圖 8 為四個觀察點的能量曲線，我們發現：

隨著實驗電流的增加，到達探針顏色變化點的時

間會明顯的降低，當測試電流在 1A 時，在 102.5

秒 (1640/60) 的時間內，探針顏色就開始有變

化，如欲保持原有的探針強度，這是第一個需要

觀察的點。當測試電流達到 1.4A 以上時，在 5.17

秒 (310/60) 的時間內，探針顏色產生第二種變

化，這是第二個需要觀察的點。當測試電流達到

1.7A 以上時，在 28.67 秒 (1720/60) 的時間內，

探針顏色產生第三種變化，這是第三個需要觀察

的點。當測試電流達到 2A 以上時，在 0.88 秒 

(53/60) 的時間內，探針顏色產生第四種變化，

這是第四個需要觀察的點。 

影像的 R 是個值得觀察的因子，如圖 9 所

示，當輸入電流量為 1.7A 時，R 值在第一個觀

察點後，即使時間加長，它的變動並不明顯，保

持在 80 左右；但是，當電流量增大到 1.8 與 1.9

時，R 值也提高至 150 左右。觀察 Exp-11 的 R

值曲線，第二波的 R 值增量發生在 0.75 秒時；

當時間增至 1.01 秒時，R 已達 255，已處於高熱

狀態；然而，直到 149.56 秒時，探針融化成為

液態。 

 

圖 7  Exp-11 RGB 模型 

 

圖 8  四個觀察點的能量曲線圖 

 

圖 9 電流量 1.7A,1.8A,1.9A, 2.0A 之 R 值分佈圖 

六、 結論 

本研究完成4mils直徑鈀合金Cobra探針的導

電實驗，應用影像處理技術觀察設定時間點的電熱

反應，建立影像-電能模型；根據 RGB 影像模型，

可以瞭解得到探針於測試過程的電能狀態。然而，

直接以數位攝影機所得到的影像偏藍，可以再利用

影像方法改善影像的品質。微探針的溫度為電能轉

換為熱能的理想評估指標，未來擬更深入的擴展成

微探針影像-溫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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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Zero-Pole Model 與 Gabor Transform 偵測指

紋奇異點 

柯儒、李志仁*、陳俊榮、孫振東、楊泰寧、周立平、蔡昌隆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Email:cjlee@faculty.pccu.edu.tw 

摘要 

 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一個指紋奇異點偵測系統，此系統能正確的找出中心點與

三角洲所在的位置。本論文主要是結合 zero-pole model 和 Gabor transform 來偵測指

紋中的奇異點。我們利用 zero-pole model 的特性，可以有效偵測出指紋中奇異點所

在的區塊，再針對這些候選區塊，利用 Gabor transform 來偵測區塊中奇異點真正的像

素位置。此系統將可以有效的偵測到奇異點，使得指紋比對系統能更精確地克服旋轉

與平移的問題，並且加快比對效率。所以所提出的奇異點偵測系統，對往後的指紋比

對作業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關鍵字: Zero-Pole 模組，霍式轉換，蓋波轉換 

Combine Zero-Pole Model and Gabor Transform to 

Detect Singular Points in Fingerprints 

Ru Ko, Chih-Jen Lee*, Chun-Jung Chen, Jenn-Dong Sun, Tai-Ning Yang, Li-Ping Chou, Chang-Lung 

Tsai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system of singular point detection in fingerprints. The system 

can detect core and delta accurately. The paper combines zero-pole Model and Gabor 

transform to detect singular points. At first, we apply zero-pole model to find efficiently some 

candidate regions including singular points. Then we use Gabor transform to detect singular 

points in pixels. This system can overcome the problems from rot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cisely 

and efficiently. So the proposed method will result in more stable work for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Keywords: Zero-Pole Model, Hough Transform, Gabor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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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奇異點（指 Core 和 Delta）被當作一枚指

紋的特徵，且不受旋轉、平移、放大、縮小的影

響。奇異點常用於指紋分類與索引，[1]、[2]、[3]

用來減少指紋資料庫比對的時間，而 Kawagoe 和

Tojo [4]，則建議使用 Poincare index 來進行偵測

奇異點，但 Poincare 只能偵測到 block-level 的位

置，在[5]中，Sherlock 和 Monro 透過 Zero-Pole 

Model 模擬出一枚模擬指紋方向場，Zero-Pole 

Model 可以很好的解釋指紋流向。然而，在實際

的指紋中，我們使用 Zero-Pole Model 來描述實

際的指紋，在距離奇異點較遠的指紋流向，會有

一些彎曲，但是 Zero-Pole Model 還是可以很好的

解釋一枚指紋紋路。最後在 [6]中提到，使用

Zero-Pole Model 結合 Hough transform 的指紋

奇異點偵測系統，可以有效的偵測到奇異點所在

區塊。  

 

二、結合 Zero-Pole Model 與 Hough 

transform 偵測指紋奇異點中心 

(一) Zero-Pole Model 

在[6]中，使用奇異點的數量和座標位置，

當作 Zero-Pole Model 的參數，因此透過以下公

式得到，其定義如下: 

o(z)=〔𝑜∞ + 
1

2
× ( ∑ arg(𝑧 − 𝑧𝑐𝑖)𝑘

𝑖=1 − ∑ arg(𝑧 −𝐿
𝑗=1

𝑧𝑑𝑗) )] mod π        (1) 

在模擬的方向場中，任意區塊的方向，受到

離他最近的奇異點影響最大，相對的，每一個奇

異點決定了鄰近的有限區塊 N 的方向，接著，我

們透過 Zero-Pole Model 模擬出一枚模擬指紋方

向場如圖 2.1，由圖中可以看到，越靠近奇異點的

部分，其紋路間的變化越大，在距離奇異點較遠

的部分，其紋路間的變化越小。 

 

 

圖 2.1 

 

(二) Hough transform 偵測奇異點位置 

在 Zero-Pole Model 複數平面中的模擬指紋

方向場，我們將 core 表示成𝑧𝑐，而 point 𝑧1，𝑧2分

別為模擬指紋的各任一區塊位置，透過第一段公

式(1)我們將𝑧1和𝑧2各別和奇異點的相對位置與數

量經過計算後，可以得到𝑧1和𝑧2的方向紋路為𝑜𝑧1

和𝑜𝑧2，定義如下： 

𝑜𝑧1 = [ 𝑜∞ +  0.5 × arg (𝑧1 − 𝑧𝑐) ]mod π     (2) 

𝑜𝑧2  = [ 𝑜∞ + 0.5 × arg (𝑧2 − 𝑧𝑐) ]mod π    (3) 

在論文[6]中，我們將公式化簡為 

𝑥𝑐 = 𝑥1 + 𝑟1 × cos (𝑜1)     (4) 

𝑦𝑐 = 𝑦1 + 𝑟1 × sin(𝑜1)      (5) 

𝑟1 = cos(𝑜1) × [
cos(𝑜)

sin(𝑜)
× (𝑦1 − 𝑦2) − (𝑥1 − 𝑥2)] 

+ sin(𝑜1) × [− 
cos(𝑜)

sin(𝑜)
× (𝑥1 − 𝑥2) − (𝑦1 − 𝑦2)] 

(6) 

其中 o = 2 × (𝑜𝑧2 − 𝑜𝑧1 )、𝑜1範圍為 0 到π，

將以公式(2)(3)簡成(4)(5)(6)的目的在於，原公式

(1)中𝑧1和𝑧2各別和奇異點的相對位置與數量經過

計算後，可以得到𝑧1和𝑧2的方向，因此在公式

(4)(5)(6)中，可以利用𝑧1和𝑧2之間的位置與角度，

反向解出 core 的位置，但是在簡化的過程中，我

們無法確切指出，𝑧1和𝑧2間 curve 的為多少，因

此，利用此公式必須畫出一個 range 為(0，π)之間

的 curve(圓曲線)，這些 curve 上的所有點，皆為

奇異點的候選點，之後反覆地進行以上的動作，

透過 Hough transform 來找出累計最多次數的

point z，最後這個 z 點就是我們所要找的奇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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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由圖 2.2 可以看到，透過三個點𝑧1、𝑧2和𝑧3分

別劃出𝑧1和𝑧2、𝑧1和z３、z２和z３之間的 curve。 

 

圖 2.2 

接著我們將先針對 Zero-Pole Model 模擬方

向場進行偵測，每一點𝑧1與其範圍 N 內的𝑧2進行

計算，因每一個奇異點影響其鄰近區塊的方向，

我們可以從圖 2.2 中看到其 Hough transform 在奇

異點周圍，累積值是大於一般紋路，因此我們可

從最大累積值得到奇異點的位置，我們在針對實

際指紋方向場進行偵測，由圖 2.2 可發現，在實

際指紋的偵測中，其 Hough transform 無法像

Zero-Pole Model 模擬方向場偵測時來得集中，這

是因為Zero-Pole Model 能夠很好的描述指紋紋

路，但是在實際指紋方向場中，距離奇異點較遠

的紋路會有彎曲的現象，而且指紋影像本上也可

能會有雜訊的影響，因此，在進行偵測時，會有

擴散與偏移的現象，最後我們可以偵測到奇異點

的區塊位置。 

 

三、局部指紋影像與 Gabor Transform 

(一) Gabor Transform 

蓋伯濾波器(Gabor filters)是模擬人的視覺

皮層組織細胞，蓋伯濾波器能夠偵測輸入訊號的

方向和頻率，並且這些資訊可以直接從灰階影像

中萃取出來，直接簡化與加速整個萃取過程[7]。

因此我們提出以主要蓋伯濾波器的概念，進行重

要特徵的濾波效果，其二為函數公式如下： 

 𝐺𝑝𝑞𝑟𝑠(x,y)=exp[-
(𝑥−𝑝)2+(𝑦−𝑞)2

𝜎2 ]×
2𝜋𝑗(𝑥𝑟+𝑦𝑠)

𝑁𝑓
 

其中 j=√−1、p,q=0,1,…𝑁𝑠 − 1 且 

r,s = −
𝑁𝑓

2
+ 1,−

𝑁𝑓

2
+ 2,…-1,0,1,…

𝑁𝑓

2
+ 1,

𝑁𝑓

2
 (7)  

在空間域裡，Ns表示空間樣本的取樣數量，

(p，q)代表空間樣框的中心，則決定空間樣本框

的範圍。在間距域中，Nf表示間距空間樣本的取

樣數量且(r，s)表示間距中心的位置。而蓋伯濾波

器的方向角度和間距長 f 分別可以使用𝑡𝑎𝑛−1(
s

r
) 

和√
s

Nf

2
+

r

Nf

2
求出。   

在圖 3.1 中，我們可以證明空間間距展開時

彼此的關係表示，我們設定好空間樣本的數量，

空間間距樣本的數量和空間樣框的適用範圍(可

用 x 軸和 y 軸來設定)。在圖 3. 2 中顯示的是由Ns 

=Nf=16 的蓋伯濾波器的實部圖，其中我們可以

很明顯的看到蓋伯濾波器的方向和間距特性。 

 

圖 3.1 蓋伯濾波器間距空間的參數 

 

 

圖 3.2 完整蓋伯濾波器實部影像 

 

我們可以得知局部的指紋影像有類似的方

向和間距，為了分析指紋影像在間距空間域中所

產生的現象，我們使用傅利葉轉換來轉換指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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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並觀察他們的頻譜。每個對應(r，s)的蓋伯濾波

器反應值 R 定義如下： 

R (r，s)  =∣ ∑ ∑ I (x，y) Gpqrs(x，y)
Ns

q

Ns

p
(8) 

其中 I 為 Ns × Ns 大小的輸入影像 

 

每一種局部紋路走向，有屬於它在全域的蓋

伯濾波器中的高峰反應值，當我們使用蓋波基底

函數與局部指紋方向做濾波處理時，在方向與頻

率越符合的地方，他的反應值會越高，反之，在

頻率與方向越不符合處，他的反應值則越低，因

此我們利用這個特性，在位於 core 和 delta 的地

方，它們的局部指紋流向，是由多種流向所組成，

而非單向，所以我們可以得出與 core 和 delta 相

對應的蓋伯濾波器反應值是較平均且分散的。 

 

(a)

 

(b) 

圖 3.3 (a)原始指紋影像和(b)對應各種局部紋路

走向的反應值 

 

 
(a)                (b) 

圖 3.4 奇異點中心與 Gabor 反應圖 

 

我們使用 Gabor Transform 奇異點偵測系統

來進行偵測，利用 Core 和 Delta 紋路較一般紋路

複雜的特性，奇異點的反應值是分布於各個頻率

與方向如圖 3.4，而一般指紋流向的反應值，則是

集中在某一方向與頻率中如圖 3.3，且反應值較高，

最後取出可疑區塊中的 maximum 反應值，就是

最後所偵測到的奇異點位置。 

圖 3.5 與圖 3.6 為中心點局部指紋紋路流向

與三角洲局部指紋紋路流向的 Gabor Transform

反應。 

 

 

(a) 

 

(b) 

圖 3.1 (a) 中心點 (b) 中心點之 Gabor 

Transform 

 

       

(a) 

    

(b) 

圖 3. 6 (a) 三角洲 (b) 三角洲之 Gabor 

Transform 

 

四、實驗結果 

藉由 Zero-Pole Model 的特性，使用 Hough 

transform 偵測出奇異點所在可疑區塊的位置，再

針對這些可疑區塊，使用 Gabor Transform 奇異點

偵測系統來進行偵測，進而偵測到奇異點的像素

點位置。 

我們所使用的指紋資料庫為 NIST-4，每一

枚指紋大小皆為 512×512 pixel，NIST-4 指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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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是受到很多雜訊與破壞的指紋影像圖，我們

所使用的環境為 Matlab 2010，電腦為 2.4GHz 

3MB L3 cache，在我們的偵測系統中，第一部分，

我們使用 Gradient 來描述指紋的方向場，在第二

部分，我們使用 Hough Transform 偵測系統，進

行指紋奇異點的偵測，在指紋影像裡，每一個區

塊的大小為 16x16，在進行偵測時，任意區塊都

可以當作𝑧1，並且以𝑧1點為中心，與周圍範圍 N

內的任意點，都可以假設為𝑧2，在分別針對每一

對𝑧1𝑧2進行 Hough Transform 偵測，以多數決的

方式，最後可以從反應圖中發現，累積max的值，

即為偵測奇異點的可疑區塊如圖 4.1 (b)(c)，在實

際指紋的偵測時，所偵測到的 core 點區塊，會有

些偏移的現象，但是在針對 delta 點進行偵測時，

偏移現象並不會像 core 點來的明顯。在偵測的第

二部分，我們可以得到 core 和 delta 的最大值，

在圖 4.1(a)中我們可以發現，whorl 類型的指紋，

都有兩個 core 和兩個 delta，在這部分，我們針對

Hough Transform 的部分，設定一個 threshold 值，

threshold 的用意在於，保留高反應值的部分，

因為同一枚指紋的兩個奇異點 Hough Transform

反應值是很接近的，以此透過 threshold 的方式，

保留高反應值的部分，在進行偵測系統第三部分

的 Gabor Transform 偵測。 

在第三部分中，藉由上面第二階段所偵測到

的奇異點可疑區塊，如圖 4.2，我們再針對這些可

疑的區塊，進行 Gabor Transform 偵測，Gabor 

Transform 主要是藉由各種流向及頻率，來擷取特

徵點，對於較複雜的紋路，會產生各個頻率都會

有反應的現象，因此我們針對可疑區塊裡的每一

個像素點位置，進行 Gabor Transform，一個 Gabor 

Filter 的 Block size 大小為 64 × 64，Gabor Filter

可以產生各種頻率與方向的紋路，將這些紋路，

與實際的局部指紋區塊進行轉換，其局部指紋區

塊大小為 64 × 64，中心點為(x， y)，最後轉換

後的反應值即為(x， y)位置的反應值，對於可疑

區塊內的每一個像素點位置進行轉換，最後會得

到可疑區塊內所有像素點的反應值，其最大值即

為奇異點像素點位置，如圖 4.3。 

 

 

(a)                     (b)                     (c) 

圖 4.1 (a)實際指紋 (b)Core Hough Transform (c)Delta Hough Transform 

   

   (a)             (b) 

圖 4.2 (a)core 可疑區塊 (b)delta 可疑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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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3 (a)奇異點 (b)奇異點之 Gabor Transform 

 

表 1 

Method Block 

size 

Miss 

core 

Miss 

delta 

Spurious 

core 

Spurious 

delta 

Level 

Poincare 16x16 1 1 2 2 Block 

our 16x16 2 1 2 4 pixel 

 

我們使用 Gabor Transform 能偵測到像素點

位置的特性，改善了 Poincare index 只能偵測到區

塊位置的部分，但從結果可以發現使用 Gabor 

Transform 誤判的機率比 Poincare index 還要高，

這是因為，當 core 和 delta 的位置非常接近的時

候，core 的可疑區塊位置，可能會包含了 delta，

相對的，delta的可疑區塊位置，也可能包含了 core

的位置，而 Gabor Transform 對於複雜紋路的部分，

能產生良好的反應值，但是卻沒辦法分辨奇異點

的類型，並且在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使用 Gabor 

Transform 偵測奇異點時，Spurious singular 

point的機率比使用Poincare index 的機率還來的

大，這是因為當 core 和 delta 的可疑區塊若重複

的時候， Gabor Transform 最後只會將 core 或

delta 擇其一當作奇異點位置，進而造成誤判的結

果，如圖 4.4  圖 4.5。 

 

 

(a) 

     

(b)          (c) 

圖 4.4 (a)原圖(b)奇異點(c)奇異點之 G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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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圖 4.5 (a)原圖(b)奇異點(c)奇異點之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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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級連接器阻抗分析建立與驗證 

江毅成* 陳宣豪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Email: ycchiang@faculty.pccu.edu.tw 

摘要 

隨著連接器產業的轉型，跨足到車用電子領域或工業用伺服器領域，連接器開始承

受高電流負荷，而伴隨而來的溫升、電氣問題，也開始困擾著連接器廠的工程師。然而目

前企業界、學界主要使用之 CAE(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軟件，並不支援阻抗分析模

組，而本論文目的為建立軟件 CAE 之阻抗分析能力，以Abaqus 軟件為例，本研究先選定

軟件所提供之模組，再以理論推導比較之方式，求出理論公式在轉換後所呈現之關係，再

將該關係運用於軟件該模組，藉此計算出阻抗，並將模擬分析結果與理論推導及實際測試

結果比對，以確定該轉換模組之精確性。 

關鍵詞：工業級連接器、CAE、阻抗、Abaqus 

 

Industrial high-current connector resistance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Yih-Cherng Chiang, Xuan Hao Che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nector industry, branched out into the server field of 

automotive electronics field or industry, the connector to withstand the high current load, 

accompanied by temperature rise, electrical problems, began to plague the connector factory 

engineers. However, the main use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cademia CAE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software does not suppor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resistance of the module analys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mpedance analysis capabilities of the 

software, CAE, Abaqus software, for example, the software module is first selected, then the 

theoretical derivation by way of comparison, fi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heory presented by the 

formula in the converted, and then the relations used in the modules of the software to calculate 

the impedance,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results wi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st to determine 

the accuracy of the conversion module.。 

Key words: Industrial high-current connectors, CAE , resistance, Abaq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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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發展亦隨之蓬勃，電

子產品所要求的電器特性也不斷提高，由於連接

器產業的轉型，跨足到車用電子領域或工業用伺

服器領域，連接器亦開始承受高電流負荷，對於

連接器要求的電氣性能越來越嚴苛，伴隨而來的

溫升、電氣問題也導致電氣條件比起一般電流負

載連接器更為艱鉅，況且工業級高電流連接器之

規範要求皆有明確定義承載電流下所造成的溫度

提升需要小於 30 度，然而連接器並不像一般電子

元件(LED、IC 等等)皆有標明運作功率，導致一般

溫升分析軟體無法得知連接器所產生之功率，這

問題一直困擾著連接器廠的工程師。 

 

二、研就動機與目的  

 

當一個連接器從具有構想開始，直到接下來

的產品圖面設計、生產模具設計、購買產品材料、

開模製作出樣品，甚至樣品完成後所進行的眾多

機械與電氣性能測試，無一不是需要投入公司資

源之行為，而最終的產品若出現某項性能未達到

規範之標準，都將導致產品最終無法上市販售，

讓前期所投入之公司資源付諸流水，不論是人力

資源或金錢與時間，對公司而言這無疑是一份不

可忽視的傷害，而後續進行的產品改善，若是仍

然按照過去的嘗試錯誤法 (Trial and Error)進行改

善，又會在調整與訂定製造參數上，投入更多的

公司資源，而隨著時間與金錢大量的流逝，該產

品所擁有之產品生命週期亦不斷減少，甚至是可

能會出現該產品在市場上已經不具有任何生命週

期的情況下才定出符合規範之產品，這是公司所

不願見到的，因此若能採取電腦輔助分析模擬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提早在前期之設計

端就模擬出瑕疵或問題，將可以有效地節省公司

資源，以及使產品設計週期進展更為迅速，達到

產品提早上市，使產品生命週期得以延長，並且

節省下來之資源將會使開發成本有效地下降，使

產品在市場上更加具有競爭力，進而為公司帶來

更大的利益，然而目前企業界、學界主要使用之

CAE 軟件(Ansys 、Abaqus)，皆無支援計算阻抗

之分析模組，所以論文之研究目的既為藉由電學

與熱學之理論進行推導與比較評估，求出理論公

式在轉換後所呈現之關係，並將其運用於 CAE 軟

件中，以求出連接器之阻抗，進而得知連接器所

產生之功率。 

三、理論介紹  

相關基本電學理論說明如以下列出： 

（一）歐姆定律(Ohm's Law)  

    如圖 1 所示，歐姆定律主要為針對電流、電

壓與阻抗之變化關係，關係式如下： 

 

V = IR 

 

 

圖1 歐姆定律 

 

V:電壓. 單位是伏特(V) 

I :電流. 單位是安培(A) 

R:阻抗. 單位是歐姆(Ω) 

 

其中阻抗主要是定義材料或載體針對抗拒電流流

過的特性性能。歐姆定律亦可表達阻抗與物體尺

寸大小之變化關係，如圖2所示，關係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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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ρ × L

A
 

 

 
圖2 歐姆定律-阻抗與物體關係 

 

R 為載體總阻抗， 

ρ 為材料阻抗率 

L 為總長度， 

A為截面積  

 

（二）熱傳導理論 

    如圖3所示，熱傳導主要是指能量(熱能)藉由

物體相互接觸的狀態下或是同一物體兩不同溫度

之介面之間所進行的交換作用，主要介質為固體，

傳導交換方向皆是由高溫度處傳向低溫度處，熱

傳導的解析係基於傅立爾氏定律(Fourier’s law)，

主要是熱能、熱傳導係數、熱傳面積、兩物體(介

面)溫度梯度之變化關係，關係式如下： 

 

Q = −k × A ×
dT

dx
 

 

 

圖3 熱傳導理論 

 

Q ：熱傳遞量 

k ：熱傳導係數 

A ：熱傳面積 

dT/dx：溫度梯度 

 

四、模組理論推導與比較  

由於連接器並沒有標示作動功率之大小，所

以需要應用Abaqus軟體進行連接器之阻抗之計算，

進而評估出連接器之功率。然而在Abaqus分析軟

體中並沒有支援計算阻抗之模組，所以將先針對

理論公式中較為相似之理論進行推導與分析比較，

藉此求出理論公式在轉換後所呈現之關係，進而

使用Abaqus所支援之模組進行運算，來求得阻

抗。 

 

本研究所選定之理論公式為： 

 

熱傳導理論方程: 

 

Q = −k × A ×
dT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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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定律理論方程： 

 

dV = IR 
 

先針對歐姆定律進行方程式解析 

 

      dV = IR 

 

                       = I × (
ρ × L

Aw
) 

 

=> I = dV × (1
ρ⁄ ) × (A

L⁄ ) 

 

        = (1
ρ⁄ ) × A × (dV

L⁄ ) 

 

將解析後之歐姆定律方程與熱傳導理論方程進行

比對 

 

熱傳導方程 Q = k × A ×
dT

dx
 

歐姆定律方程 I = 
1

ρ⁄  × A ×
dV

L
 

 

定義:  

Q = 1 , k = 1
ρ⁄    

可以得知： 

         R =
dV

I
 

   

             =>
dT

Q
=

T

1
= T 

 

   => R = T 

 
從以上方程式推導結果得知，依照定義之參

數設定，由熱傳導模組中所計算之結果溫度變化

(T)，即為該模型之阻抗(R)。 

 

    為了驗證此模組織轉換使用方式之結果合理

性，本研究建立一簡單模型，如圖 4 所示，分別

先使用理論推導出其阻抗，並與使用該模組所進

行之有限元素分析結果，如圖 5 所示，進行比對，

藉此驗證其合理性。 

 

 

簡單3D模型 

 

 

 

圖4 簡單模型 

尺寸: 

長(L) = 10.0 mm ,  

寬(b) = 1.0 mm , 

高(w) = 0.5 mm 

材料:紅銅 (IACS101%) 

阻抗率(ρ) = 0.0170 (m Ω ×mm) 

 

 

理論推導: 

R =
ρ × L

Aw
×

(m Ω × mm) × mm

mm × mm
 

    =
0.0170 × 10

1.0 × 0.5
×  mΩ 

    = 0.34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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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 

 

圖5 分析結果 

阻抗:0.341 m Ω 

 

由兩者結果可以得知，轉換後之模組運用方式是

可靠的。 

五、連接器阻抗分析與實測  

本研究以前面所建立之分析方式進行連接器

阻抗分析，得到連接器阻抗結果，如圖6所示，並

與連接器實測阻抗結果，如圖7所示，進行比較。 

材料：銅合金(IACS42%) 

阻抗率(ρ) = 0.0410 (m Ω ×mm) 

 

圖6 分析結果 

 

 

圖7 實測結果 

 

如表1所示，中可以發現兩者之誤差僅有3.3%，實

測之阻抗值與模擬分析結果相近，由此可證明分

析之可靠度。 

 

表1 阻抗結果比較 

 分析 實測 誤差 

阻抗 0.532 mΩ 0.55 mΩ 3.3% 

    

六、結論  

    本研究所建立之阻抗分析流程，在進行測試

後，驗證了分析之可靠度與準確性，得到以下結

論: 

（一） 對於簡單模型之阻抗，可以採用理論推導

之方式進行推測。 

（二） Abaqus 軟件中建立阻抗分析之結果與實

測符合。 

（三） 當工業級連接器設計完成後藉由 Abaqus

軟件分析連接器之阻抗，達到協助工程師

選出阻抗較低設計之目的。 

（四） 選出阻抗較低之設計，將可降低工業級連

接器之最高溫度，提升其溫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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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 and Fuzzy Logic Model 

of Chiller 

M. Tang, Z. Y. Lin, T. C. Wang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Master Program of Nanomaterial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Manipulate the controllable settings of a chiller system, without changing its architecture, 

thus reducing the total chiller system costs. The way of energy saving design is practiced by 

manipulating technique.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 and process the running data of chiller water 

system, environment conditions, total cooling load and equipment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Then, 

use partial least square method and fuzzy logic to build the chillers’ performance prediction 

models. In practice, using the real-time running data to input prediction model, the total power 

cost of the chiller system was predicted. Operators can use the prediction results to determine 

useful chiller operation strategies for minimizing the total operating cost. 

Key words: chillers, partial least square, fuzzy logic 

 

利用部分最小平方法與模糊邏輯建置冰水主機模式 

曾梨子  林洲潁  王子奇 
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暨奈米材料碩士班 

摘要 

不更改現有已從事量產的半導體廠冰水主機系統架構下，利用可控制之系統參數設

定，乃是以操作為主要手法之節能設計方式。在本研究中首先蒐集與處理工廠中的冰水系

統數據資料、工廠的環境條件、總冷卻負載以及設備的操作特性，其次利用部分最小平方

法以及模糊邏輯建置冰水主機運轉預測模型，工廠在真實應用的情況下，可利用設備運轉

即時資料結合冰水主機運轉預測模型，預估不同操作條件下的全系統耗能，以得到最少耗

能的設備操作指引，給予設備操作員一個有效的設備操作參考依據。 

關鍵詞：冰水主機、部分最小平方法、模糊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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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般於廠務冰水主機設計的階段時，都會以

當地最嚴苛的氣候條件作為系統設計的指標，使

得空調系統在此地區全年的氣候條件下，都可以

滿足工廠的空調系統的冷卻負載需求。然而在實

際運轉時，一年之中絕大多數的氣候條件，並不

是處於系統設計時的最嚴苛氣候條件，所以會造

成冰水主機系統長時間處於運轉效率較低的狀

態，造成單位冷凍頓下的耗電量上升，所以如何

以最小的耗電量，達成滿足空調系統的冷卻負載

需求，就成為了重要研究的課題。 

另外，因為冰水系統無論在半導體廠或者是

光電廠等高科技廠房中，佔整體製造過程的總耗

電量超過 30%，冰機又佔了冰水系統的總耗電量

的 60%左右，因此冰水主機的節能在廠務系統中

通常是最重要的節能標的，目前廠務系統在冰水

系統部分因應高油價與高電價的節能最常見的節

能手法包含系統面與操作面兩方面，系統面上可

能採用雙溫冰水系統、輸送冰水管路的壓損估

算、不同噸位的冰水主機匹配等，這些手法都屬

於工程面的節能手法，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

在操作面上，可能針對冰水主機的出水溫度設

定、冷卻水溫的調控，以及多台冰水主機的並聯

操作加減載評估等工作進行，不論在各種形式的

操作面改善，都需要一個配合工廠符合目前操作

狀態且能夠準確估算出冰機運轉的模式，這就是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因為操作手法的節能通常能

夠造成 3%~10%左右的節能效益，模式的估算誤

差也應該維持在 2%以下，這樣的冰水主機模式用

於節能的估算才會有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利用最

小平方法以及模糊邏輯的概念進行冰水主機模式

建置。 

二、冰水系統介紹  

（一）冰水系統的設備組成  

冰水系統主要由冰水主機、冷卻水塔、冰水

泵以及冷卻水泵四個主要的設備所構成，因為不

同的設備種類之間彼此會有影響，在進行冰水主

機模式建置之前，必須先針對整個系統作一簡單

的介紹。 

冰水主機為冰水系統中最重要的設備也是最

耗能的設備，冰水主機主要由四個元件所構成，

分別是蒸發器、冷凝器、壓縮機與膨脹閥。膨脹

閥的主要作用在於讓高壓的液態冷媒經過膨脹

閥，變成低壓的液態冷媒；蒸發器主要作用在於

讓低壓的液態冷媒，透過此設備與冰水進行熱交

換，冷媒在此吸收冰水的熱量而蒸發，變成低壓

的氣態冷媒。壓縮機的主要作用在於讓低壓的氣

態冷媒進入壓縮機中，經壓縮過後變成高壓高溫

的氣態冷媒。冷凝器的主要作用在於讓高壓高溫

的氣態冷媒進入冷凝器中，與冷卻水進行熱交

換，冷媒將熱量傳給冷卻水後，凝結成高壓的液

態冷媒。由以上可知，冰水的運送需要冰水泵達

成，冷卻水的運送需要冷卻水泵達成，而冰水系

統也需要利用冷卻水塔將冰水主機由低溫冰水中

所抽取的熱量傳送到大氣中。因此在冰水主機模

式建置時，必定會用到與冷卻水塔相關的製程參

數，如冷卻水供應溫度、外氣的濕球溫度以及外

氣的焓等，在未來若要針對整體冰水系統進行模

式建置時，也必須一併考量冷卻水泵以及冰水泵

的運轉模型，方能使整體冰水系統的耗能估算達

到最佳的狀態。整體冰水系統的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冰水系統架構示意圖 

（二）實際工廠的冰水系統架構 

本研究主要標的為中部科學園區的某高科技

空調箱

Tc

Te

冷凝器

蒸發器

冰水循環系統

冷卻水循環系統

冷卻水泵

冰水泵

冷卻水塔

壓縮機

膨脹閥 冷媒循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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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的冰水系統，該系統中包含十二台的冰水主

機，其中五台用於供應較低溫度的冰水，較低溫

度的冰水主要提供給 MAU(Make Air Up Unit)以

及一些特殊的製程使用，另外的七台用於供應較

高溫度的冰水，較高溫度的冰水則是供應空調系

系統、大多數的製程冷卻以及空壓系統等。冰水

系統與空壓機系統共用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共有

十二台，除了可控制開台數外，每台冷卻水塔均

可作變頻控制。 

廠內設計雙溫冰水本來就是為了節能的目

的，另外還有的節能設計策略包含：較低溫度之

冰水用以備份較高溫度的冰水(減少較低溫度冰水

系統之冰水主機維持在低頻運轉)、一部分的冰水

主機在冷卻水端作為製程或 MAU 的溫水系統(利

用熱整合的概念減少整體系統的熱負載)、冷卻水

塔並聯且變頻運轉(減少冷卻水側的熱負載)以及

冷卻水泵的並聯運轉(減少冰水泵的運轉耗能)。本

計畫主要針對上述的系統進行冰水主機的模型建

置工作。 

三、模式建置原理  

本計畫主要利用工廠現有的歷史資料庫約一

百個數據點以每分鐘為週期共擷取一年的資料，

以數據為基底進行模式建置，因為廠內的節能目

的，使得冰水主機與其他主要設備的關聯度增

加，因此在建置模型的時候必須考量到其他系統

的變數作為冰水主機模型估算的依據，本計畫利

用部分最小平方法作為模式建置的基礎，並針對

某些特殊狀況下考慮模糊邏輯的概念設計多模式

結合時的權重因子，用以提升預測模式的準確度

與周延性。 

（一）部分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1] 

部分最小平方法是從主成分分析(PCA)延伸

出來的回歸模式，可以精準的建立多變數矩陣 X

與 Y 的關係。首先針對資料進行處理，資料處理

主要利用 unit variance (UV) 比例縮放法讓資料量

值分布置中，使得量值分佈較大的數值與量值分

佈較小數值擁有相同的影響程度；在資料處理完

畢後，則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概念針對 X 進行第一

主成分的計算，再找出各量值對於第一個主成分

的投影量
1t ，利用

1t 與 y 進行回歸得到數學式子：
(1)

1 1y c t ，求取回歸模型結果 1c ；取得先前利用

單一主成份所的之預測模型後，計算其殘差
(1)

1f y y  作為新的預測標的；然後再利用主成

分分析的概念進行第二主成分的計算，找出各量

值對於第二個主成分的投影量 2t ，利用 2t 與
1f 進

行回歸得到數學式子： 1 2 2f c t ，求取回歸模型

結果
2c ；經過上述分析後可以得到回歸式：

(2)

1 1 2 2y c t c t  ，利用該模型預測所得之 y 與
(2)y 作圖，若是落於 45 度角線表示預測準確，若

準確度不能滿足需求時可重複進行上述步驟，直

到找出最為合適之參數模型。在部分最小平方法

的模式計算上，本研究採用 MATLAB 之內建程式

進行計算。 

（二）模糊邏輯(Fuzzy theory) 

Zadeh在 1965年的資訊與控制學術期刊上首

先提出模糊集合(Fuzzy set)[2]，模糊集合可用於數

學模型的建置，該模型建置的主要目的在於延伸

傳統集合「非 0 即 1」的概念，允許一個元素對於

一個集合的隸屬程度介於 0到 1之間的任意值[3]。 

提升模式準確度的方法很多，最常見的便是

增加參數，但是會使得模式複雜化，通常也會利

用將模式的變數範圍切割成許多小範圍分別建

模，但本計畫中因為探討的變數均為連續的數

值，若貿然切割範圍會無法清楚的闡述切割的意

義，因此採用模糊邏輯的概念針對各個範圍重複

涵蓋的子區域取得權重因子，在本計畫的權重因

子採用最常使用的三角形模糊數。 

三角形模糊數可以利用片段連續的方式表現

出來，所以只需要標定三個點就可以描述出三角

形模糊數的隸屬程度，隸屬程度可由式(1)計算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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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為變數、 ]   [ 31 aa 為子區域的範圍、 2a

為 1a 與 3a 的算術平均數，而 A 則為變數 x 所對應

該模型之權重因子。 

四、結果與討論 

(一)各台冰機 CCOP 估算 

冰水主機的目的是利用冰水來帶走負載端的

熱，達到冷卻負載的目的，故移除負載端的熱量

與所需消耗的壓縮機電能之比值即為冰水主機之

效能指標（CCOP），本研究利用所擷取的工廠實

際運轉數據求取每一個時間點 CCOP 值，此 CCOP

值在求得後方能利用統計方法分析 CCOP 與系統

中可控變數、環境變數之關係，進而求取 CCOP

的預估模型。 

各台冰水主機所移除負載端的熱量又可稱作

各台冰水主機的冷凍負載(CL)，其定義如式(2)： 

3600)(  CpmTTCL chchochi  (2) 

其中
chi

T 為冰水的回水溫度(℃)、
cho

T 為冰水的供應

溫度(℃)、
ch

m 為冰水流量( sl / )，Cp 為水的比熱，

水的比熱在 25℃的定壓比熱為 4.18(kJ/kg-K)。最

後乘上的 3600 為冰水流量的換算值。而各台冰水

主機的耗電量(W )可由式(3)估算。 

186.4860 PW  (3) 

其中 P 為冰水主機的運轉電流(KW)，該值來自資

料庫。必須乘上 860 將單位轉換為(kcal/hr)，最後

在乘上 4.186 將單位轉換為(kJ/hr)。利用式(2)與式

(3)的計算，可求得工廠一年操作時間的各台CCOP

數值作為後續建立 CCOP 模型的標的。 

 (二)CCOP 模型與輔助模型參數評估 

完成了冰水主機效能模型的預估標的 CCOP

計算之後，接下來需要瞭解 CCOP 與相關可控制

變數、環境變數之間的關係。從文獻討論中[4-8]，

得知預估 CCOP 所需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但因

為考慮到系統的可控性，故利用冰機部分負載以

及冷卻水進口水溫進行建模，其中冰水主機之部

分負載可以由調配冰水主機的開台數進行調配，

冷卻水的進口水溫可以由冷卻水塔的出口水溫設

定得到，在本研究中利用 PLS分析，比較組別一(自

變數為冰機部分負載、冷卻水進口水溫共兩個自

變數)與組別二(冰機部分負載與冷卻水進口水溫

其二次組合共五個自變數)之判定係數(R
2
)，發現

利用二次組合(共五個自變數)之模型 R
2 較高，因

此利用二次模式進行 CCOP 建模分析。 

瞭解了模型的自變參數後，可依照工廠運轉

歷史資料庫中擷取數據進行各台冰水主機的部分

負載率以及冷卻水進口水溫計算，並將計算結果

與前節所計算出的因變數(各台冰水主機CCOP)利

用 PLS 進行各台冰水主機的 CCOP 模式建置。未

來可依照各台冰水主機的效能模型依據總冷卻負

載需求調整冰水主機的開啟台數以及冷卻水進口

水溫以期得到最大之運轉效益。各台 CCOP 模型

建置的示意圖可參閱圖 2。 

冰機1之CCOP

(部分負載/耗電量)

部分負載1

冷卻水進口水溫1

空調系統，冷藏庫系統，
CDA系統，PCW，UPW，PV，
無塵室冷卻盤管等負載需求

來自冷卻水塔的
冷卻水出口設定
值

冰機12之CCOP

(部分負載/耗電量)

部分負載12
冷卻水進口水溫12

冰機1之CCOP

(部分負載/耗電量)

部分負載1

冷卻水進口水溫1

空調系統，冷藏庫系統，
CDA系統，PCW，UPW，PV，
無塵室冷卻盤管等負載需求

來自冷卻水塔的
冷卻水出口設定
值

冰機12之CCOP

(部分負載/耗電量)

部分負載12
冷卻水進口水溫12

 
圖 2 各台冰水主機 CCOP 建模示意圖 

理想上冰水主機的冷卻負載應該平均分配。

但因各台冰水主機在水流分佈並不均勻並且各台

冰水主機的設備元件在實際運作時的效能也會不

同，因此必須針對各台冰水主機的冷卻負載進行

預估模型的建置，與 CCOP 模型相同會考慮到相

當多的變數，因此利用 PLS 方法決定模型自變數

包含：冰水主機的總冷卻負載(
CH

TL )、各台冰水主

機的理想負載分配 (
CHCH

NTL )以及濕球溫度

(
WB

T )、焓值( H )等環境因素，可透過此模型將預

測結果輸入冰水主機效能模型進行預估。 

另外，工廠針對冰水系統在夏季時的設計，

考量到因冷卻水水溫較高可作熱回收，並將此熱

源作為 MAU 系統使用，因此會有經過溫水系統的

冷卻水回流與冷卻水塔的出水進行混合，然後流

入冰水主機中，這樣的冰水主機共有 5 台，並且

全部存在於較高溫冰水系統中，由於混合過程中

會有部分熱損失，所以需要針對冰機中有開啟溫

水系統水流閥之冷卻水入水水溫進行預估。因為

工廠操作時採用各台熱回收冰機固定以冷卻水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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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10 分之 1 流入溫水系統，並且溫水系統的出

水溫度相當固定，由上述的運轉特性以及 PLS 方

法可推估出所建置模型需要的自變數包含：冰水

主機的部分負載( PL )、冷卻水溫度設定值( C

S
T )、

溫水系統負載(
L

W )、溫水系統出水水溫( W

O
T )、濕

球溫度(
WB

T )與焓值( H )。利用上述的變數可建置

冷卻水溫度推估模型，並將此估算結果輸入冰水

主機效能模型進行預估。 

上述不論 CCOP 模型以及輔助模型均以 PLS

方法進行模式建置，此模型包含自變數( ix )、應變

數( y )以及模型參數( jpls )。 

(三) CCOP 模型與輔助模型建置與驗證 

各台冰水主機的 CCOP 模式包含冰水主機部

分負載預估模式以及冷卻水水溫預估模式，因此

在模型驗證時必須先針對兩個預估模式進行驗證

後，方能針對冰水主機的 CCOP 模型進行驗證。 

1、冰水主機部分負載模型 

在本研究中針對各台冰水主機進行部分負載

預估模型建置，此模型的型式如式(4)所示： 

HplsTpls

N

TL
plsTLplsplsPL

WB

CH

CH
CH





54

321

         

 (4) 

模型的參數數值以冰機編號(CH09)為例可參閱表

1。 

表 1 CH09 冰機部分負載模型參數值 

常數 1
pls  -44.27 

CH
TL  

2
pls  -3.13×10

-8
 

CHCH
NTL  

3
pls  61006.3   

WB
T  

4
pls  -0.51 

H  5
pls  0.23 

各台冰機的部分負載模式預估值與一整年的運轉

資料誤差可參閱表 2。 

表 2 各台冰機之部分負載預測模型誤差 

編號 CH01 CH02 CH03 CH04 

誤差 4.16% 2.59% 1.91% 1.12% 

編號 CH05 CH06 CH07 CH08 

誤差 2.45% 3.06% 2.92% 2.83% 

編號 CH09 CH10 CH11 CH12 

誤差 1.98% 1.55% 1.83% 1.08% 

若以 2012/04/15 凌晨一點所抓取到的 CH09 即時

運轉數據帶入冰水主機部分負載模型計算，經過

計算驗證如式(5)所示，可得冰水主機部分負載預

估值為 68.09，在此時的實際負載率為 70.85，因

此誤差率為：3.9 %。 

-44.27+(-3.13×10
-8×1.45×10

8
)+(3.06×10

-6×

1.45×10
7
)+(-0.51×26.44)+(0.23×

367.97)=68.09 

(5) 

2、冷卻水入水水溫模型 

在本研究中針對各台冰水主機進行冷卻水入

水水溫預估模型建置，此模型的型式如式(6)所示： 

Hpls

TplsWplsTpls

TplsPLplsplsT

WBL
w

O

C
Sci







7

654

321

         

          (4) 

模型的參數數值以冰機編號(CH09)為例可參閱表

3。 

表 3 CH09 冰機冷卻水入水水溫模型參數值 

常數 1
pls  -15.2 

PL  2
pls  310722 .  

C

S
T  3

pls  1 

w

O
T  4

pls  310392  .  

L
W  

5
pls  710551 .  

WB
T

 6
pls  110482  .  

H
 7

pls  210925 .  

針對具有溫水回收冰機的冷卻水入水水溫模式預

估值與一整年的運轉資料誤差可參閱表 4。 

表 4 各台冰機之部分負載預測模型誤差 

編號 CH06 CH07 CH08 CH09 

誤差 1.15% 1.39% 1.21% 1.33% 

編號 CH10    

誤差 0.93%    

若以 2012/04/15 凌晨一點所抓取到的 CH09 即時

運轉數據帶入冰水主機冷卻水入水水溫模型計

算，經過計算驗證如式(6)所示，可得冰水主機冰

水主機冷卻水入水溫度預估值為 26.03∘C，在此

時的冰水主機冷卻水入水溫度為 26.33∘C，故誤

差率為：1.14 %。 

-15.2+(2.72×10-3×68.09)+( 1.00×

27.15)+( -2.39×10
-3×10

-2×32)+( 1.55×10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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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10
5
)+( -2.48×10

-1×26.44)+( 5.92×10
-2×

368)=26.03 

3、冰水主機效能模型 

在本研究中針對各台冰水主機進行 CCOP 模

型建置，此模型的型式如式(7)所示： 

cici

ci

TPLplsTplsPLpls

TplsPLplsplsCCOP





5
2

5
2

4

321

      
 (7) 

模型的參數數值以冰機編號(CH09)為例可

參閱表 5。 

表 5 CH09 冰水主機 CCOP 模型參數 

常數 
1

pls  37.7 

PL  
2

pls  -7.18×10
-2

 

ci
T  

3
pls  1.63 

2PL  
4

pls  410043  .  

2

ci
T  

5
pls  310347 .  

ci
TPL

 6
pls  310037 .  

各台冰機的 CCOP 模式預估值與一整年的運轉資

料誤差可參閱表 6。 

表 6 各台冰機 CCOP 預測模型誤差 

編號 CH01 CH02 CH03 CH04 

誤差 5.16% 4.59% 3.18% 5.22% 

編號 CH05 CH06 CH07 CH08 

誤差 4.54% 5.78% 6.23% 4.47% 

編號 CH09 CH10 CH11 CH12 

誤差 6.72% 6.71% 5.86% 4.93% 

由表 6 可之各台冰水主機 CCOP 預測結果與

實際的誤差約為 5%左右，這樣的模式誤差在實際

運用在操作節能上會造成現場操作人員的困擾，

因此與現場人員討論後發現，各台冰水主機在不

同編號開啟的情況下因為冰水泵的壓力會造成各

台冰水主機的交互作用影響，因此將整體工廠操

作數據依照不同的開機組合分割，利用冰機代碼

區分冰機的開機組合，以冰機代碼組成二進位代

碼，若冰水主機開機為 1 關機則為 0，故每一種開

機組合都會是一個獨立的代碼。以高溫系統為

例，高溫系統有 7 台冰水主機，若只有 CH06 與

CH10 兩台冰水主機開啟，則代碼計算如式(8)所

示： 

1×2
0
+0×2

1
+0×2

2
+0×2

3
+0×2

4
+1×2

5
+0×2

6 

+0×2
7
=33 

(8) 

利用開機組合的加入 CCOP 模式的估算結果，可

將整年的預測誤差降到 4%左右，但是這樣的模式

誤差對於現場的人員仍是太高，因此最後考量將

自變數中的冷卻水入水溫度切割成為四個子區域

後利用模糊規則進行 CCOP 模式建置。首先分析

全年的冷卻水入水水溫分佈情況，發現冷卻水入

水溫度的第一、第二與第三四分位數分別為

1Q C. o1823 、 2Q Co24.24 以及、 3Q Co81.25

利用上述的數據進行歸屬函數以及歸屬函數值定

義如式(9)所示： 

冷卻水入水溫度低低 1M ： 





















2

21
12

2

1

1

pfor  x                0

pxpfor      
)p-(p

x)-(p

for                   1 px

w  

冷卻水入水溫度低 2M ： 


























3

32
23

3

21
12

1

1

2

pfor  x                0

pxpfor      
)p-(p

x)-(p

pxpfor      
)p-(p

)p-(x

pfor  x                 0

W  

冷卻水入水溫度高 3M ： 


























4

43
34

4

32
23

2

2

3

pfor  x                0

pxpfor      
)p-(p

x)-(p

pxpfor      
)p-(p

)p-(x

pfor  x                 0

W  

冷卻水入水溫度高高 3M ： 





















4

43
34

3

3

4

pfor  x                 1

pxpfor       
)p-(p

)p-(x

for                   0 px

W  

(9) 

其 中 211 Qp 、 2/)( 212 QQp  、

2/)( 323 QQp  、 234 Qp ， x 為資料點的冷

卻水入水溫度，透過權重式平均法所得的模糊推

論如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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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332211

CCOPW               

CCOP



 WCCOPWCCOPWCCOP
 (10) 

其中 iCCOP 為各規數函數所對應的 CCOP 估算

值。在加入模糊邏輯概念後，各台冰機的 CCOP

模式預估值與一整年的運轉資料誤差可參閱表

7。可發現 CCOP 的模式誤差有了很明顯的改善。 

表 7 各台冰機 CCOP 預測模型誤差 

編號 CH01 CH02 CH03 CH04 

誤差 1.22% 1.28% 2.13% 1.45% 

編號 CH05 CH06 CH07 CH08 

誤差 2.31% 0.98% 1.26% 0.95% 

編號 CH09 CH10 CH11 CH12 

誤差 1.87% 2.08% 1.35% 1.33% 

若以 2012/04/15 凌晨一點所抓取到的 CH09

即時運轉數據，並結合當時的開機組合帶入冰機

的 CCOP 預測模型，經過計算驗證如式(11)所示，

得之冰水主機效能預估值為 9.30，在此時的冰水

主機效能為 9.12，故誤差率為:1.9% 

0 × (13.99+1.78 × 10
-1 × 136.17－ 9.79 × 10

-1 ×

27.28－4.02×10
-4×1.85×10

4
+2.01×10

-2×7.44×

10
2－2.38×10

-3×3.72×10
3
)+ 0×(12.58－1.37×

10
-2×136.17+2.15×10

-1×27.28－1.05×10
-4×

1.85×10
4－1.88×10

-2×7.44×10
2－2.23×10

-3×

3.72×10
3
) + 0.19×(84－2.02×10

-1×136.17－

4.57×27.28－1.73×10
-4×1.85×10

4
+5.51×10

-2×

7.44×10
2
+1.07×10

-2×3.72×10
3
)+0.81×(33－

1.96×10
-1×136.17－7.34×10

-1×27.28－4.32×

10
-4×1.85×10

4－2.41×10
-2×7.44×10

2
+1.32×

10
-2×3.72×10

3
)=9.30 

(10) 

五、結論與建議  

一般在工廠都是由操作人員憑藉著以往的操

作經驗，進行設備的調控，但是這樣的操作模式，

只能夠概略的評估節能的成效，本研究透過 PLS

以及模糊邏輯的概念針對冰水主機的 CCOP模式進

行建置工作，並且利用實際的工廠運轉數據進行

驗證，在後續的計畫中，會陸續將冷卻水塔、冰

水泵以及冷卻水泵的操作模式估算完成，到時可

利用最佳化的演算法計算出整體冰水系統的最佳

操作狀態，給現場操作人員實際操作時的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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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即時記譜的互動式電腦音樂的應用與探討 

顏秉世*、劉宗慶**、蕭哲宜** 
*中國文化大學數位機電研究所 

**中國文化大學電機工程系 

Email:A0121129@ulive.pccu.edu.tw 

摘要  

互動音樂的發展，必須要具有傳統五線譜的及時記譜功能，讓作曲家、聽眾與表

演者這三方能夠透過看到樂譜的即時呈現而有一致性與視覺觸發性的互動方式。本研

究使用電腦音樂與電子樂器的互動方式以 Max/Msp[1]為媒介達成即時記譜。直到最近

Nick Didkovsky [2]才研究一種在 JMSL(Java Music Specification Language)環境底下

操作的軟體,MaxScore[3]，它使得以 Max/Msp 為互動創作的音樂能達成即時記譜。本文

對 JMSL, MaxScore 的安裝及使用作一簡介，並引入我們所設計的互動式電腦音樂系統

做一展示;包含:利用 Theremin 經由 Arduino 與 Max/Msp 做互動式電腦音樂演奏的應用

及未來發展的探討。 

關鍵詞: 即時記譜 (Real-time Noation)、Max/Msp、MaxScore、JMSL(Java Music 

Specification Language) 、Theremin

A Theremin with Real-time Notation in Interactive 

Computer Music 
Bing-Shr Yan*, Tsung-Ching Liu**, Che-Yi Hsiao** 

*The Institute of Digital Mechtronics CCU 

**T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t, CCU 

 

Abstract 

Interactive computer music becomes popular that composers, audience and/or performer 

each of them can create fabulous music sensation and join in the performing in real-time. To 

better coordinates the interactions from three sides (performer, composer and audience), the 

traditional music score must be presented accompanied by proper interactive software tools. 

Amongst the current interactive methods the Max/Msp is the most prevailed one over the 

entire computer music arena that draws the research into designing better real-time notation 

method for that. It is not until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MaxScore which enables the 

creation of real-time notation using Max/Msp.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how to use this 

package under JMSL environment. Our designed interactive apparatus will be served as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 usage of this.  

Keyword: JMSL、Max/Msp、Interactive computer music、Real-time notation、 

Interactive software tools、Ther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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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互動式音樂的重要性在於音樂表演的

同時會有作曲家、表演者與觀眾三方的互

動，相較於以往只有作曲家自我作曲編曲，

並交給表演者練習後再呈現給觀眾聆聽

的音樂表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互動式音樂產生，提供了一種全新

不同的表演模式，觀眾不再是觀眾，透過

互動式的音樂的使用表演者也能是作曲

家，而作曲家可以更立即現場聽到看到表

演者與觀眾的互動。 所以期望能達到三

方互動式的音樂的演奏方式系統就必須

能夠有分析記譜的功能產生，並且必須具

有高度的準確性與即時同步的特點。 

 

  傳統互動音樂的即時記譜涉及即時

transcription 的 DSP 應用技術，自芬蘭

Anssi P. Klapuri 教授在 [4]提到的樂譜藉

由電腦處理程序來自動編寫以來，有相關

多音符的自動樂譜編寫研究主題在最近

10 年的研究與日俱增。如美國麻州大學

Christopher Raphael 教授研究的的自動轉

換鋼琴音樂 [5]，法國 IRCAM 研究員

Arshia Cont[6][7] 的 Real time 

Audio-to-Score 以及  realtime music to 

score alignment，都是在互動式音樂與即

時 記 譜 上 的 相 關 研 究 。 但 music 

transcription 涉及複雜的 DSP 的技巧，需

從器樂的聲波去分析。因不同音色的樂器，

有些其頻譜並不一定是基頻的等距延伸

的 comb 頻譜，再加以複數音符的重疊，

要達到轉譜的準確性，相當不易。目前市

面上的軟體僅達七成的準確性，尚無法真

正的使用。因此使用 MIDI[8]電子音樂，

成為比較可行的方式。 

如 Christopher McClelland & Michael 

Alcorn [9]提出整合該方向的發展。 

他提出如圖 1 概要的互動方式的架構，其

中亦包含了網路合奏(NWP)的互動，皆藉

由即時記譜來完成互動意念的結合。[9]

中對早期的即時記譜做了回顧，統稱為

e-scoring。 

 

 

圖 1 e-scoring 網路合奏互動流程圖 

90年代最近研發的Max/Msp的推出，提供

了互動音樂發展的一個里程碑。Max/Msp

是由Cycling '74公司在舊金山總部所研發，是

一種視覺化的軟體，藉由物件使用點對點

拉線後編輯而成的建構方式使用，所以在

學習門檻上比較相對於C語言或是Java好

上手，Max具備多種媒體與midi音樂開發

功能。但Max是一種演算法音樂，當時尚

無法有效的展示傳統樂譜。直到最近才有

MaxScore軟體的研發，達到即時記譜的功

能。MaxScore由Didkovsky所研發，需於

其所設計的JMSL環境下操作。其本身是

一個Max的物件，能接收訊息來產生樂譜、

增加音符、做轉換音階、儲存與叫出樂譜

與輸出印成商業化正式的譜。 

JMSL 是 由 Hierarchical Music 

Specification Language(HMSL)衍生出來。

HMSL 原用於 Amiga 與 Mac 電腦，第四

代的 HMSL 由 Mills 學院的 Phil Burk, 

Larry Polansky 與 David Rosenboom 所設

計用於當代音樂， 1997 年由 Nick 

Didkovsky 改至 java 下名為 JMSL，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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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有支援 java 環境的任何設備的下操

作。 

JMSL 是一個 Java API 資料庫可以用

於音樂的作曲、互動表演與智慧型音樂設

計方面。使用 JMSL 作曲者或程式設計者

可創作一些自成一體的音樂應用，或設計

於網路網頁上的應用程式。 

java 平台包括兩部分內容：虛擬器和

Java API。使用 Java 之前必須依電腦系

統需求下載 JDK(Java Development kit)配

合所需 API 資料庫同時下載使用開發工

具在 Eclipse[10]環境當中做編輯與開發。  

 

本文首先介紹如何使用 Java 的 API

資料庫，也就是在 JMSL 環境下結合

MaxScore 來設計出具有即時記譜功能的

程式。接著使用我們研發的互動樂器系統，

將 Theremin 經由 Arduino 控制 Max/Msp

以達互動式音樂的操作，並可達成即時記

譜。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首先 JMSL 軟體可以到官方網站

http://www.algomusic.com/jmsl/下載軟體

並申請 30 天的免費試用序號，目前使用

版本是付費購買的正式版 JMSL。

(一)JMSL 使用環境(Eclipse) 

對於使用 JMSL 而言，首先我們需要有

開發工具軟體 Eclipse[10]，它是眾多 Java

開發工具中最多人使用的一種。Eclipse

是以跨平台的自由開發環境而著名，本體

僅是一種框架平台，因為有許多外掛程式

支援，讓 Eclipse 有較好靈活性，在使用

上也有更多的便利性。 

 

安裝 Eclipse 時必須注意的重點: 

(1)在下載之前必須選定有效的路徑作為    

專案儲存的位置(例如下載檔案後，直接放

在桌面即非最佳的路徑)，選定後不作改變，

否則會使 Eclipse 有開啟不了的問題。 

(2)下載後開啟，若發生無法載入，並且跳

出視窗顯示下列的文字: 

A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or Java 

Development Kit (JDK) must be available 

in order to run Eclipse. No Java virtual 

virtual machine was found after searching 

the following locations: C:\Documents and 

Settings\xxxx桌面\eclipse\jre\bin\javaw.exe 

'javaw.exe' in your current PATH，表示必須

先到昇陽官網下載 JDK 與 JVM 放在正確

路徑上面才能正常的開啟 Eclipse 開發工

具作 java 的編輯。 

下面圖 2到圖 5為介紹如何使用以及

安裝 Eclipse 與 JMSL 步驟。 

 

1.安裝完 Eclipse 之後會出現圖 2 畫面 

 

圖 2 開啟 Java 專案的 Eclipse 視窗 

 

視窗左邊屬於專案區可以把 JMSL裡的專

案檔從左上方的 File開啟 JMSL的專案檔

執行。 

 

http://www.algomusic.com/jmsl/下載並申請30
http://www.algomusic.com/jmsl/下載並申請30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712010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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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著在圖 3 畫面左側圈選處，執行專案

區裡面 JMSL 的 jmsltestsuite。 

 

圖 3 在專案開發區內選擇要執行檔案 

 

在紅色選區圈域有 jmsltestsuite，在此測試

專 案 下 方 會 有 最 基 礎 的 專 案

HelloJMSL.java 檔。 

3.第三步驟將 HelloJMSL.java 檔點選然後

執行，執行的選項在視窗中間上方的綠色

按 鈕 將 滑 鼠 移 到 上 放 會 出 現 (Run 

HelloJMSL)字樣。 

 

圖 4 點選 Run HelloJMSL.java 來執行 

4.點選 Run 之後 Console 視窗會有使用者

名稱以及 JMSL 註冊帳號，license 剩餘時

間等，下一行開始才是 HelloJMSL 的資

料。 

 

圖 5 在 Console 當中顯示 license 擁有人 

      以及 license 到期時間 

 

以上是基本的 Eclipse 開發工具與 JMSL

資料庫功能產生的示範圖。 

 

(二) JMSL 下執行 MaxScore 

 

  下載安裝之後必須先把 Max/Msp 程式

打開，進入 File->Open->JMSL_v103 資料

夾 -> 打 開 maxmsp-> 其 中 範 例

NewJMSLScoreTEST.pat(圖 6 右側圈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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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開啟 NewJMSLScoreTEST.pat 

 

在當中按下圖 6圈起的按鈕make score即

產生一空白樂譜如圖 7。 

 

圖 7 按下 make score 後產生空白五線譜 

 

在實際應用上我們要讓 JMSL有即時記譜

的功能，所以我們必須有 Max 軟體可以即

時輸出 midi 訊號讓 JMSL 接收之後，把這

些即時的訊號經由 JMSL 轉換後，即時的

樂譜可以產生在 MaxScore 畫面上。 

 

首先使用 JMSL與Max/Msp軟體開啟

Max Score， JMSL 跟 Max/Msp 原始範例

patch 如圖 8。 

 

圖 8 開啟 JMSL Notate 範例 patch 

 

經過稍加修改 patch 之後如圖 9 為

MaxScore 程式碼，以 mxj 物件與 JMSL

聯繫，當 mxj 物件收到 startCapter、

stopCapture、transcribe、printCapture 這四

個指令，便會開始抓取並顯示出樂譜。而

圖 9 最上方的 r pitch 物件即為接收 MIDI

的音高部分。 

 

圖 9 於圖 8 中經過修改後，具有同時 

      傳輸 midi 訊號產生樂譜之 patch 

 

經過修改以後，可以讓原本 Max/Msp 的

patch 可以傳送即時隨機的 MIDI 訊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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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SL 軟體之後，同時產生的樂譜如圖 10 

圖 10 使用修改過的 JMSL Notate patch 

       產生的五線譜 

  在一開始原本的 Max 範例 patch(圖 8)

只能產生一段時間而擷取隨機的訊號進

到 MaxScore 裡面轉成一張樂譜，經過多

次實驗修正Max patch之後可以讓Max在

一個自訂時間內即時收到 MIDI 訊號來產

生不間斷的多張樂譜，實驗結果綜合修改

Max patch與 JMSL、MaxScore等軟體後，

產生可以及時轉換 MIDI 訊號變成樂譜的

目的。 

(三)Theremin 下執行 MaxScore  

Theremin 簡介 

Theremin 為蘇俄的一位電子工程師

所發明，上有天線的裝置，藉由感測表演

者手部與天線位置的距離，來改變電容值，

進而振盪出不同的音律。即透過手部的動

作變化，不需配戴任何訊號發射器，只要

在空中移動，便能演奏旋律。 

一般常見的 Theremin 為兩根天線的裝置

類比式裝置，再經過本實驗室研發出具有

四根天線的數位式 Quad-Theremin[11]如

圖 11 圖中右側裝置即為 Quad-Theremin

的外觀圖。 

 

圖 11 數位 Quad-Theremin 與數位講桌。 

 

因此實際使用即時記譜可以與本實

驗室於上次國科會計畫中完成的研究作

相關結合。數位式 Quad-Theremin 演奏的

音符為離散的音階，是以數位的參數

(MIDI)，控制包含音高，強度，音效等變

化。我們並簡化了電路為全 IC 式的簡潔

電路，及使用 Arduino[12]微控器，整合成

四體式的 Theremin( Quad-Theremin)，因

為此非觸覺式樂器演奏時會有 midi 訊號

透過 Arduino 與 Max/Msp 軟體作連結，所

以可以使用到 JMSL的環境下來產生即時

的樂譜顯示到 MaxScore 上面，提供

Quad-Theremin 的演奏者了解目前彈奏的

音階樂譜資訊。數位 Quad-Theremin 流程

如圖 12 所示。 

圖 12 Quad-Theremin 互動系統的動作流 

      程圖 

使用 Quad-Theremin 的 patch 加上修改過

後能夠即時傳輸 midi 訊號產生樂譜的

JMSL Notate patch(如圖 13)，此時這整個

Max patch 是可以同時經 Theremin 動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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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產生即時樂譜。 

 

圖 13 結合 theremin 與 JMSL Notate patch 

 

上圖是 Theremin 結合的 MAX/MSP 程式

加入 MaxScore 的應用。左下部分為以第

一根天線感測並發出 MIDI 音高，之中我

們亦加入了正反向演奏方式與音階多寡

選擇的功能。右上部分為改變MIDI音色、

音效、音量的程式，分別透過其他三支天

線控制。右下部分為 MaxScore 程式碼。 

圖 14 為Theremin與MAX/MSP程式結合

而成數位式Theremin，並且加入MaxScore

程式碼，使得 Theremin 透過 MAX/MSP

的數位化，能夠在演奏中，即時將音高與

節奏給記錄下來，作為隨機演奏後的樂譜。

左上部分為讀取 Theremin 類比訊號，將

之轉為數位訊號後，以 0 到 1023 的數值

量化。 

 

圖 14 將 MaxScore 應用於 Theremin 的架

構流程圖 

三、結果與討論 

實際使用 Theremin 操作測試  

1.當 Theremin 實際動作改變音高時候 

Max patch數值之改變如圖 15畫面左側圈

選數值隨著 Theremin 實際動作數值由 0

變動到 9 

 

圖 15 Theremin實際動作時的Max patch 

 

2. 如圖 16 所示，在 Theremin 動作後透過

JMSL 與 MaxScore 產生之樂譜，隨著手勢

的移動產生有高低不同的音階，顯示在

MaxScore 樂譜上。 

圖 16 Theremin 動作後透過 JMSL 與 

       MaxScore 產生之即時樂譜 

MAX 在輸出 MIDI 訊號的同時，亦使

用MaxScore程式抓取MIDI音高與節奏，

並於 JMSL 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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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我們將最近提出的 MaxScore 及其安

裝環境與使用方法做一介紹，並成功的將

即時記譜的功能引入我們所設計的

Theremin 的互動樂器上。由於 Theremin

的設計是使用 Arduino 於 Java 環境中開

發的韌體，而 Max、MaxScore 與 JMSL，

所有的控制皆在 Java 的環境下來完成，所

以匹配上很順暢。由於此次我們只在建構

一實用性的系統，並沒有設計一表演曲目，

且是以單一Quad-Theremin(適於兩人操作)

做示範。若有多組多人互動的操作場景，

可將多個 Quad-Theremin 以 channel 的方

式將 MIDI 資訊整合到 Max，並顯示於

MaxScore 上。 

真正的互動式音樂，應當是在於有作曲

者、表演者與觀眾一起互動的音樂，表演

的主要目的在於呈現出來與觀賞者一起

互動，把觀賞者也變成是表演的一員，表

演不再是作曲者與表演者而已。我們的

Theremin 使用簡單，只要以手勢就能控制

互動參數，且可呈現傳統樂譜，使聽(觀)

眾能很容易上手作互動。但在目前在研究

互動式電腦音樂的領域，有很大部分的互

動是屬於不和諧的音樂，所以如何設定規

則如音樂節奏、音階、延音長度等參數，

然後將收到的音樂訊號經過處理分析做

成預設的 patch，簡稱演算法音樂，以提

供 Theremin 演奏者操作，進而達到和諧

的隨機音樂的境界，有待進一步投入。但

即時樂譜的產生可提供前述演算法音樂

的傳統樂譜顯示，提升了互動式音樂發展

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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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期「華岡工程學報」如期順利發行。本期學報分成「材料及奈米科技」

與「數位及機電科技」兩大領域徵稿，非常感謝作者們的踴躍投稿，本期共選刊

33篇論文，資料豐富，內容紮實，甚具理論與實務的參考價值，謹向讀者鄭重推

薦。 
     

    本期「華岡工程學報」編輯委員會由資工系洪敏雄教授為主任委員，化材系

奈米所曹春暉教授為執行委員，工學院各系所編輯委員們皆積極投入編務，熱忱

令人感佩，謹此感激諸位編輯委員熱心投入編務與費心審稿。最後再次感謝工學

院全體師生的參與，使得本期學報能夠順利發行。 
     

     
                                
                                                工學院院長 

                                                      陳景祥 謹識 

                                                          1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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