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儀器科技先鋒－國研院儀科中心
正式更名為「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前身為行政院國科會精密儀器發展中心，

成立於 1974 年，2005 年改隸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在即將屆滿 45 週年的前

夕，獲准於 3 月 1 日正式更名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簡稱國

研院儀科中心；英文名稱為 Taiwan Instru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RLabs，英文

簡稱 TIRI。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是全台唯一提供學術界理工醫農跨領域客

製前瞻儀器設備的國家級科技研發中心，具備高階非球面元件完整產線與國際醫療器

材認證一站式服務平台，以驅動先進儀器設備在地化為使命。近年來全力投入關鍵光

學、真空、智慧製造等儀器設備自製開發，應用於半導體、生醫、光電、太空等產業

或學術領域，建構台灣產業儀器設備自主化的能量與契機。

　　國研院儀科中心為國家級儀器科技研發機構，打造了獨步國內的光機電系統整合

之儀器研發平台，累積逾 40 年光學設計與鏡片製作經驗，突破大口徑非球面鏡技術

瓶頸，為我國唯一能製作太空衛星鏡片之研發單位。儀科中心將持續帶領台灣儀器科

技邁向卓越，強化儀器技術平台，支援學術研究，滿足產、學、研各界需求，提供關

鍵元件、系統設計與製作，並與各方進行合作交流，推展各項研發與服務。期望帶動

儀器設備上下游關鍵零組件在地化發展，落實儀器設備光學元件自主製造的目標，提

升台灣產業的競爭力。

　　未來國研院儀科中心將持續以「創新精進技術、技術精進服務」的精神，結盟學

界卓越研究團隊，以本身儀器技術與工程實作能量為後盾，協助學術界實現前瞻研究

所需之客製化基礎研究實驗儀器，以進行創新的研究；或是開發產業應用設備，協助

學術界將研究成果產業化，並協助產業界提升競爭力，以達成「追求全球頂尖、開創

在地價值」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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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

全世界各個角落跟台灣一樣，每天都飽受無妄的空氣汙

染，嚴重影響健康與生命，有效追溯廢氣源為改善空汙的

必要治本手段，因此本期以「智慧氣體感測器」為專題，

介紹台灣目前不同類型與應用情境之氣體感測器發展現況

與技術。為了導入物聯網時代、即時監控與量測，進而延

伸擴大至其他複合式感測功能，其尺寸、準確度與穩定

度，是未來改善生活環境、研發勝出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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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每年在十一月到隔年三月為台灣空氣品質最糟

的時段，其原因不外乎是境內／境外與氣流等影響

所造成空氣品質指標 (air quality index, AQI) 超標。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統計，AQI 氣體對於人
體健康影響甚鉅，其影響層面涵蓋呼吸系統、腦神

經系統、心血管系統等，若長久暴露於空氣品質

不良區域除危害身心健康外，亦使得所在區域活

動率下降，進而連帶影響整體區域經濟發展(1-5)。

為此，行政院環保署特別針對空氣品質，建構空

氣品質指標 (表 1)，提供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與行
動建議。AQI 定義各項汙染物包含：細懸浮微粒
(PM2.5)、懸浮微粒 (PM10)、二氧化硫 (SO2)、氮氧

國內外空氣品質感測器現況介紹
Introduc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n Air Quality Sensor

黃國政、陳奕璇、楊青青、蕭文澤
Kuo-Cheng Huang, Yi-Hsuan Chen, Ching-Ching Yang, Wen-Tse Hsiao

隨資訊網路與感測技術進步，聯網科技正帶動新科技浪潮。空氣品質係影響到人們的周遭生活起居，本文

介紹國內／外空氣品質感測器現況、利基市場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與台灣半導體研究

中心在氣體感測器元件與整合測試平台開發的技術能量 (如：薄膜製程、微機電系統製程技術、系統電路
設計製作與驗證測試平台建立)。由前端空氣品質感測元件模組發展至後端數據資訊彙整分析等應用，建
立氣體感測器元件國產化技術，以垂直整合產業、建立整體系統團隊，以推動空品物聯網整合系統，佈局

全球市場。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sensing technologies, networking technology is driving a wave 
of novel technologies. Air quality affects people’s daily liv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outside air quality sensors, the technical energy developed by the niche market. Moreover, the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Taiwan Instruments Research Institute (TIRI) and Taiwan Semiconductor Research Institute 
(TSRI) on gas sensor components and integrated test platforms (i.e., thin film process,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process technology, and system circuit design and production and verification test platform established). 
From the front-end air quality sensing component module to the back-end data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the localization technology of gas sensor components is established to vertically integrate 
the industry and establish an overall system team to promote the empty good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ntegration 
system.

智慧氣體

感測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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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 (NOx)、一氧化碳 (CO) 與臭氧 (O3)，其對人
體健康影響程度，經換算後得知不同汙染物副指標

值，描述如表 2。

二、物聯網產業應用與周邊裝置需求

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源自 1995 年比
爾‧蓋茲 (Bill Gates)，物與物互聯論述。2005 年
國際電信聯盟正式提出物聯網時代來臨。將物聯網

融入生活一部份，其應用已在近幾年實現，包含：

穿戴型裝置、醫療照護、居家監控、智慧工廠、

智慧城市與環境監控等應用(6-10)。國際研究顧問機

構 Gartner在「新興技術發展週期 (Hype Cycle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報告指出，物聯網、巨量
資料、雲端運算等技術，為全球最熱門且發展最快

的技術之一，發展週期將達 10 年以上 (圖 1) (9-10)。

同時彙整全球物聯網設備裝置需求，統計至 2020 
年相關設備需求達 80 億套 (涵蓋家庭／消費、運
輸/物流、建築／基礎設施與城市／工業應用)，複
合年成長率將達 8%(10)。

在氣體感測器市場部分， 2015 年根據
Markets&Markets、Techsci 與工研院 IEK 在全球

氣體感測器市場預估於 2020 年可達 80 億美元市
場。氣體偵測設備可分為感測器 (sensor)、偵測器 
(detector) 與分析 (analyzer) 等三大領域。其中，
氣體分析 (analyzer) 可測量氣體種類、氣體偵測 
(detector) 用於監測氣體並提供警報，氣體感測器 
(sensor) 為氣體偵測的關鍵元件。圖 2(a) 為自 2014 
年起至 2020 年氣體感測器設備產值，由圖中顯示
可知，其產值將逐年提高。圖 2(b) 為，全球氣體
偵測器需求量，將由 2013 年的 2055 萬部提升至 
2020 年的 2773 萬部。其年複合成長率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將達 4%，藉以因應各種
環境需求。

有鑒於此著手進行國內／外廠商在 AQI 空氣
品質感測器盤點，經盤點結果發現，國內幾乎沒

有廠商針對 AQI 氣體感測器進行研發與量產。
僅有少數廠商針對室內用 CO2 與揮發性有機物質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氣體感測器開發
與系統整合 (SI) 廠商 (圖 3)，在感測器研發部分大
多由國外廠商領導。為此，經由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中蒐集彙整科技部歷年來 (自民國 82 年起) 
在氣體感測器研發專案計畫案件數量，以關鍵字 
CO, CO2, O3, HCHO, VOCs, NOx, SOx、氣體感測器

指標等級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類 低 低 低 中 中 中 高 高 高 非常高

PM2.5 濃度
(g/m3 ) 0－11 12－23 24－35 36－41 42－47 48－53 54－58 59－64 65－70 ≥ 71

一般民眾
活動建議

正常戶外活動。 正常戶外活動。 任何人如果有不適，
如眼痛，咳嗽或喉嚨
痛等，應該考慮減少
戶外活動。

任何人如果有不適，如眼
痛，咳嗽或喉嚨痛等，應
減少體力消耗，特別是減
少戶外活動。

敏感性
族群
活動建議

正常戶外活動。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
管疾病的成人與孩童感
受到癥狀時，應考慮減
少體力消耗，特別是減
少戶外活動。

1. 有心臟、呼吸道及
心血管疾病的成人
與孩童，應減少體
力消耗，特別是減
少戶外活動。

2. 老年人應減少體力
消耗。 

3. 具有氣喘的人可能
需增加使用吸入劑
的頻率。

1.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
管疾病的成人與孩童，
以及老年人應避免體力
消耗，特別是避免戶外
活動。

2. 具有氣喘的人可能需增
加使用吸入劑的頻率。

表 1. 空氣品質等級指標分類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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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搜尋標的。統計彙整共計：15 件 (自 82 年起迄
今) +3 件 (物聯網 (IoT) 專案) +7 件 (AQI 氣體感測
器服務平台專案，(執行中))，如圖 4 所示。
經由盤點彙整結果可知，我國學界與研究機構

在氣體感測器研發已累積許多相關研發成果，加上

台灣學術界在微機電與薄膜製程、IC 設計與製作
擁有實力堅強的研發團隊，同時在產業界晶圓代工

及封裝測試專業分工各司其職，憑藉在學界研發

實力與產業上／中／下游進行垂直整合，藉以孕育

出台灣具代表性的空氣品質物聯網感測器產業供應

鏈。彙整 AQI 氣體感測器的研發契機如表 3 所示。
AQI 氣體感測器依據其感測器種類、偵測尺

度、價格與尺寸，可分為光學式、電化學式、薄

膜電阻式、化學場效電晶體式與金屬氧化物半導

空氣品質指標 (AQI)

AQI 指標

O3
(ppm)
8 小時
平均值

O3

(ppm)
小時
平均值
註 (1)

PM2.5
(g/m3)
24 小時
平均值

PM10
(g/m3)
24 小時
平均值

CO
(ppm)
8 小時
平均值

SO2

(ppb)
小時
平均值

NO2

(ppb)
小時
平均值

良好
0∼50 0.000－0.054 － 0.0－15.4 0－54 0－4.4 0－35 0－53

普通
51∼100 0.055－0.070 － 15.5－35.4 55－125 4.5－9.4 36－75 54－100

對敏感族群
不健康

101∼150
0.071－0.085 0.125－0.164 35.5－54.4 126－254 9.5－12.4 76－185 101－360

對所有族群
不健康

151∼200
0.086－0.105 0.165－0.204 54.5－150.4 255－354 12.5－15.4 186－304

註 (3) 361－649

非常不健康
201∼300 0.106－0.200 0.205－0.404 150.5－250.4 355－424 15.5－30.4 305－604

註 (3) 650－1249

危害
301∼400 註 (2) 0.405－0.504 250.5－350.4 425－504 30.5－40.4 605－804

註(3) 1250－1649

危害
401∼500 註 (3) 0.505－0.604 350.5－500.4 505－604 40.5－50.4 805－1004

註 (3) 1650－2049

表 2. 汙染物濃度與汙染副指標值對照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註 (1)：一般以臭氧 (O3) 8 小時值計算各地區之空氣品質指標 (AQI)。但部分地區以臭氧 (O3) 小時值計算空氣品質指標 
(AQI) 是更具有預警性，在此情況下，臭氧 (O3) 8 小時與臭氧 (O3) 1 小時之空氣品質指標 (AQI) 則皆計算之，取兩
者之最大值作為空氣品質指標 (AQI)。

註 (2)：空氣品質指標(AQI) 301 以上之指標值，是以臭氧 (O3) 小時值計算之，不以臭氧 (O3) 8 小時值計算之。
註 (3)：空氣品質指標 (AQI) 200 以上之指標值，是以二氧化硫 (SO2) 24 小時值計算之，不以二氧化硫 (SO2) 小時值計算之。

體式，彙整成如圖 5 所示，其偵測尺度與價格成
正比關係。國外大廠所研發之感測器元件大多為

電化學式 (如  lphasence、CITY TECHNOLOGY、
MEMBRAPOR、FIGARO) 與光學式 (Seeed、
Amphenol、DYNAMENT) 如圖 6 所示。國內學術
界所研發之 AQI 氣體感測器分別於半導體式與光
學式這兩大區塊中，以目前所研發的感測器規格，

其偵測濃度與偵測範圍部分優於國外大廠。為此可

孕育出國產化特有的氣體感測器，總結各類氣體感

測器進行特色評價描述 (圖 7)，彙整如下：
光學式：擁有響應速度快與使用週期 (壽命) 長特性
電化學式：擁有高精度特性，但有使用期限。

半導體式：為新型感測器，因製程成本低廉，未來

將有機會取代電化學式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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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興技術發展週期(9, 10)。

圖 2. (a) 全球氣體偵測設備在 Gas Sensor、Gas Detector、Gas Analyzer 三大領域產值 (資料來源：
Markets&Markets、Techsci 與工研院 IEK (2015/11)。(b) 全球氣體偵測設備需求 (資料來源：
Markets&Markets、Techsci 與工研院 IEK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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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QI 氣體感測器服務平台
AQI 氣體感測器服務平台係結合學術研究能

量進行氣體感測器元件研發 (如：薄膜製程、微機
電系統製程技術與系統電路設計製作)。由國家實
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TIRI) 與台灣半
導體研究中心 (TSRI)，提供 AQI 氣體感測器元件
製程技術、系統電路與模組化設計服務，協助國內

學術研究群進行感測器元件研發，並進行封裝與模

組化整合，藉以大幅縮短與業界技術銜接時程，提

高國內自主化 AQI 氣體感測器研發與驗證能量。
與國內業者合作進行試量產以提高國際競爭優勢，

服務平台將提供學界與業界服務，描述如圖 8 所
示，藉以透過法人加值嫁接產業提供感測器自主研

發能量以縮短學用落差。

圖 3. 國內外 AQI 氣體感測器製造商盤點 (儀科中心彙整)。

圖 4. 科技部氣體感測器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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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各公司型錄，儀科中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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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氣體感測器元件研發 SWOT 分析。

圖 5. AQI 氣體感測器種類 vs. 偵測尺度／價格／尺寸 (儀科中心彙整)。

圖 6. 國外大廠與國內學術界感測器種類與偵測尺度 (儀科中心彙整)。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研究單位與學界執行感測器材料與元件研發，
已累積許多研發成果。

2. 具氣體感測器研發產業所需元件自製製程設備
與技術。

1. 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且長期依賴國外感測器
產品，自主開發產品不易說服終端使用者採
納。

2. 產業與學術界落差仍大，自主開發感測器元件
不易導入量產。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1. 透過實際感測需求建立驗證場域，將感測器從
元件、模組進行功能性與可靠度驗證。

2. 擁有較高可靠度與精度產品製造能力，可藉由
中央級單位協助將產品銷售至其他國家。

1. 中國大陸由國家級單位支應龐大資源，提供予
氣體感測器產業發展，且產品價格相對低廉。

2. 業者仍缺乏完整解決方案，競爭力相對國際大
廠落後。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6/11) (儀科中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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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 氣體感測器自主研發計畫自 106 年起執
行迄今已有部分階段性成果，研究團隊研發包含光

學、電化學及半導體式等類型感測器與不同應用情

境種類，其技術發展與國外大廠相關展品對比，感

測器規格具利基優勢。本次專刊將有助於讀者瞭解

台灣在自主研發氣體感測器現況與技術，作為未來

可橋接產業相關等應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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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類 AQI 氣體感測器特色評價 (儀科中
心彙整)。

圖 8. AQI 氣體感測器服務平台研發能量 (儀科中心彙整)。

光學式

靈敏度

壽命

精度 穩定性

響應時間

半導體式 電化學式

元件

法
人
加
值
‧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
嫁
接
產
業

模組 系統

光學模擬
製作

電子電路與
訊號處理

測試驗證
載具製作服務

感測器自主研發
(含感測器前段製程與後段訊號處理)

製程服務

AQI 氣體感測器服務平台



11科儀新知 218期 108.3

蕭文澤先生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機電

工程所博士，現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

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員。

Wen-Tse Hsiao received his Ph.D. 

in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e is 

currently a research fellow at Taiwan Instru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RLabs.

陳奕璇小姐為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學

士，現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

技研究中心專案研究助理。

Yi-Hsuan Chen received her B.S. in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from 

Tunghai University. She is currently a project research 

assistant at Taiwan Instru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RLabs.

楊青青小姐為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企

管所碩士，現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員。

Ching-Ching Yang received her MBA. 

from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She is currently a research fellow at Taiwan 

Instru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RLabs.



12 科儀新知 218期 108.3

一、簡介

所謂氣體感測器，就是將氣體 (一般指空氣) 
中含有的特定氣體 (即待測氣體)，以適當的電子訊
號 (電壓、電流、電阻等) 轉換成可以監測或計量
之數據的元件，相當於動物的嗅覺，俗稱「電子

鼻」。隨著科技的蓬勃發展，許多的氣體被廣泛的

應用在不同的領域中，隨著對環境保護的要求不斷

提高，氣體監測的需求也隨之變得重要。以下就以

廣泛被應用的三種氣體感測器為主軸進行介紹。

二、固態氣體感測器介紹

1. 觸媒燃燒式
早年 Baker、Jones (1959，1987 年) 等人在英

國謝菲德健康與安全執行實驗室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Laboratories in Sheffi eld, UK) 以觸媒感測
器監測甲烷或其他易燃氣體與空氣的爆炸性混合

物，使用的設備被稱為 “Pellistor”，如圖 1(1) 示，
此裝置在白金絲的表面製備耐高溫的催化劑層，並

使用加熱器讓催化劑保持在高溫，以確保可燃氣體

固態氣體感測器介紹
Introduction of Solid-state Gas Sensor

楊力儼、柯廷勳、曾文甲
Li-Yan Yang, Ting-Syun Ken, Wenjea J. Tseng

固態氣體感測器常用來檢測易燃氣體與有毒氣體，隨其感測機制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優缺點。舉例而言，觸

媒燃燒式氣體感測器具有不受環境溫濕度影響的優點；固態電解質氣體感測器具有良好的選擇性、高導電

率與靈敏度；半導體氧化物氣體感測器則具有靈敏度相對高、可偵測低濃度氣體、小型化與適合低價量產

等優點。本文將針對以上幾種固態氣體感測器作介紹，另外也將選擇介紹幾種用於製備固態氣體感測器的

材料製程技術。

Solid-state gas sensors are commonly used to detect flammable and toxic gases. Depending on the sensing 
mechanisms, the sensors possess differ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example, catalytic combustion gas 
sensors are les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olid electrolytes gas sensors present 
good selectivity, high conductivity and sensitivity. Semiconducting oxide gas sensors have advantages such as high 
sensitivity, capability of detecting gas in low concentration, miniaturization, and capability of cost-effective, scale-
up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above gas sensors together with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commonly used for preparing the solid-state gas sensors.

智慧氣體

感測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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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快速燃燒，當空氣與可燃性氣體混合時，可燃

性氣體被氧化與觸媒接觸產生熱，使白金絲表面溫

度上升，溫度越高電阻越大，藉此獲得電子訊號，

測量白金絲電阻值變化就可以知可燃性氣體濃度，

多用於檢測可燃性氣體。此種感測器的優點為靈敏

度高、較不受環境因素影響；缺點為不具備選擇

性、非可燃性氣體無法測量、與無法測量低濃度氣

體等，普遍用於居家廚房、石油化工廠和礦井。然

而經過幾年的發展，此種感測器仍無法將其檢測靈

敏度範圍降低至低於 500 ppm 以下。

 2. 固態電解質式
第二種常用的感測器為固態電解質氣體感測

器，其具有良好的選擇性、高導電率與靈敏度等優

點，在環保、節能、礦業、汽車工業等領域有非常

廣泛的應用。

固態電解質是一種可傳遞離子但不能傳遞電子

的材料，且與液態電解質相同，兩者皆可用於電化

學電池。固態電解質的機制可用消耗氫氧的固態氧

化物燃料電池 (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 來簡單
的說明，如圖 2(2) 示。
電極的反應如下：

陰極  O2 + 4e → 2O2

陽極  2O2 + 2H2 → 2H2O + 4e

這兩個反應中，氧離子於陰極解離後藉由固態電解

質傳遞至陽極，而電子則藉由外部電路傳遞。在感

測器的運用中則通過解離吸附於電極上的氣體進而

產生離子形成通路，並測量通過兩端電極的電位、

電流或電荷來達成感測的功能。

固態電解質應用於化學感測中已有相當長的

時間，可源自於 1899 年瓦爾特．能斯特 (Walther 
Nernst) 發現於穩定氧化鋯中摻雜具有最低穩定價
態陽離子的材料 (例如：Ca2+、Y3+、Yb3+ 等)，可
增強氧離子導電率。這項發現成為了現今汽車排氣

系統中使用的氧氣感測器的基礎。在汽車排氣系統

中使用的氧氣感測器通常為一封閉端管，如圖 3(1) 
所示，通過測量在穩定氧化鋯陶瓷薄膜中電極間的

圖 1. 觸媒氣體感測器(1)。

圖 2. 固態氧化物燃燒電池基本運作原理示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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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位差，來獲得與電極接觸的相應氧分壓 (PO2
)1 與 

(PO2
)2 的比率：

能斯特方程式： 
2

2

O 1

O 2

( )log
4 ( )e
RT PV

F P


 

其中，R 為氣體常數，F 為法拉第常數，T 為絕對
溫度。待測氣體 (PO2

)2 為車尾氣中的氣氛，參考氣
體 (PO2

)1 為空氣。
固態電解質氣體感測器可被分為下列三類：

1. 吸附氣體解離出的離子與電解質中移動離子相同
的感測器，例如氧氣感測器。

2. 吸附氣體解離出的離子與電解質中移動離子不同
的感測器，例如由固態電解質 SrF2H 和 Pt 電極
組成的氣體感測器。

3. 吸附氣體解離出的離子與電解質中移動離子以及
材料中固定離子都不同的感測器，如由固體電解

質 NASICON 和輔助電極材料 Na2CO3-BaCO3 或
LiCO3-CaCO3、LiCO3- BaCO3 組成的 CO2 感測
器。

3. 半導體氧化物式
第三種被廣泛應用的氣體感測器其元件由金屬

氧化物半導體組成。感測材料通常具有高的比表面

積，並被置於兩個金屬電極間的絕緣加熱板或管

上。涉及與待測氣體分子間的反應發生在半導體表

面，分子的吸或脫附會改變載子電荷的密度，故感

測器的電導率隨氣氛組成而改變。半導體氣體感測

器最初在日本商業化 (Taguchi 1970)。最常使用氧
化錫作為感測的材料，在應用中最為人詬病的缺點

之一是往往在氣體選擇性的表現不佳，而易受環境

干擾氣體存在的影響，在應用上因此受到限制。現

今則選用更多種類的材料，例如：In2O3、SnO2、 
ZnO 等，用來檢測有毒氣體、易燃氣體和氧氣等
氣體。因其具有靈敏度相對高、可偵測低濃度氣

體、小型化與適合低價量產等優點，半導體氣體感

測器為上述三種固態感測器中成長最快的。

半導體氧化物製備的氣體傳感器的有效性取決

於某些因素，包括氧化物表面、溫度、表面的催化

性能、氧化物的電子性質和微觀結構。半導體氣體

感測材料在偵測氣體時，電阻會產生變化。若以 n
型半導體 (ZnO、In2O3、SnO2 等) 作為氣體感測器
材料，空氣中的 O2 在 30－150 °C、150－300 °C、
300 °C 以上的環境會分別以 O2、O、O2 等型態吸
附在材料表面並奪取電子(12)，其吸附方程式如下：

2( ) 2

2

2

O O ( )

MO 2O e MO+O

MO O e MO+O

MO O e MO+O

gas ads
 

 

  

 

 

 









氧分子抓取導帶 (conduction band) 電子形成
氧離子吸附於表面，會使接近表面的能帶向上彎

曲，可通過的電子數減少，進而產生表面電位能障

(surface potential barrier)(3) 如圖 4 所示。
由於表面電位能障的生成，電子無法傳遞至

表面，而在電子傳輸通道與表面之間形成空乏層

(depletion layer)，如圖 5(4) 所示，產生的空乏層使
電子傳輸通道變窄，電子流動受阻，因 n-type 半
導體的載子為電子，故電阻上升；若與還原性氣

體反應，電阻將下降。反之，p-type 半導體載子為
電洞，與氧化性氣體反應將使載子濃度上升，電阻

下降；若與還原性氣體反應，表面氧離子被還原，

載子濃度下降，電阻上升。應將使載子濃度上升，

電阻下降；若與還原性氣體反應，表面氧離子被還

原，載子濃度下降，電阻上升。

圖 3. 用於汽車排氣系統的氧氣感測器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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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n 型半導體而言，吸附氧氣後，再與其他
氧化性氣體如 NO2、O3、Cl2 等反應時，空乏層會
持續向內擴張，電阻隨之上升，若與還原性氣體

如 CO、H2S、NO 等反應，接受電子會使空乏層縮
小，載子濃度上升，電阻下降，如圖 6(4) 示。

三、常用製程介紹

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技對奈米材料的需

求也日益提升。奈米材料與塊材有著截然不同的電

學、化學與光學等性質。其中，其優異的光電特性

也被廣泛應用於氣體感測器中。

在固態氣體感測材料的製備上，我們通過對材

料的形貌、應用等不同的需求，來選擇不同的製程

技術與方法。在此為幾種常用來製備固態氣體感測

器材料的製程方法做簡單的介紹。

1. 薄膜沉積
薄膜沉積 (thin fi lm deposition) 是將約幾奈米到 

100 微米或幾個原子厚度的材料薄膜塗在基板表面
上，或塗到事先沉積的塗層上以形成塗層的技術，

是當今磁碟、太陽能板、半導體等工業的核心。薄

膜沉積通常分為兩大類：化學氣相沉積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 與物理氣相沉積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PVD)。其中，在 PVD 裡最常見
的兩項技術熱蒸鍍 (thermal evaporation) 與濺鍍 
(sputtering) 也常被使用於氣體感測材料的製作。

(1) 熱蒸鍍 (thermal evaporation)
熱蒸鍍藉由在高真空腔體中加熱固態材料，使

其由固態熔解然後汽化或者直接昇華為氣體，表面

原子具有足夠的能量後離開材料表面，並藉由熱能

穿越真空腔體作為塗層或薄膜黏附於材料上方的基

板上的製程，如圖 7(5)。

圖 4. 氧氣吸附於 n-type 半導體之能帶彎曲示意圖(3)。

圖 5. 氧氣吸附於 n-type 半導體之橫截面示意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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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n-type半導體吸附還原性氣體前後之橫截面示
意圖(4)。

圖 7. 熱蒸鍍製程示意圖(5)。

應用於熱蒸鍍的材料可以是純元素原子，包括

金屬和非金屬，也可以是像氧化物或氮化物的分

子，並且可以以各式各樣的材料作為基板，如太陽

能電池、光學元件與半導體晶片等。

在熱蒸鍍時主要用來加熱材料的方法有兩

種。一種其透過簡單的電熱元件或燈絲加熱，被

稱為燈絲加熱法 (filament evaporation)；另一種
則被稱為電子束加熱法 (electron beam (E-Beam) 
evaporation)，其以電子束作為熱源，用電子束瞄
準材料使材料蒸發進入氣相。

熱蒸鍍可藉由高純度的固態材料蒸鍍高純度的

薄膜且蒸鍍的監控容易，是最便宜簡單的 PVD 製
程。但也由於其製程單純，能控制的製程變數不多。

(2) 濺鍍 (sputtering)
1977 年 Peter J. Clarke 開發出第一支濺射槍

(6)，其能夠在真空中精準地用電漿態電子和離子沉

積原子尺寸的材料，因此推動了半導體工業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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濺鍍是藉由高能粒子轟擊固體材料表面，使

固體材料的原子基於動量轉移 (momentum transfer) 
的原理，從帶有高能量的粒子取得動能，自表面被

擊出並沉積於基板上的製程。在濺鍍開始前，待

塗覆的基板被放置於通入惰性氣體－氬氣 (Ar) 的
真空腔體中。濺鍍時，於靶材及基板間施加一高電

位差，此高電位差將氬氣游離為帶正電的氬離子

(Ar+)，以非常高的速度被吸引至帶負電的陰極靶
材上，並由於碰撞時的動量轉移，從靶材濺射出原

子尺寸的顆粒並產生二次電子，材料顆粒便作為薄

膜材料沉積於待塗覆的基板上。而濺射時所產生的

二次電子則在被高速吸引至陽極的途中促成更多氬

氣游離，如圖 8(5)。

濺鍍可形成相當均勻的薄膜，其有良好的附著

性且能在較低溫度下製備高熔點材料的薄膜等優

點，在半導體器件和集成電路製造中獲得廣泛的應

用。

  

2. 氣相輸送
氣相傳輸製程 (vapor-phase transport process)

(7, 8) 屬於化學氣相沉積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是目前合成一維奈米材料最為廣泛的方
法。一般是在水平石英或氧化鋁管狀爐中央放置氧

化鋁承載皿，並於承載皿中放入金屬氧化物粉末與

石墨作為原始材料 (source material)，另外於矽基
板上濺鍍一層金屬催化劑作為觸媒 (catalyst)。待加
熱至所需溫度後，通入固定流量的氧氣或是氧/氬
氣的混和氣體做為載流氣體，並保持一段適當時

間。藉由石墨將金屬氧化物還原產生金屬蒸氣，金

屬蒸氣再藉由載流氣體輸送沉積至下游基板，經由

vapor-liquid solid (VLS) 或 vapor-solid (VS) 的成長
機制，可製備出長度約數個至數十個 m，直徑約

數十至數百 nm 的金屬氧化物奈米線。圖 9 是氣相
傳輸製程的設備，通常氣相傳輸製程使用的原始材

料是金屬氧化物與石墨的混和粉末，加熱溫度大多

在 900 °C 以上。
其中 vapor-liquid-solid (VLS) 機構是由 Wanger

和 Ellis 於 1964 年發表(10)。以 VLS 法生成奈米線
在溫度升高時，基板上的金屬觸媒會聚集形成一顆

顆金屬液珠，而藉由載流氣體輸送來的金屬蒸氣

會溶解在觸媒中，形成合金液珠。此合金液珠的

大小扮演著控制奈米線粗細的角色。為了讓成長

出的奈米線能與觸媒以液相共存，所以製程溫度

必須高於兩者的共晶溫度 (eutectic temperature)。
當合金液珠中的濃度不斷增加，一旦達成過飽和 
(supersaturated)，金屬便會析出而生成金屬奈米
線，若此時通入氧氣，金屬奈米線便會氧化形成金

圖 8. 濺鍍過程示意圖(5)。

圖 9. 氣相傳輸設備示意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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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氧化物奈米線，如圖 10 所示(11)。

VLS 法可藉由調整製程參數來控制奈米線的
成長，也可藉由觸媒的圖形鍍層讓奈米線在基板上

有選擇性的成長，是目前合成一維奈米線的主流成

長機制。

此外，傳統的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感測材料多以

二維結構為主，除了上述介紹的薄膜方式外，利用

溼式製程將包含有感測功能的氧化物半導體粉體在

基板上以網印方式形成厚膜，再經熱處理而得厚膜

感測元件。隨著奈米科技的推波助瀾，一維奈米管

狀及線狀材料紛紛出籠，具有較佳的結晶性及較大

的比表面積，能快速與氛圍氣體發生吸、脫附並將

其交換成電流載子輸出，因此能有效提升氣體感測

能力，且因其奈米尺寸，使得其有效靈敏度提升，

氣感元件的尺寸亦得以縮小，兼具成本減少的優

點，已逐漸取代傳統的薄膜結構材料為主之氣體

感測器(12)。值得一提的是，一維奈米材料相較於

二維結構材料在低溫時能有效提供較多的活性中

心 (active sites)，使得氣體在低溫時能夠有效吸、
脫附於半導體表面，改善氣體感測器的低溫靈敏

度；此外，一維奈米材料易於藉由摻雜其他金屬或

半導體材料獲得異質奈米半導體結構，或是結合有

機的導電高分子，除了增加其比表面積之外，也期

待兩種材料 (或以上) 的複合結構能相輔相成，在

氣感特性上發揮綜效 (synergy)(13-15)。檢視已知文

獻，形成異質結構的氣體感測機制隨形貌之不同有

相當大的變化，其基本架構包含形成 p-n 異質結構 
(heterojunction)，當 p 型半導體與 n 型半導體接觸
時，其界面處之費米能階 (Fermi level) 為達到電位
相同 (使能量平衡)，產生能帶的局部彎曲，造成電
荷轉移 (電子會由高電位到低電位) 及空間電荷層
的形成，能障的形成使得待測氣體吸、脫附時的電

性變化量增加，進而達到氣體感測器靈敏度增加的

特性。

依據異質複合形貌及感測機制的不同，階

層化低維度半導體結構約可區分為混合一維奈

米結構 (mixed 1d-1d nanostructures)、核殼狀異
質奈米結構 (core-shell structure)、樹枝狀異質結
構 (dendrite heterostructure)、空心異質奈米結構 
(hollow heterostructure) 等數種。其中，混合一維奈
米結構是將 n 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材料及 p 型金屬
氧化物半導體混合成一體作為線型感測材料，兩種

材料因奈米晶粒的存在，於晶粒界面形成 p-n 異質
結構。舉例而言，Choi 等人(16) 發現當兩種不同半
導體材料混合時，其一奈米晶粒會被另外一種奈

米晶粒包圍，因而形成 p-n 異質結構，在其調查的 
SnO2-CuO 材料系統，如圖 11 示摻雜 0.3CuO 於奈
米 SnO2 纖維的結構，圖 12 示此摻雜能將原本需

圖 10. VLS 法成長機制示意圖(11)。

(a)

(c)

(b)

(d)

Precursor elements
(vapor)

metal catalyst

substrate

1D structure

Heat
Droplets

Supersaturation

Precipitation



19科儀新知 218期 108.3

圖 11. Choi 等人製備的 0.3CuO-0.7SnO2 複合纖維的 (a) FE-SEM 圖與 (b) TEM 圖(16)。

圖 12. Choi 等人改變 CuO:SnO2 混合比例之異質 CuO-SnO2 複合纖維對 H2S 氣體的感測比較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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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高工作溫度 (約 300 °C) 環境才能感測有毒氣
體的 SnO2 材料，在 150 °C 即可進行感測。

前述階層化低維度半導體結構中，核殼狀異質

奈米結構通常以一固態奈米線、奈米管、奈米棒等

做為核，而外層則以另外一種材料包覆以形成 p-n
異質接面結構，如圖 13 示 Wang 等人(17) 製備之異
質接面材料的核殼異質奈米結構，其界面接觸面積

能有效增加，反應在對丙酮及酒精之氣感靈敏度明

顯優於海膽狀  -Fe2O3  對照組。
空心異質奈米結構依異質接合形貌可分為兩

種；一種為中空殼層結構，另一種為中空結構表面

鑲嵌奈米顆粒，而在顆粒與中空球的界面形成異質

接面，此種結構的氣感特性在於反應時間短、靈

敏度佳。前述 Wang 等人合成之中空 SnO2/ -Fe2O3 
核殼異質一維奈米結構(17) 即在中空  -Fe2O3 一維
管材上修飾 SnO2 半導體奈米殼質；另外，吾人實
驗室亦曾以模板植入方式製作中空的 n 型 In2O3 微
球(18)，如圖 14 示，圖 14(a) 為其 SEM 與 TEM 微
結構，特殊的模板植入製程可獲得單分散、次微米

粉體徑的中空 In2O3 微球，圖 14(b) 示此零維粉體
的外徑可隨有機 InCl3 前驅物的濃度調整，圖 14(c) 
則示此中空微球對 CO 氣體的偵測特性，隨 InCl3 
前驅物的濃度減少，平均粒徑愈小之 In2O3 微球，
其比表面積依序為 260 (@0.01g InCl3)、69 (@0.05g 
InCl3)、15 (@0.10g InCl3) m

2/g，對 CO 氣體的敏感
性因此有效提高。

圖 13. Wang 等人合成之中空 SnO2/ -Fe2O3 核殼異質一維奈米結構之 (a) SEM 及 (b) TEM 微結構，與其對 (c)
丙酮及 (d) 酒精之氣感靈敏度(註：氣體濃度範圍為 2 至1000 ppm，藍色的 FNRs 代表海膽狀  -Fe2O3 
對照組，紅色的 SFNFs 為 SnO2/ -Fe2O3 實驗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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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吾人實驗室以模板植入製程製作的中空 n 型 In2O3 微球之 (a) SEM、TEM 微結構，(b) 隨 InCl3 前驅物
的濃度調整所合成之粉體的粒徑與粒徑分布，與 (c) 對 CO 氣體的氣感靈敏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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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枝狀異質結構利用一種材料作為主幹而另一

種材料作為旁支，其接合處會形成 p-n 接合界面所
形成的異質結構，許多梳子狀、刷子狀、樹枝狀

等結構皆屬此類。以吾人實驗室曾合成的 p-TeO2/ 
n-SnO2 環狀與樹枝狀異質結構為例

(19)，圖 15 分別
示純 SnO2 半導體奈米線及由刷子與環狀結構修飾
在 n 型 SnO2 半導體奈米線上所組成，此異質接合
結構表現在偵測 NO2 氣體的氣感性能明顯優於純 
SnO2 及純 TeO2 奈米線，如圖 16 示，純 TeO2 半
導體奈米線及由 TeO2 半導體奈米刷子修飾在 n 型 
SnO2 半導體奈米線複合結構，對氧化性的 NO2 氣
體展現典型的 p 型半導體行為，吸附 NO2 氣體時
之電阻降低；而對純 SnO2 半導體奈米線及由 p 型 
TeO2 半導體奈米環狀結構修飾在 n 型 SnO2 半導體
奈米線複合結構，對氧化性的 NO2 氣體則展現典
型的 n 型半導體行為，於吸附 NO2 氣體時之電阻
上升。有趣的是，針對 30 ppm 濃度的 NO2 氣體而
言，p-TeO2/n-SnO2 環狀與樹枝狀異質結構於室溫
就分別具有靈敏度將近 18 與 4 的水準，顯示此一
維複合結構材料作為氣感應用的潛力。

值得一提的是，將奈米基材表面施予官能基

化 (含有機和無機修飾材)，藉此表面修飾還能獲

得選擇性氣體感測性能。舉例而言，當以有機3-氨
基丙基三乙氧基矽烷 (aminopropyltriethoxysilane, 
APTES) 修飾無機奈米線，形成之有機-無機混成
材料，除常用作各式生物感測器外，亦有報導顯

示 APTES 分子易與三硝基甲苯 (trinitrotoluene，
T N T，俗稱炸藥的一種 )  產生  m e i s e n h e i m e r 
complex，使得空氣中的 TNT 蒸氣含量即使極為稀
少 (低於飛莫耳 (10－15 M) 程度) 亦能被選擇性的
準確偵測(20)。

針對選擇性氣體感測性能，個人實驗室曾嘗試

以奈米無機材質 (含金屬觸媒及/或氧化物半導體)
修飾無機奈米半導體線，形成階層化奈米無機複合

結構，如圖 17(a)、(b) 之例示，將 p-CuO 奈米顆粒
以島嶼型態分散存在於 n-V2O5 奈米線之階層化複
合結構(21)，將其用於選擇偵測還原性微量 H2S 氣
體時，圖17(c) 示其能對 H2S 氣體選擇性偵測，明
顯高於同屬還原性的 CO 和氧化性的 NO2 氣體，
且其靈敏度隨 H2S 濃度由 7 ppm 提高至 23 ppm 顯
著提升；有趣的是，相較於未修飾的純 n-V2O5 奈
米線而言，如圖 17(d) 示，對 H2S 氣體之選擇性表
現非但不明顯，且其感測靈敏度亦不突出，凸顯

複合結構對 H2S 氣體之選擇性偵測能力。圖 1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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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單根 CuO/V2O5 奈米線之能帶圖；圖 17(f) 為多
根 CuO/V2O5 奈米線之電流載子傳遞示意圖，具 
p-CuO 異質半導體接合的修飾對傳遞電流的影響，
相較於 CuO 與 H2S 氣體反應成為導電的 CuS 修飾
場合截然不同。吾人探究選擇性靈敏度能提升的

主要原因如下:首先，p-n 異質接合形成的接面會造
成局部能帶彎曲及空間電荷層的變形，圖 17(e) 示
理論計算之界面空間電荷層約 14 nm (合併 CuO 與 
V2O5 部分)，對單根 CuO 修飾的 V2O5 而言，流經
直徑約 150 nm 的內部電流，因表面空間電荷層的
存在會造成約 13% 的截面積縮減，且電流需迂迴
前進 (如位於 (e) 圖上方之綠色箭號示)，相較於未
修飾的純 n-V2O5，電阻值勢必上升；對電極間存

在多根 CuO/V2O5 的奈米線而言，奈米線間易形成
由 CuO 直接接觸的架橋形式 (如 (f) 圖之 i 示)，位
於接點處的空間電荷層會影響電流自電極一端之

奈米線傳遞到鄰近奈米線的有效電阻值，此影響

是 CuO/V2O5 奈米線在 H2S 氣體未導入前的空氣氣

氛之初始電阻值會高於純 V2O5 奈米線 (詳細請參
見文獻(21) 之圖五與圖七)；接著，當 H2S 導入空氣
氣氛時，CuO/V2O5 奈米階層化複合結構中的 CuO 
會與 H2S 反應生成導電性良好的 CuS，造成電阻
值明顯降低，如圖 17(f) 之 ii 示意圖示，電流載子
易傳遞；反映在靈敏度是，此處之奈米複合結構之

電阻比值是以空氣氣氛時之高初始電阻值除以 H2S 
導入後之低電阻值，其比值遂明顯增加，因此，

CuO/V2O5 奈米階層化複合結構僅會針對 H2S 氣體
顯現出高選擇性的靈敏度。且 CuO-CuS 相變化為
可逆反應，吾人曾反覆循環測試 Air 與 H2S/Air 氣
氛，如圖 17(g) 示，在長達 14 日的時間內，週期
性 H2S 導入並未影響電訊號的穩定性。

四、結論

隨著新興科技與應用不斷的湧現，氣體感測器

的技術也不斷的進步。為了判斷感測器是否能符合

圖 15. 吾人實驗室合成的 (a) n-SnO2 奈米線、與 (b) p-TeO2/n-SnO2 刷子、(c) 
p-TeO2/n-SnO2 環狀異質半導體結構的 SEM 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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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吾人實驗室合成的 (a) 純 TeO2 奈米線 (比較組)、(b) p-TeO2/n-SnO2 刷子、(c) p-TeO2/n-SnO2 環狀異質
半導體結構、與 (d) 純 SnO2 半導體奈米線 (比較組) 對 3 至 100 ppm 濃度 NO2 氣體的動態室溫感測
圖。(e) 圖示其室溫靈敏度之條狀分布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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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吾人實驗室合成的 (a)、(b) CuO/V2O5 奈米階層化複合結構；(c) CuO/V2O5 與 (d) V2O5 分別對 H2S、
CO、NO2 氣體之靈敏度(工作溫度為 220－300 °C)；(e)單根 CuO/V2O5 奈米線之能帶圖；(f)多根 CuO/
V2O5 奈米線之電流載子傳遞示意圖；與 (g) CuO/V2O5 奈米階層化複合結構對 15 ppm H2S 之長效測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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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需求，我們可藉由感測器的主要特性：靈敏

度、選擇性、反應速率、穩定性等，來做初步的判

別。在本文介紹的三種固態氣體感測器中，半導體

式氣體感測器兼具有靈敏度高、成本相對低、易小

型化、且可偵測到較低濃度的氣體等優點，但其對

氣體的選擇性或在干擾性氣氛存在時的靈敏度較

低，偵測也容易受到環境濕度等的影響，仍存在改

善空間；對觸媒燃燒式氣體感測器而言，由於其藉

由燃燒來改變偵測的電阻，因此受環境濕度的影響

較小，但其也因為感測器表面的多孔結構，而使感

測器表面易受汙染，進而影響感測的結果。上述介

紹的各種氣體感測器，因為其材料的選用、運行的

機制不同，皆存在優缺點，如何在不影響其優點的

情況下改善感測器的缺點是目前仍待解決的課題，

也是吾人對守護永續環境與人類福祉責無旁貸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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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粒子修飾氧化鋅奈米線於大氣環
境中氮氧化物氣體感測應用
Application of Nanoparticle Modifi ed Zinc Oxide 
Nanowires for Nitrogen Oxides Gas Sensing under 
Ambient Environment

呂文忠、陳煜杰、柯賢文、林鶴南
Wen-Chung Lu, Yu-Chieh Chen, Hsien-Wen Ke, Heh-Nan Lin

我們製作奈米粒子修飾之氧化鋅奈米線電阻式感測晶片，並應用於大氣環境中氮氧化物氣體感測。感測晶

片上有電極及奈米材料，當氮氧化物氣體分子吸附到奈米材料表面，使得晶片電阻增加，因此可由電阻變

化率得知氣體濃度。以紫外光活化感測模式，測出對 0.5 ppm 一氧化氮及二氧化氮，響應值約為 110% 及 
590%，具有高靈敏度。我們也組裝一台可由手機進行操控的可攜式氣體感測器，以應用軟體程式記錄感
測晶片電阻變化，便可得知周圍環境氮氧化物氣體濃度。

We report on the fabrication of nanoparticle modified zinc oxide nanowire resistive sensing chips for nitrogen 
oxides gas sensing under ambient environment. A sensing chip is made of two electrodes with grown nanomaterial. 
The chip resistance increases when NOx gas molecules adsorb on the nanomaterial surface. The gas concentration 
can thus be deduced from the resistance change. Using the UV-activation mode, responses of around 110% and 
590% at 0.5 ppm NO and NO2, respectively, have been obtained under ambient environment. A cell phone operated 
portable gas sensor has also been constructed. The resistance change of the sensing chip due to NOx gas is recorded 
in an App program and the gas concentr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can be obtained.

一、簡介

隨著工業的發展，環境汙染問題越來越嚴重，

因此應用於環境檢測的氣體感測器也逐漸受到重

視，由於有害氣體只要濃度在數十到數百 ppb，便
會影響人體健康，因此對低濃度氣體能有靈敏反應

的感測器便越發重要。金屬氧化物奈米材料，如二

氧化錫、二氧化鈦、氧化鋅等等，有很高的表面體

積比，並且由於結構缺陷，具有半導體特性，當氣

體分子吸附在材料表面時，導電性會產生很大變

化，而材料本身也具有良好化學穩定性，因此金屬

氧化物奈米材料應用於氣體感測，近十多年成為重

要研究領域(1)。

在人為產生的汙染性氣體中，氮氧化物 (NOx) 

智慧氣體

感測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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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是危害人體健康與造成環境破壞的主要氣體之

一(2)，其產生原因是在高溫燃燒過程中，空氣中的

氮氣與氧氣反應形成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排放後與

氧形成二氧化氮。二氧化氮會造成酸雨，或是形成

硝酸鹽粒子，也就是 PM2.5 微粒汙染物，對人體
產生危害。此外，一氧化氮和人體的肌肉細胞及血

液流動有所關聯(3)，對於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氣喘等

呼吸道發炎的相關疾病，病患呼出氣體中的一氧化

氮含量與病情發展相關，因此可用於臨床診斷以及

即時監測(4, 5)。

本文報導製作氧化亞銅奈米粒子修飾之氧化鋅

奈米線電阻式感測晶片，並應用於氮氧化物氣體感

測。感測晶片上有電極及奈米材料，當氣體分子吸

附到奈米材料表面時，會使晶片電阻增加，因此可

由電阻變化率得知氣體濃度。此外，我們也製作了

一台手機操控可攜式氮氧化物氣體感測器，以應用

軟體程式記錄感測晶片電阻變化，便可得知周圍環

境氮氧化物氣體濃度。

二、氧化鋅奈米材料應用於氣體感測

1. 氧化鋅一維奈米材料
氧化鋅為常見的材料，結晶時以六方晶系的纖

鋅礦 (wurtzite) 結構最為穩定，可形成奈米線、奈
米柱、奈米帶、奈米螺旋等一維奈米材料，成長方

法大致可分為液相法與氣相法，液相法在低溫合

成，不需複雜的設備，並可在軟性基板上大面積製

造，因此具有極佳實用性。不過成長出的氧化鋅奈

米材料常有缺陷，氧空缺 (oxygen vacancy) 及鋅間
隙 (zinc interstitial) 為主要的離子缺陷，由於這兩
種缺陷皆會產生自由電子，因此氧化鋅奈米材料在

無摻雜的情況下為 N 型半導體。

2. 氣體感測反應機制
氧化鋅一維奈米材料容易合成，也具有很高的

表面體積比，因此常被應用於氣體感測(6)。對氧化

性氣體，氣體分子會在材料表面的氧空缺處吸附，

並捕捉材料內部自由電子，形成帶負電的離子，也

使得奈米材料產生空乏層 (depletion layer) 。因此
對氧化鋅等 N 型的金屬氧化物，氧化性氣體分子

吸附後，自由電子減少，導電度會下降 (亦即電阻
上升) 。對還原性氣體，其結果剛好相反，氣體分
子吸附後，會釋放電子到材料內部，造成導電度上

升 (電阻下降)。由於 NOx 屬於氧化性氣體，因此
吸附後會造成感測晶片電阻上升。除了吸附外，氣

體分子也會脫附，在不同的氣體濃度，當吸附及脫

附達成平衡時，在奈米材料表面的吸附比率也不一

樣，也就是電阻值會不一樣，因此可由電阻變化率

得知氣體濃度。

不過常溫時氣體分子脫附速率較慢，因此在氣

體感測時，必須增加脫附速率，這樣才能快速達

成平衡，提高感測速率及靈敏度。常用的方法有

兩種，一種是提高工作溫度，一般約是攝氏數百

度，這樣氣體分子脫附速率大幅提升，不過缺點是

元件較容易老化。另一種為照光，照光目的是在

奈米材料內產生電子與電洞，對氧化性氣體，原

本是以負離子形態吸附在材料表面，電洞可將其

中性化並脫附，此種感測方式也稱為光活化模式 
(photo-activation mode)。由於氧化鋅的能隙為 3.37 
eV，故必須照射紫外 (UV) 光，來幫助氧化鋅表
面的氣體分子脫附，也稱為紫外光活化模式 (UV-
activation mode)(7)。

由於光激發所產生的電子與電洞，很容易在奈

米材料中再結合，為了降低再結合發生率，常用的

方法是在一維奈米材料表面成長另一種奈米粒子，

由於異質接面，電子與電洞會往不同材料移動，因

此可降低再結合率。文獻上有很多添加不同的奈米

粒子去修飾奈米線(8-11)，形成複合材料，氣體感測

靈敏度也大幅提升。

三、實驗步驟

1. 奈米材料成長
在矽基板上，先以黃光微影製程製作電極，然

後成長奈米材料。製作氧化亞銅 (Cu2O) 修飾氧化
鋅奈米線步驟如下(12)，先調配氫氧化鈉 (3 mM) 加
上醋酸鋅 (10 mM) 的乙醇溶液，放入烘箱在 72 °C 
下反應 3 小時，形成氧化鋅晶種液。將晶種液均
勻滴在矽基板上，再將基板放進六亞甲基四胺 (25 
mM) 加上硝酸鋅 (25 mM) 的水溶液中，之後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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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以 90 °C 反應 7 小時即可得到氧化鋅奈米線。
將氧化鋅奈米線置入硫酸銅溶液，並照射紫外光，

便可將氧化亞銅奈米粒子成長在氧化鋅奈米線表

面。為了測試氧化亞銅奈米粒子的效果，我們製

作了無奈米粒子的 ZnO 及有奈米粒子的 Cu2O/ZnO 
兩種奈米線感測晶片做比較。

2. 氣體感測
感測晶片製作後，便可進行氣體感測，所有實

驗乃以大氣為背景氣體。氣體感測利用紫外光活化

模式，將晶片固定於印刷電路板上，放入氣體感測

腔體，晶片上方有紫外光二極體 (UV LED) ，電路
板連接到腔體外的電壓電流源 (Keithley 2400) ，然
後施加 5 V 電壓，測量並記錄晶片在感測期間電流

值。以質量流速控制器控制氣體流速 (8 sccm) ，將
NOx 與 N2 的混合氣體通入腔體，並以通入時間來
控制腔體內氣體濃度。氣體通入後，電流對時間的

變化被記錄下來，等電流值穩定後，開啟閥門抽氣

並讓大氣進入，等電流值回復到通氣前初始值，關

閉閥門停止抽氣，然後重複以上步驟進行下一次感

測。

四、結果與討論

圖 1(a) 為感測晶片之光學顯微鏡影像，電極
前端寬度為 30 微米，間距為 15 微米，圖 1(b) 為 
ZnO 奈米線的掃描電子顯微鏡影像，可看出奈米
線形狀為六角柱形結構，直徑約在 50－200 奈米。

圖 1. (a) 感測晶片之光學顯微鏡影像，(b) ZnO 及 (c) Cu2O/ZnO 兩種奈米線的掃描電子顯微鏡影像。

圖 2. (a) 單根 Cu2O/ZnO 奈米線的穿透電子顯微鏡影像圖，(b) 氧化亞銅奈
米粒子的高解析影像，(c) 奈米粒子的傅立葉轉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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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 為 Cu2O/ZnO 奈米線的掃描電子顯微鏡影
像，可看出在奈米線表面有一些微小粒子。

圖 2(a) 為單根 Cu2O/ZnO 奈米線的穿透電子顯
微鏡影像圖，可以觀察到奈米線上有不少的奈米粒

子附著，其大小約在幾到十幾奈米，圖 2(b) 為奈
米粒子的高解析穿透電子顯微鏡影像，其中晶格間

距得出為 0.246 奈米，並為 (111) 面間距，圖 2(c) 
為傅立葉轉換圖，經由晶格間距與角度的對照，確

定奈米粒子為氧化亞銅 (JCPDS card，05-0667)，
這也驗證簡單的光還原法，可有效地將氧化亞銅奈

米粒子成長在氧化鋅奈米線表面。

對 ZnO 及 Cu2O/ZnO 兩種奈米線感測晶片，
我們進行了 1、0.5、0.25、0.12 及 0.06 ppm 等不
同濃度的 NO 氣體感測，結果如圖 3(a) 及 3(b) 所

示。由圖可看出元件的電流在感測不同濃度範圍

的 NO 氣體後皆會快速下降，當 NO 濃度越低時，
電流下降的速度變慢，亦即反應時間隨 NO 濃度減
少而增加。若定義響應值為電阻增加值除以原始電

阻值 (R/R0)，對 ZnO 晶片，響應值分別為 25%、
21%、16%、11% 及 8%，對 Cu2O/ZnO 晶片，響
應值分別為 353%、112%、54%、19% 及 8%，此
兩組響應值對濃度作圖於圖 3(c)。圖 3(d) 為 Cu2O/
ZnO 晶片進行 0.5 及 0.1 ppm NO2 氣體感測結果，
其響應為 592% 及 251%，可看出奈米線對 NO2 的
反應遠大於 NO，預期應可測得濃度 5 ppb 以下的
NO2 氣體。
在前面已討論過氧化性氣體的感測機制，由於

實驗是以紫外光活化模式，在大氣環境中進行，而 

圖 3. (a) ZnO 及 (b) Cu2O/ZnO 奈米線晶片在不同 NO 濃度下的電流對時間圖，(c) 兩種感測晶片的
響應對 NO 濃度圖，(d) Cu2O/ZnO奈米線晶片在不同 NO2 濃度下的電流對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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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本身也是氧化性氣體，因此在氣體感測時，有 
O2 及 NO (或 NO2) 兩種氧化性氣體並存，吸附脫
附也同時進行，我們以圖 4 說明感測機制。圖 4(a) 
為 ZnO 奈米線在大氣環境中的起始狀態，由於 O2 

吸附 (同時有脫附) ，因此在奈米線形成空乏層，
其電阻大於在真空或惰性氣體中的電阻值。圖 4(b) 
為奈米線在 NO 氣體感測的狀態，此時多了 NO 吸
附，因此空乏層變大，電阻大於在大氣中的電阻

值，就如圖 3(a) 實驗結果顯示。
圖 4(c) 為 Cu2O/ZnO 奈米線在大氣環境中的

起始狀態，由於電子會往 Cu2O 奈米粒子移動，與
圖 4(a) 的 ZnO 奈米線比較，其空乏層變大，電阻
也較高，若比較圖 3(a) 與 3(b) 的起始電流，前者
約為後者的 25 倍，也就是 Cu2O/ZnO 晶片電阻約
是 ZnO 晶片電阻的 25 倍。圖 4(d) 為 Cu2O/ZnO 奈
米線在 NO 氣體感測的狀態，此時多了 NO 吸附，
因此空乏層變大，電阻大於在大氣中的電阻值，就

如圖 3(b) 實驗結果顯示。此外，也有文獻提到 Cu+ 
對 NO 氣體具有催化效果，能夠促進 NO 氣體的吸
附脫附，這也可能是多了 Cu2O 奈米粒子後，響應
值大幅增加的原因(13, 14)。

五、可攜式氣體感測器製作

除了以實驗室大型腔體測試外，我們也依照以

上架構，組裝了一台手機操控的可攜式低濃度氣

體感測器。圖 5 為其照片，其長寬高各約為 24、
8 及 6 cm，上方為感測模組，內有感測晶片及 UV 
LED，下方為控制電路、藍芽通訊模組及電池。經
由藍芽連接手機，並利用 App 軟體程式控制感測
器，可記錄感測晶片電阻值變化，比對內建於程式

之響應對氣體濃度關係曲線，便可得知周圍環境的

氣體濃度，感測數據除了顯示在程式介面上，並可

上傳雲端資料庫，可由手機或電腦瀏覽數據。

我們將可攜式氣體感測器放入感測腔體，進行 
100－5 ppb NO2 感測，測量通氣前後感測晶片電
阻值變化，得到實驗結果如圖 6(a) 所示，在最高
的 100 ppb，響應值約為 95%，此值小於圖 3(d) 在
同濃度下的響應值 251%，主要是因為可攜式感測
器紫外光功率較高，而感測晶片也有差異性。在最

低的 5 ppb 濃度時，響應值約為 5%。將響應對濃
度作圖，得到如圖 6(b) 所示，黑色點為響應值，
紅色線為線性近似線，可看出在 100 ppb 濃度範圍

圖 4. ZnO及 Cu2O/ZnO 奈米線的 NO 氣體感測機制示意圖，(a) ZnO
奈米線在大氣環境中的起始狀態，(b) NO 氣體感測後的吸附
狀態，(c) Cu2O/ZnO 奈米線在大氣環境的起始狀態，(d) NO 氣
體感測後的吸附狀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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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手機操控可攜式氣體感測器，上方為感測模組，內有感測晶片及 UV 
LED，下方為控制電路、藍芽通訊模組及電池。

圖 6. 可攜式氣體感測器對 NO2 氣體感測結果，(a) 在 100 －5 ppb NO2 的電阻對時間圖變化圖，(b) 響
應對 NO2 濃度關係圖。

內，響應對濃度有極佳線性關係。將響應值除以濃

度，可得到靈敏度 (sensitivity)，從圖 6(b) 紅色線
斜率，計算出靈敏度約為 9.5 ppm1。將靈敏度輸

入手機 APP，在未知濃度 NO2 氣體環境中，以可
攜式氣體感測器測量電阻變化率後，便能換算出 
NO2 濃度值。
在以上的氣體感測測量，都是在定溫定濕的大

氣環境中，由於感測晶片的起始電阻值 R0 以及靈
敏度都會隨著溫濕度改變，因此我們正在測量 R0

以及靈敏度對溫濕度的變化關係，這些數據未來將

預先輸入於 App 程式，作為溫溼度校正參數。而
可攜式氣體感測器目前也裝有溫溼度感測器，可測

量外在環境溫溼度，並將溫溼度數據回傳至手機 
App 程式，加上溫溼度校正參數，便可在不同溫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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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環境進行 NO2 氣體感測。
不過對於戶外空氣品質監測，困難的是複雜

的氣體環境，在幾種常見氣體如 CO、CO2、SO2、

O3、NO、NO2 等等，我們目前所製作的感測晶片
對 NO2 具有最大響應，但在戶外環境中，還有很
多的揮發性有機氣體，這些對感測晶片的電阻值都

有影響，甚至會改變感測材料的成分及特性。因此

要在戶外環境測出 NO2 濃度，必須在感測器加裝
過濾裝置，排除一些影響性較大氣體，並以軟體分

析方式，分析溫溼度及環境氣體效應，同時還要跟

環保署的標準檢測儀器做對比，這樣才能得到比

較準確的 NO2 濃度，這也是我們目前進行中的工
作。

六、結語

我們以黃光微影及低溫化學製程，製作具有高

靈敏度之奈米複合材料氮氧化物氣體感測晶片。首

先在矽晶片利用黃光微影及電子束蒸鍍技術製作電

極，然後以低溫化學製程，成長氧化鋅奈米線，再

以光還原法，在奈米線表面成長氧化亞銅奈米顆

粒。利用紫外光活化感測模式，當氮氧化物氣體分

子吸附到奈米材料表面，會使感測晶片電阻值增

加，目前測出對 0.5 ppm 一氧化氮及二氧化氮，響
應值約為 110% 及 590%，具有極高靈敏度。將此
感測晶片結合 UV LED 可形成感測模組，搭配控
制電路及藍芽通訊模組，形成一台可攜式氣體感測

器。經由無線通訊模組連接手機，並利用應用軟體

程式記錄感測材料電阻值變化，便可得知周圍環境

的氮氧化物氣體濃度，可應用於空汙偵測、製程監

控、人體呼氣偵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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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汽機車排氣汙染公害  (emission 
pollution) 問題，使得人類生活環境品質大幅降
低，於是世界各國環境保護意識紛紛出現，開始制

定汽車排氣汙染法規，我國環境保護署亦訂定空氣

汙染防制法以控制空氣汙染問題。德國聯邦環境署 
(UBA) 最近的一項研究清楚表明，空氣中的氮氧
化物嚴重影響人們的健康狀況(1)。氮氧化物 (NOx) 
為空氣汙染中的指標性物質之一，包含一系列的氮

固態電化學式 NOx 感測器於 Euro 6
空氣汙染防制之研究
Investigation of Solid-State Electrochemical NOx 
Sensors for Euro 6 Emissions Standard

蔡淑儀、陳泰辰、方冠榮
Shu-Yi Tsai, Ta-Chen Chen, Kuan-Zong Fung

在每輛汽車上多樣化的終端感測器中，監控氣體品質及汙染防治的感測器，將在車聯網應用上扮演高度重

要性。特別是近日在全球汽車產業掀起軒然大波的德國福斯汽車公司柴油車的汙染排放電腦軟體的醜聞，

就是為了要應付日趨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因此如何有效地監控氣體品質，將汙染氣體排放量的電子訊號

回饋給車用電腦來控制最佳引擎燃油／空氣比，近年來備受矚目。本研究以氧離子導體材料為基礎，結合

奈米化材料為感測電極材料，並藉化學組成的修飾，增加氣體感應之靈敏性。本研究利用具量產可行之陶

瓷成型技術，依序進行各層材料的圖案化的設計與製備，開發出符合空汙規範之產品，藉以提高國內廠商

之國際競爭力，來符合未來市場之需要。

In recent years, exhaust emissions manage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et of Vehicles (IoV). 
The scandal of computer software for the emission of diesel vehicles from the Volkswagen of Germany, which 
has caused an uproar in the global auto industry. It is to cope with increasingly strict emission standards. How 
to monitor gas quality and feedback the electronic signal to the vehicle computer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The project is based on oxygen ion conductor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nanomaterials as sensing 
electrode materials and alteration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to enhance the gas sens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study also using mass-produced ceramic molding technology, sequentially the design and preparation of materials 
for layer pattern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that meet the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s and als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domestic manufacturers for market demand.

智慧氣體

感測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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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 (NnOm)，其中以一氧化氮 (NO) 與二氧化氮 
(NO2) 所產生對人體的危害最為顯著。氮氧化物及
碳氫化合物等空氣汙染物在日光照射下，會進行光

化學反應，而產生臭氧、醛類等二次汙染物，這些

汙染物再與大氣中之水汽 (液相或氣相)、懸浮微粒
等結合，形成光化學煙霧及酸雨(2, 3)，對環境與生

物造成甚大影響。另一方面，醫學上，也證明低濃

度之氮氧化物進入呼吸系統容易造成咳嗽、呼吸急

促、疲憊與噁心等症狀，而當濃度過高甚至可能造

成死亡。

 經環保署統計，在移動性氮氧化物之汙染源
主要以柴油引擎為最大排放汙染來源，雖柴油引擎

具有高於汽油引擎的熱效率與相對較低的二氧化碳

排放等優點，但由於輸入之燃料特性與壓縮點火之

汽缸燃燒引起的高溫燃燒的行為，難以避免有氮

氧化物汙染物的排放，根據歐洲環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 數據統計，柴油引擎之
廢氣排放量占總氮氧化物排放量的比重約 59%。
此外，基於氮氧化物對環境與人體影響的嚴重性，

近年歐洲汽車廢氣對於氮氧化物之排放標準第六期 
(Euro 6) 對於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制定為 0.06 g/km，
降幅較前期達 60%。在 2015 年時，德國福斯汽車
公司柴油車在汙染排放數據造假醜聞事件，就是為

了達到日趨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引起全球汽車產

業正視此問題，因此如何降低汽機車廢氣排放與監

控，已成為各界關注的議題(4-7)。

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式，最有效的捷徑為直接

改善柴油引擎之燃燒的方法，全世界知名的車廠，

對於大力投入於設計提高引擎之燃燒條件及最大輸

出馬力著手，然而引擎發展已趨技術極限。因此，

進而藉助後段處理系統之零組件，輔助進行廢氣汙

染的減量，進而達到未來空汙減量之法規的規範。

對於後處理零組件部分，主要包含兩部分，第一

部分為濾煙器，主要功用是將引擎煙氣直接通過

具有微小孔隙濾材，藉由濾材來降低煙氣中粒狀

汙染物而達到減汙的功能；第二部分為 DeNOx 觸
媒，主要構造以選擇性還原觸媒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SCR)(8, 9) 為主，其原理乃利用氧化還原
的方法，以注入氨氣當還原劑，當氣體流經觸媒

床，將 NOx 還原成氮氣 (N2) 及水 (H2O)，而氨氣

亦氧化成 N2 及 H2O，其如何控制所注入之氨氣的
含量，則由在系統前後裝設 NOx 氣體感測器，偵
測廢氣中之氮氧化物濃度，透過電訊回饋給行車電

腦 (ECU)，使其辨識目前排放廢氣中 NOx 濃度並
調控相關汽車零件與氨氣注入的含量，以達到有

效降低氮氧化物排放。而在汽車產業朝著 IT 化、
電裝化方向發展，作為汽車零件之感測器彼此連

動與應急處理，已成為 IoT 應用最主要的精神，根
據 MarketsandMarkets 預測，全球車用感測器市場
規模在 2015 年約為 260 億美元，預估到 2020 年將
以複合成長率 6.59% 的速度成長到規模 360 億美
元。

市售之 NOx 氣體感測器種類繁多(10, 11)，若

依據偵測原理與機制可分為 :半導體氣體感測器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gas sensor)(12, 13)、電化學

氣體感測器 (electrochemical gas sensor)、固態電解
質氣體感測器 (soild state eectrolye gas sensor)(14, 15)、

觸媒燃燒式氣體感測器 (catalyt combustion gas 
sensor)。其中以固態電解質氣體感測器可於高溫下
穩定、靈敏度高與氣體選擇性佳等優點，近年來廣

泛地應用於環保、礦業、汽車等工業領域中。此類

氣體感測器之工作原理是運用離子所攜帶電荷的移

動量，而可移動的離子視材料的種類而定。當感測

氣體在電極處被催化為帶電離子，擴散且移動於固

態電解質中，再以電化學分析儀器紀錄電壓或電流

的變化，即可得到感測的目的，所以稱之為電化學

固態電解質型氣體感測器。雖固態電解質電化學氣

體感測器具有選擇性高及容易微小化之優點，但其

感測特性與電極、電解質擴散層材料之特性息息相

關。

另一方面，感測器的設計也扮演重要之角色，

傳統式 NOx 氣體感測器主要以管狀設計為主流，
但為了因應未來環保嚴峻的法規標準與低功耗之需

求，國際大廠紛紛已投入大量研發於平板狀之設計

開發(16)。因其設計係利用疊層的方式將元件微小

化，可由微細加工技術將多樣功能的感測器積體化

在同一元件上，除了有效提高元件之響應時間外，

另一方面也可大幅降低電功率的消耗，符合低成本

與大量生產等優點，在未來車用氣體感測器深具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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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研究團隊長期積極致力於固態離子導體材

料相關科學 (solid state ionics) 與應用之研究，包括 
(1) 高離子導體材料 (氧離子導體與鋰離子導體) 與 
(2) 離子電子混合導體材料在固態電化學元件應用
之相關研究，如高溫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 (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 與能源儲存 (高能量密度可充
電式電池、固態鋰離子電池) 科技之應用。本研究
團隊亦進行多項能源與環境保護相關的合作計畫，

具有研究能量與經驗，進行開發平板式電化學固態

電解質型 NOx 感測器之元件設計，由材料科學與
化學工程的理論與實驗深入研究成果中，針對當中

極具關鍵性的熱疊壓技術、加熱器設計與氣體靈敏

性進行改善方案，並以實車設備測試感測器元件，

以期全面解析此一課題。下述將介紹固態電化學式

氣體感測器研製之細節。

二、實驗步驟

1. 漿料之製備
本研究以釔安定氧化鋯  (YSZ) 為電解質材

料，分別加入純度 95% 精製酒精與氧化鋯磨球，
以濕式球磨法混合 24 小時後，將粉末進行乾燥，
而後將乾燥之粉末用研缽研磨，經 200 mesh 篩網
過篩後，即可獲得漿料之粉體。本實驗使用之漿料

是以商用黏結劑、PVB、酒精及甲苯，控制慢滾球
磨速率以避免過多氣泡進入漿料中。漿料均勻混合

且除泡完全後置於離型膜上，接著以刮刀成型法製

成薄帶，並於薄帶乾燥後試以不同參數進行熱壓疊

層處理以得最佳化之疊層參數。加熱線路電極所使

用之鉑 (Pt) 漿料為商用產品 (ESL5570)，將電極分
別網印於電解質上下兩側，最終經脫膠熱處理及燒

結熱處理，形成一疊層良好之緻密燒結體。

2.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
研究中使用 SEM 分析試片之表面及截面之微

觀結構分析。為方便進行截面之微觀結構分析，將

試片以冷鑲埋方式置於環氧樹脂中，並以慢速切

割機對半切除樣品使露出剖面，接著針對剖面進

行研磨及拋光至鏡面，隨後以超音波震盪方式清

洗剖面之髒汙及殘留之拋光液，最後再以鍍金機

於剖面鍍上 Au 薄膜。本分析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HITACHI S4200) 及成功大學貴重儀器中心之場發
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試片之微觀形貌。

3. 紅外線熱顯像儀分析
紅外線熱像儀為感測物體散發出的紅外線並轉

成視頻圖像的設備，利用紅外探測器接受被探測目

標之紅外輻射能量分布圖樣映到光敏元件上，轉成

電信號，可分析試樣隨時間變化的溫度分布。

4. 氣體感測元件分析
本研究中感測器之測試方式為模擬於汽機車排

氣管之高溫環境，將封裝完成之感測器，置於測

試製具中，升溫至實際排氣管溫度 (平均溫度約為 
600 °C)，並通入模擬混合廢氣，在總流速 100 ml/
min 下，調整不同 NOx 濃度 (0－2000 ppm) 進行感
測性能測試，透過模擬氣體濃度的變化和響應時間

長短之變化，進而評估氣體感測器之優劣。

三、結果與討論

1. 熱壓疊層坯體性質之影響
熱疊壓技術為平板式結構的關鍵技術之一，主

要程序首先先將生胚薄帶依順序置入模具中，再由

外施加適當溫度與均壓力使具有熱塑性之黏結劑將

生胚彼此密合，且上下兩層生胚表面粒子會出現相

對移動及相互貫穿的行為，藉此消除生胚之界面，

使成為一均勻的胚體。由於黏結劑與塑化劑在生胚

薄帶內部會有偏析現象出現，因此應避免在堆疊時

將生胚之正面與正面堆疊，以防在燒結熱處理後試

片出現分層情形，若疊壓的溫度或持壓時間過低，

可能造成黏結劑無法發揮其效用，且胚體無法完整

接合，並於高溫共燒期間出現翹曲分層的現象；而

若疊壓的溫度過高，則容易造成胚體內部結構無

法保持完好，黏結劑出現變質情形，如圖 1(a) 所
示，甚而影響燒結後胚體之完整性，是以如何控制

疊層之溫度、壓力與持壓時間為影響胚體之完整

與否。經過測試，當疊層持壓壓力控制在 20－35 
MPa、疊層溫度 55－75 °C 以及持壓時間 15－25 
分鐘時，多層生胚薄帶能夠緊密接合，界面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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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b) 所示。將試片截面做適當之研磨並拋光
至平整，並利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 觀察疊
層間之微觀形貌，藉以確認疊層間之界面結構，如

圖 1(c)(d) 所示。由兩圖比較可得，良好的疊壓製
程可完全消除各層的原有界面，且無缺陷孔隙存

在。 

2. 加熱模組之測試
由於固態電解質需要在一定溫度下才能開始工

作，藉由加熱器的輔助，可在短時間內，使感測器

均勻加熱至工作溫度，進而縮短感測器所需之啟

動時間。但加熱器與 YSZ 於共燒時，因材料收縮
率匹配性的差異，導致易出現翹曲現象，如圖 2(a) 
所示。經適量添加劑於加熱器中，藉以改善其共燒

時收縮率之匹配性，以避免發生翹曲現象，如圖 
2(b) 所示。另一方面，加熱器可使感知器快速升溫
至工作溫度，但感測器裝置於汽車高震動環境中，

加熱時會導致熱應力集中，更容易使得胚體於震動

時出現破裂情形，因此良好的加熱體須具有高穩定

性與均勻之加熱區域，本研究所設計之元件加熱區

域非常均勻且集中，如圖 3 紅外線熱顯像所示，其

顏色與溫度對照如圖右邊色塊所示，由結果得知當

元件於穩定狀態後，圖 3(b) 所示，中央區域與邊
緣區域溫差約在 100 °C 以內，亦表示加熱器之加
熱範圍對於溫度梯度差異性較小，進而有效降低

損壞率。圖 4 為加熱模組之耐久循環測試，以 60 
秒為一循環 (包含前 30 秒給予負載升溫，後 30 秒

圖 2. 加熱模組 (a) 共燒後產生之翹曲現象與 (b) 良
好共燒結後之正反面實體照。

(a)

(b)

圖 1. 熱壓疊層技術 (a) 不良疊壓和 (b) 良好疊壓之 OM 圖與進行高溫燒
結後  (c) 不良疊壓和 (d) 良好疊壓孔洞消除之 SEM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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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負載降溫)，由結果可得知，在起始時經過 18 
秒時，加熱器可達到 500 °C，各經過 500 與超過 
1000 次循環後，加熱器並無因循環測試時熱應力
集中而損壞，皆可達約 500 °C 之操作溫度。
　

3. NOx 感測器性能之測試與分析
汽機車引擎排氣系統之溫度及廢氣排放量隨車

輛行進狀態改變量甚大，引擎轉速改變、負載增加

或點火提前都會使排放之廢氣溫度上升，據文獻所

述(17)，一般排氣系統之氣體平均溫度約 600 °C，

本研究將模擬於汽機車排氣管之高溫環境，將封裝

完成之感測器置於測試製具中，如圖5所示，升溫
至實際排氣管溫度，並通入模擬廢氣且調控 NOx 
濃度 (0－2000 ppm) 進行元件之感測性能測試，透
過模擬氣體濃度的變化和響應時間長短之變化，進

而評估氣體感測器之優劣。圖 6 為以模擬氣氛濃度
以 400 ppm 為變化所測得之電流圖與檢量線。由
上圖可以明顯看出，隨著模擬氣體的濃度上升，電

流值也跟著上升，意指此感測機制確實遵守極限電

流式理論，且在連續測試中，隨著濃度下降，所對

圖 4. 加熱器之循環加熱曲線圖。

圖 3. 加熱器之循環加熱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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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電流值和上升時呈現一個鏡面對稱的圖形。由

圖 6(b) 之檢量線結果得知，本研究所開發之線性
關係相當高 (R > 0.998)，意指感測電流不受氣體濃
度高低變化影響且十分穩定。本計畫研發之 NOx 
感測器偵測上限可以達到 2000 ppm，下限可以低
於 100 ppm，鑑別率極高，已達汽車與電廠的適用
範圍且符合達到 EURO 6 嚴苛之廢氣排放標準，一
般而言，氧化錫奈米感測器對 NOx 偵測而言其有
效感測最低濃度只能達到 1000 ppm。

圖 7 為 NOx 感測器之應答曲線圖，固定感測
氣體總流速為 100 ml/min，參考氣體為空氣濃度固
定，純氮氣背景電位達穩定時，通入 NOx 濃度 600 
ppm 且待電位達穩定時，關掉 NOx 氣體使其到氮
氣背景值，仍保持流速為 100 ml/min，再通入 NOx 
濃度 200 ppm。由結果得知，當測試經過200個循
環後，其感測電流變化相當穩定，此時之響應時

間為 6.504 秒。持續循環測試至 400 個循環時，響
應時間為 6.52 秒，相較於 200 個循環僅衰退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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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NOx 感測器之 (a) NOx 濃度－感測電流值循環測試階梯圖 (每 400 pp 一階) 與 (b) 濃度變化之檢量線 (工
作溫度：600 °C，負載電壓：0.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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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研究封裝後之平板式 NOx 感測器實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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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但感測電流值更為穩定，此即表示每一次
循環中氣體分子於感測電極處之分解行為、反應當

量等皆趨於穩定，由此可知本研究設計之 NOx 氣
體感測器具有長程穩定性。

四、結論

本研究室結合多年之奈米尖端科技粉體製備與

氣體感測器製程技術，成功開發出極具潛力的高溫

固態電化學式 NOx 感測器。相較於傳統的管狀感
測器，平板式的設計有利於尺寸微小化、快速的啟

動時間、降低電功率的損失、低成本與大量生產等

優點。目前所開發出的高溫固態電化學式 NOx 感
測器之偵測濃度範圍為 10－2000 ppm，符合現今
汽車與電廠的適用範圍。本研究團隊多年來積極與

國內汽機車相關產業合作，包括汽車與機車用感測

器研發製造與劣化診斷，對於後續透過本研究所開

發的感測器技術，也將持續與相關產業聯繫，並努

力推廣相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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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研發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Chip-Type Gas 
Sensor

薛丁仁、蕭文澤

Ting-Jen Hsueh, Wen-Tse Hsiao

全球科技產業帶動了工業及都市的發展，車輛及工廠等因素增加，空氣品質明顯的受到衝擊效應，並造成

疾病與災害，如 2014 年高雄發生丙烯氣爆意外案。此時，若能開發將氣體感測器整合於常用之行動裝置
上，達到以「人」為中心的環境監測，也許就可以阻止遺憾發生。這個概念全世界嗅到了，2016 年國際
Yole Development 預估，2021 年氣體感測器的使用量會從 2014 年的 120 萬個，增加到 3 億 5000 萬個，
成長約 300 倍，產值將超過 20 億美元，且絕大部分使用於智慧型手機 (smart phone)。然而，要整合於智
慧型手機上，氣體感測器必須達到微小化及低耗能的需求。目前惟有以微機電系統 (MEMS) 技術所開發
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方能達到最微小化、最低耗能及低成本，所以相關產品備受矚目。本研究係以

微機電系統整合技術平台為基礎，發展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透過不同感測薄膜如二氧化錫 
(SnO2) 氣體感測薄膜、奈米氣體感測薄膜，分別針對 NO2 氣體濃度、SO2 氣體濃度與酒精 (alcohol) 氣體
濃度進行量測。

Global technology industry has been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ities. With the increasing factors of 
vehicles and factories, the air quality was signifi cantly affected. These air pollutants cause diseases and disasters. 
For example, in the evening of July 31, 2014, Kaohsiung’s gas explosion accident. At that time, if we can develop 
the integration of each gas sensor into a common mobile device,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ction the detection with "people" as the center of it. The concept has got the whole world’s attention. Such as 
this year (2016), International Yole Development estimated the usage of gas sensor will increase from 1.2 million 
in 2014 to 350 million in 2021.The number increasing is about 300 times and the output value will be more than 
$ 2 billion. The most usage will smart phones. However, to be integrated in mobile devices, gas sensors must 
be miniaturized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 
technology developed by the semiconductor chip-type gas sensor to achieve the smallest, lowest energy and low 
cost, which caught people’s attention.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MEMS integrated technology platform we develop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gas sensors by using the different sensing fi lms such as SnO2 and nano gas sensing fi lm. 
Therefore, NO2 gas concentration, SO2 gas concentration and alcohol gas concentration were measured.

智慧氣體

感測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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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科技產業帶動了工業及都市的發展，隨著

台灣的居住環境的高度密集人群、車輛及工廠等

因素增加，空氣品質明顯的受到衝擊效應，依據

行政院環保署於 105 年對於台灣地區空氣汙染與
產生的危害物質做分析 (圖 1)，其主要之來源於交
通工具的使用 (37%)，其次是金屬製品與化學材料
塑膠與紡織品與食品製造等工業 (16.7%) 等。而空
氣汙染包含 (1) 粒狀汙染物 (PM2.5, PM10)，(2) 硫氧
化物 (SOx)，(3) 氮氧化物 (NOx) 和 (4) 揮發性有機
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其中 
SOx 和 NOx 也是 PM2.5 原生成物之一，依據 PM2.5 
的組成形式分為一次組分與二次組分，一次組分為

直接顆粒型態排放，二次組分為氣態汙染物，其與

環境空氣中其他的組分發生化學反應後而形成的細

懸浮微粒(1)。而在環保署的相關法令中，針對「揮

發性有機物空氣汙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中已將其定

義：係指有機化合物之空氣汙染物的總稱，但不包

含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碳酸鹽、碳

酸銨、氰化物或硫氰化物等物質。絕大對部份於室

外的 TVOC 產物容易與氧反應，進而氧化所形成
相對應的游離基 (radicals)，此游離基在與其他化
學成分在光化反應下而形成，如一氧化氮、二氧化

氮、酸性氣霧、高濃度之臭氧、二氧化硫及其他過

氧化物等氣體(2-5)，台灣全國之空氣汙染的來源、

生成物與衍生之物質，如圖 1 所示。這些產生的汙
染不僅造成空氣品質的混濁，並且造成疾病與災

害，疾病例如 (1) 氮氧化物的過量存在易導致呼吸
道疾病的增加，(2) 高濃度的硫氧化物帶來酸雨破
壞樹木及農作物等作用。而氣爆災害台灣近年又以 
2014 年 7 月 31 日晚間，高雄發生丙烯氣爆意外，

圖 1. 台灣地區空氣汙染與產生的危害物質分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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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32 人死亡、321 人受傷，多條重要道路嚴重
損壞最為嚴重，其次是 2014 年 8 月 15 日中午新店
氣爆事故。此外，都市的空氣汙染易隨著人群的活

動夾帶至室內，致使室內累積汙染濃度不下於室外

環境。而室內環境中的汙染物質包含：懸浮微粒 
(PM10 和 PM2.5)、揮發性及半揮發性有機物質、二
氧化碳、一氧化碳、臭氧及氡氣等氣體(2)。一般在

於室內環境汙染物對於人體健康危害多屬於長期性

的潛伏，較容易被忽略。而為避免空氣汙染的物質

對於人體的健康有所危害，又或是氣爆的事件再次

發生，針對環境汙染、工業環境安全之考量及居家

環境照護的引領下，使得氣體感測器 (gas sensor) 
應用之領域備受重視。

法國市調機構 Yole Development 預估，2021 
年氣體感測器的使用量將從 2014 年的 120 萬個，
增加到 3 億 5 千萬個，成長約 300 倍，產值將超
過 20 億美元 (台幣 620 億)，且絕大部分使用於行
動裝置，其中又以智慧型手機表現最為亮眼 (圖 2 
右) 所示。以便利性、相容性、品質、成本及實用
性而言，使得智慧手機已然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要件，根據 Gartner 研究總監 Anshul Gupta 表示，
在 2016 年第三季全球各大廠牌銷售到終端使用者
的智慧型手機總數量為 3.73 億支，相較於 2015 年 
3.54 億支而言，第三季總銷售的數量相較於去年增
加了百分之五點四的成長率(12) (圖 2 左)。且現今科

技發達的時代，先進的行動通訊技術將無所不在，

根據愛立信 (Ericsson) 公司所調查行動趨勢分析數
據指出，截至 2020 年為止，全球將有 70% 的人口
選擇智慧型手機，甚至推估在 2016 年智慧型手機
的使用戶將超越基本型手機的用戶量，其中新增的

智慧型手機用戶的來源，有 80% 的成長率來自於
亞太地區、中東及非洲等新興的市場國家(13)。然

而，要將氣體感測器整合於行動裝置上，則必須符

合微小化及低耗能的兩項要素。

目前市面上的氣體感測器，體積大、能耗大、

單一感測器模組只偵測單一氣體、且只能安裝在固

定位置或採手持偵測 (圖 3)，然而手持偵測需同時
攜帶多隻氣體感測器，實為困難。因此，若能將各

氣體感測器微小化整合於一個常用行動裝置上，就

能達到走到哪偵測到哪目的 (圖 4)，以即時探知生
活周遭的環境。

目前市面上的氣體感測器種類繁多，依其偵測

的機制跟原理可大致區分為以下幾種：(1) 電化學
式氣體感測、(2) 觸媒燃燒式氣體感測器、(3) 光學
式氣體感測器、(4) 半導體氣體感測器(24-26) 及 (5) 
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其中，以微機電系

統整合 (MEMS) 技術所開發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
感測器能達到最微小化 (封裝後尺寸 3  2.35  1 
mm3) (圖 5)、最低耗能及低成本為全世界各相關研
究單位開發。其中 Dey(27) 介紹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圖 2. 手機成長率及國際 Yole Development 預估氣體感測器市場(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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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or metal oxide, SMO) 氣體感測器，透
過不同的感測薄膜如 MoO3、WO3、TiO2 等在靈敏
度、選擇性與穩定性的相關特性研究比較，作為選

擇之參考。

二、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工作原理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需在一定的

工作溫度 (200 °C－400 °C) 下使用，其感測原理
則因半導體氧化物表面的導電率會因為氣體吸附

而發生變化 (氧化或還原)，這種吸附一般為離子
吸附 (ionosorption) 的模式下，當氧分子 (250 °C↓
為 O2 和 O 及 250 °C↑為 O2 ) 吸附在氧化物半導

體表面時；以 n 型半導體 (SnO2 or ZnO) 為例，由
於氧化物表面的傳導電子會轉嫁到氧分子上，因

此氧分子會以陰離子 (O) 的化學吸附形態存在氧
化物表面上，導致氧化物表面區域形成載子空乏

層 (depletion layer)，造成 n 型氧化物半導體的導電
性能下降，電阻值升高，若當環境中產生有害氣

體時，如一氧化碳 (CO) 時，CO 會與 O 產生還原
反應形成 CO2 及電子 (e)，而電子回到材料中，此
時，材料電阻下降。

圖 6(a) 為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的氣體感測器
之工作原理。而這氧化與還原反應使得對環境中產

生有害氣體有區分。因此，半導體式的氣體感測器

主要之結構都需要有加熱器及感測材料。半導體式

圖 3. 目前市售之手持式氣體感測器商品(圖／取自網路)(6-9)。

圖 4. 以「人」為中心的環境監測之示意圖 (圖／取自網路)(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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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型氣體感測器依照此工作原理，且藉由半導體

製造技術之微機電系統 (MEMS) 整合技術之微小
化、低功耗、易整合於 IC 製程及易達到多感測器
整合等優勢，開發微型化的加熱器 (micro-heater) 
及懸浮結構 (suspension microstrcuture) 將熱源侷限
於感測面積，再配合結構層上方的感測材料，達到

微型低功耗的氣體感測元件之應用，圖 6(b) 為半
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之結構示意圖，藉由改變

不同型式的感測薄膜與加熱溫度，作為感測不同氣

體與其響應時間。

三、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二
氧化錫 (SnO2) 氣體感測薄膜成果
針對一氧化碳 (CO)、二氧化硫 (SO2) 與二氧

化氮 (NO2) 氣體偵測中，使用半導體式晶片型氣
體感測器進行量測，在實驗室階段已有初步的研

究成果。藉由 MEMS 技術整合微加熱器與氧化錫 
(SnO2) 氣體感測薄膜，研製微型化氣體感測器，
如圖 7(a) 所示，其結構包含感測薄膜、微加熱
器、感測電極與本體結構。

圖 5. 目前市面上的氣體感測器種類 (圖／取自網路)(14-17)。

圖 6. (a)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的氣體感測器之工作原理，(b) 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之結構示意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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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加熱器方面如圖 7(b)，製備白金 (Pt) 厚度 
450 nm 且功率維持在 18 mW 以下，透過熱影像儀
量測其溫升效果。經實驗測試後顯示可達 300 °C 
以上且加熱速率為毫秒 (ms) 等級。SnO2 氣體感測
薄膜方面，製備厚度為 400 nm 且配合接近 400 °C 
的快速退火 (rapid thermal annealing, RTA) 處理後，
針對一氧化碳 (CO) 氣體，其偵測濃度從 0 ppm 至 
200 ppm 進行動態感測 (註：國內室內空氣品質法
規建議值為 100 ppm 連續偵測一小時)。經實驗
結果顯示，SnO2 薄膜對於一氧化碳有很好的靈敏
度。此外，結合高選擇性之固態電解質感測材料 
(如：釔安定氧化鋯 yttria-stabilized zirconia, YSZ) 
當作偵測 SO2 氣體及 NO2 氣體之感測層，其研究
成果如圖 7(c) 與 7(d) 所示。經由圖 7(c) 觀察得
知，當 NO2 感測晶片在注入濃度為 18 ppb 的 NO2 

氣體時，其 NO2 氣體感測元件將產生約 75% 響應
程度，另一方面以熱影像分析儀分析加熱情形，可

發現在 163 mW 的工作條件之下，其微型加熱器能
形成感應溫度在 300 °C 左右；在 SO2 氣體量測部
分，透過將微型加熱器施以 4.2 V、0.039 A 的操作
電壓與電流，形成約 163 mW 的工作條件下，目前
已可以測得 SO2 氣體達 ppb 等級，約為 252 ppb 的
靈敏度，且響應達 22% (如圖 7(d))。

四、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奈
米氣體感測薄膜材料成果

在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感測材料中，除上述提

及的二氧化錫 (SnO2) 感測器薄膜外，其餘的感測
器薄膜材料主要可作為特殊氣體選擇，其奈米氣

圖 7. 本實驗室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初步研發成果，(a) 感測器結構設計、(b) 微型加熱器與感測層光
學顯微影像、(c) NO2 氣體濃度與響應曲線 (@200 °C)、(d) SO2 氣體濃度與響應曲線 (@3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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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測薄膜材料包括：氧化鋅 (ZnO)、二氧化鈦 
(TiO2)、氧化鎳 (NiO)、氧化鐵 (Fe2O3)、氧化鎢 
(WO3)、氧化銅 (CuO) 等材料。然而，對半導體式
晶片型氣體感測器而言，由於要達到微小化及低耗

能的特性，感測面積一般小於 500 m  500 m。
如此一來就會侷限了感測濃度範圍，且對較低濃度

之響應程度與靈敏度較低。因此，為了改善感測範

圍及響應靈敏度，透過奈米技術的引進，在未來將

扮演重要角色。由於奈米材料具有優異的比表面積

比 (specific surface area ratio)，因奈米材料對特定
之氣體會有催化作用及在單位面積裡能增加幾百倍

甚至千倍之感測面積。其中，奈米粒子之摻雜及

一維 (one-dimension) 奈米材料最被廣泛研究與應
用。在一維奈米元件技術，在本實驗室已有初步研

究成果，透過氣相傳輸沉積法成長垂直與橫向氧化

鋅奈米線，並利用他們製作感測層，藉以量測不同

的氣體濃度。經初步實驗結果發現，奈米線比一般

薄膜材料具備更高的響應如有毒 (害) 氣體等。同
時可藉由橫向成長技術製作單一根奈米線酒精氣體

感測器。在文獻(19) 將詳細說明奈米線氣體感測原
理。此外，奈米粒子也為提升氣體感測響應的方

法，藉由光化學還原法將貴金屬 Pd 及 Au 奈米粒
子附著於氧化鋅奈米線表面，增強氣體感測響應，

如圖 8 所示(20, 21)。

五、創新型氣體感測器－雙面偵測氣
體感測器元件技術成果

創新型氣體感測器研發係由 AQI 氣體感測器
服務平台－ (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TSRI)) 所提供
之微機電系統整合技術，開發可雙面偵測酒精之氣

體感測器(23)。如圖 9 所示，雙面偵測氣體感測器
元件特色，除了可增加氣體響應外，也可節省原先

在封裝製程上的繁瑣步驟，故在封裝上簡易許多，

不再侷限於傳統印刷電路板設計。其主要結構上與

單面型 MEMS 感測晶片的不同，在於光罩設計上
先製作底層感測膜 (SnO2) (如圖 9(b))，之後的製程
與單面型 MEMS 感測晶片相同，待背向蝕刻 (產
生懸浮結構) 後，雙面偵測氣體感測器元件即可完
成。經由實驗結果顯示，使用熱影像儀針對雙面偵

測氣體感測器元件加熱至 250 °C 時，所需之功耗
與單面型感測晶片相同 (如圖 9(d))；但在酒精氣體

圖 8. 本實驗室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奈米氣體感測薄膜材料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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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方面，卻增加了氣體響應 (如圖 9(e))。此雙面
偵測氣體感測器元件，在未來的發展裡，預期可用

不同感測膜而達到單一晶片偵測兩種氣體。

六、結論

以「人」為中心的概念全世界嗅到了。近年

來，微機電系統整合技術是一種結合光學、機械、

電子，材料、化學、控制、生醫⋯等整合技術，使

感測器微小化的應用於物聯網之穿戴式及攜帶式產

品已經被廣泛應用，如加速度計、陀螺儀、麥克

風、壓力感應、能源擷取器，以及各式感測器等，

已被逐漸應用於消費性電子、智慧住宅、保全監

控、健康照護交通運輸、百貨零售以及警急救難等

領域。然而，IHS 公司總監兼 MEMS 與感測器資
深總分析師 Jeremie Bouchaud 預測，用於呼吸分析
與空氣汙染用的氣體感測器將最有可能被應用。台

灣在半導體技術方面之研究隸屬於世界級的開研元

老。因此，半導體式晶片型氣體感測器研製方面都

具世界領先，且培育高階技術人才，勢必能為物聯

網及半導體產業開啟新的產業技術發展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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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科技迅速的發展，人民對於生活品質也相

對提高，使得環境汙染愈趨嚴重，在維護環境品質

以及兼具生命安全保障的考量之下，使氣體感測器

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氣體感測器可應用於

許多地方，包含環境標準偵測、工業生產排放偵

測、醫療診斷偵測、酒駕臨檢及空氣品質監測等。

氣體感測器影響的範圍遠超過日常生活中的需求，

而感測的氣體種類非常繁多，包含一氧化碳、二氧

化碳、硫化氫、氫氣、氧氣、臭氧、醇類氣體、氮

氧化物、可燃性氣體、揮發性氣體等等。

圖 1 戶外空氣汙染中各種來源可見室外空氣汙
染多數的來源非個人能控制的，因此需要個城市、

交通運輸、能源廢棄物管理、建築及農業等各部門

及政府甚至國際組織採取行動，首要的工作則是清

楚了解室外空氣品質的變化，以了解其問題來源，

以便找合適的方法做防護工作，也讓民眾知道如何

保護自己，以製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當氣體濃度已經達到危害人體及環境時，這

些氣體感測器裝置必須有快速的反應時間，及偵

測低濃度標準的目標氣體，可以即時給予警告來

預防事件發生，而對於理想的氣體感測器必須符

合下列幾點要素：(1) 低成本 (2) 選擇比 (3) 微型化

低耗能氣體感測器設計與製作方法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Low Power 
Consumption Gas Sensor

蕭育仁、林威志、劉建惟、蕭文澤
Yu-Jen Hsiao, Wei-Zhi Lin, Chien-Wei Liu, Wen-Tse Hsiao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具有成本低、壽命長、可微小化、可大量生產、易整合於 Si 製程等特色
與優點，故受到相當多的注目。常見的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形式為二維感測器由微加熱器所提

供熱能，因加熱與感測電極同一道製程設計，造成中間較低溫外圍較高溫狀況，進而溫度分佈不均產生，

所消耗功率也大。而這次製作的三維結構是將加熱與感測電極分開，且優化加熱電極的圖形，這樣有助於

加熱的均勻與功率的提升。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gas sensors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ir low cost, long life, 
miniaturization, mass production, and easy integration into Si processes. A common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gas 
sensor is in the form of a two-dimensional sensor provided by a micro-heater. The heating and sensing electrodes 
are designed in the same process, resulting in a relatively low temperature peripheral temperature and a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Both are generated and consume a lot of power.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produced this time 
is to separate the heating from the sensing electrode and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the heating electrode,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uniformity of heat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ower.

智慧氣體

感測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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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消耗功率 (5) 快速的反應時間 (6) 良好再現性
與高穩定性。隨著使用者對於環境安全與個人健康

意識的抬頭，日益嚴重的空氣品質亦是目前許多國

家所棘手的問題。IHS 的感測器市場分析師 Jeremy 
Bouchaud 表示，該機構預期將率先在手機產品中
採用 MEMS 技術的空氣品質感測器。
　　

1.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
「氣體感測器」一般是指大氣中所含有的特定

氣體以適當的電訊號轉換成可以監測或計量的元

件，又被稱為「電子鼻」。依偵測原理與機制分類

來說，市面上氣體感測器可分為以下幾種：金屬氧

化物半導體氣體感測器、觸媒燃燒式氣體感測器、

固態電氣體感測器、電化學氣體感測器。金屬氧化

物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氣體

感測器是利用在一定溫度下，被測氣體的吸附作用

改變半導體的導電率，其變化率與氣體成分、濃度

相關。透過檢測電阻的變化，檢測待測氣體，如圖

二所示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半導體式

氣體感測器的主要特點包括靈敏度高、回應快、壽

命長、成本低、對濕度敏感度低，但須要高溫加

熱，氣體的選擇性差，受環境因素影響大，輸出穩

定性差，且功耗高。

隨著 IoT 的來臨，發展中的半導體式微氣體感
測器易於整合在微電子元件高密度積體電路的封

裝，並且持續朝向小型化、高效能、高整合、低

功耗及低成本方向發展。現有成熟的 2D 封裝技術
可以將個別元件整合在一個晶片上 (system on chip, 
SoC)，大部分之 chip on chip 的構裝都是採用這樣
技術，其連接導線的方式較構裝來得短，可以預期

其電性較佳，構裝完成後可以得到更薄之微氣體感

測器元件。

2. 低耗能氣體感測器專利檢索
感測器主要是將氣體感測器與介面電路晶片整

合製作，並使其能夠量測多種氣體。此整合型低耗

能氣體感測器，將發揮其低雜訊、低耗能、可攜式

及低面積的優點，適合應用於電子儀器、環境監控

系統、和生醫設備等各種情況。電子鼻系統晶片整

合為電阻式，當感測薄膜吸附多種不同類型之氣體

時，感測器的電阻產生變化，再經由所設計的感測

電路，將感測器的電阻變化量轉換為電壓輸出，

如表 1。(EP：歐盟；US：美國；CA：加拿大；
CN：中國)
文獻中其專利主要佈局在「可攜式」及「加熱

器、整合系統或材料」分別有 3 篇。其專利主要佈

圖 1.  戶外空氣汙染生成途徑。

帶有汙染的雲

氣體／顆粒
汙染物

帶有汙染的雲

汽車 人為來源 天然來源

乾沉澱物

濕沉澱物

Pb

VOC SO2 NO2

NO2

NOXCO

VOC

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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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製造方法」、「量測多種氣體」及「封裝

結構」分別有 11 篇、3 篇及 5 篇。除了可先避開
已有的專利 (加熱器、材料或整合系統)，未來將在
無專利佈局的技術上 (如「低耗能」、「多種氣體) 
進行本學研團隊之專利佈局。

而近年更開啟氣體感測器研究風潮，其中 
2016 年更是環境感測器起飛的一年，主要推動
因素，不管是中國大陸令人伸手不見五指的全球

霾害，還是健康話題的興起，都是因空氣汙染而

掀起全球的話題，因此可監測空氣品質的氣體感

測器可滿足該應用之需求。由市場研究機構 Yole 
Developpement 最新報告指出如圖 3 所示(2)，2014
年氣體感測器 (gas sensor) 在消費性電子應用市場
的出貨量僅約一百二十萬顆，然而在未來智慧型手

機與穿戴式裝置大量採用下，可望於 2018 年突破
一億顆大關，並在 2021 年躍增至三億五千萬顆，
預估最大成長源來自於可攜式智慧型機。

二、加熱器的設計與分析

微型加熱器已被廣泛的應用於氣體感測器上，

並且藉由 MEMS 的製造技術，將其加熱器應用於
低能耗氣體感測器，目前全球微機電氣體感測元件

的產品比較如表 2 所示(3-4)，皆採用微加熱器方式

提供氣體感測器的必要操作條件。面型微加工則將

薄膜藉由蒸鍍、濺鍍等製程技術，將薄膜沉積於矽

基板上。微型加熱器原理係利用金屬材料本身受到

一電流施加時，由於其內部具有一電阻，而電流想

流過須克服其電阻便會產生功，而能量與功具有關

係，故流經其金屬的電流做多少功，其電能就會產

生多少熱能，焦耳熱之公式如下：

2 /P V R  (1)

其中，P 為焦耳熱，V 為電壓值，R 為電阻值。一

圖 2. 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1)。

表 1. 可攜式 低耗能氣體感測器專利檢索。

低耗能 可攜式 加熱器 整合系統 材料

製造方法 －

US20140216129
US20140223995
EP2763468

US20140216129
US 50973695
US 37714279

US20080277586
US20050092065

CA2374987 C

多種氣體 － － －
CN204882512 US 48222117

US 42077702

封裝結構
US20140216129
US20140223995

US 20050092065
EP276346

CN203849252
－ －

(a)

(b)

Air (O2)

Gas (CO)

H

h

A

Rtotal  =  Rcore  +  Rshell

B

a bRcore

Semiconducting core
(low resistance)

Ccore

Rshell

C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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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氣體感測器產品市場產量預估(2)。

表 2. 目前全球微機電氣體感測元件的產品比較(3-4)。

外觀圖／

解析圖

廠商／型號

Microserise
MSG3000i/
MGS2102

SGX Sensortech
MICS-4515

AppliedSensor
IAQ-engine

Seju
Kiss Me Better

Cambridge
CMOS Sensors

CCS802,
CCS803

Figaro
TGS8100/
TGS8400

感測氣體
CO/CH4/VOC/

Alcohol
CO/NO2 CO/VOC H2S/LPG Alcohol/CO H2, Alcohol

晶片尺寸

(mm)
1.9 × 1.7 × 0.39 1.9 × 1.7 × 0.39 2.0 × 2.0 × 0.45 2.0 × 2.0 1.0 × 1.0 0.55× 0.78

封裝尺寸

(mm)
－ 5.0 × 7.0 × 1.55 15.2 × 17.8 － 2.0 × 3.0 × 1.0 3.2 × 2.5 × 0.99

感測材料 WO3 WO3 SnO2 + 觸媒 SnO2 + 觸媒 SnO2 Metal Oxide

MEMS
加熱器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封裝方式
To-Can

(Metal Can)
SMD

(Ceramic Carrier)
SMD

(Plastic Carrier)
To-Can

(Plastic Carrier)
SMD

(Plastic Housing)
SMD

(Ceramic)

絕熱方式 SiO2 Membrane SiO2 Membrane
Si3N4

Membrane
Au Suspension

SiO2

Membrane
－

Heater 功率
(mW)

76 mW@340˚C
43 mW@220˚C

76 mW@340°C
43 mW@220°C

225 mW@5V － 16 mW@DC 15 mW@1.8V DC

穿戴式科技產品

年代

百
萬
顆

家用與攜帶式科技產品 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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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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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好的微型加熱器又必須具備不易將熱源散失，並

且能使其熱源穩定，進而將所需要消耗之功率下

降，且溫度可幫助微型氣體感測器達到最好的響應

程度。因微型加熱器乃是利用電能產生熱能，估需

將矽晶圓進行絕緣之動作，以防在進行加熱時其整

塊晶圓導通，常用之絕緣層如氮化矽以及二氧化

矽，此低耗能元件將可低到 15 mW。因須避免熱
源會因為基板將熱傳導開，故會將以定義好圖形之

微型加熱器，進行溼式蝕刻或者乾式蝕刻，蝕刻出

一懸空膜，藉以避免熱源散失又可穩定，Mahanth 
Prasad(5) 等提出了利用 Pt 材料所製作出雙螺旋型微
型加熱器，於 20 mW 狀態下時可以達到 500 °C，
並且溫度損耗不高可承受至 611 °C 仍不會有所損
傷。研究理論介質的導熱係數通過類比布萊格曼理

論，根據 A 和 B 化合物的容積率 fA 和 fB 導熱係數 
KA 和 KB ，我們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計算二相 
(A 和 B) 混合物體的導熱係數。考慮非均勻介質長
度 l 和 S 截面和導熱係數 k，菲克定律指出：

Q dTkS
dx

   
(2)

如果我們考慮一種，由兩種不同的 A 和 B 相形成
的介質，前方程式給出了總傳導熱：

Q A A B B
dT dTk S k S
dx dx

    
(3)

SA 和 SB 和分別為 A 和 B 的表面相，所以可根據
兩相複合膜的計算，得到整合的導熱係數。M. 
Graf (6) 等提出了可控制之三個圓形微加熱器應用
於氣體感測器，且該種微型加熱器具有均勻的熱源

以及效率。微加熱器利用將電流施加於電極上，

使其加熱將溫度升高於懸空膜，常用的材料如 Au/
Ti、Pt 等，而微加熱器通常都採用體型微加工方式
製作出懸空膜，目的為減少熱傳導來降低熱損失使 
其熱源為一均勻封閉在感測區外圍的熱點， 進而
達成所謂低能耗的目標。其中以 Pt 金屬具有較佳
的可靠性，該材料可以升溫至 500 °C 才會開始結
構上轉換，也可使用其他金屬，唯獨製程上與材料

取得與製作相當不容易。發展微小型氣體感測器，

應用於微電子元件高密度積體電路，並且朝向小型

化、高效率、低功耗及低成本方向發展。現有的微

小型氣體感測器皆須將氣體感測膜披覆於一加熱器

上，如能將感測膜、感測用電極與微型加熱器同時

整合製作於一晶片上，不僅可以使其更加的微小

化，並可將其置放於穿戴式裝置內，使其具有一定

的競爭力。

三、氣體感測器的設計與分析

1.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基本原理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氣體感測器已被廣泛應用在

工業與家庭的氣體監控。一般常使用的感測材料有

SnO2、ZnO2、Fe2O3、TiO2 等金屬氧化物。它的偵
測原理為可燃性氣體如 H2 及 CO 與吸附在半導體
氧化物且帶負電荷的氧離子產生反應。吸附在感測

器表面的氧離子因溫度而存在有不同的形式，一般

半導體氣體感測器的操作溫度大約在 300－500 °C 
範圍，O 是最有可能參與可燃性氣體反應的形式
(7)。在 n 型半導體金屬氧化物中，這些被吸附的氧
金屬氧化物晶粒表面形成一空間電荷區域，導致電

子的轉移使表面形成一個電子空乏層。其反應如

下：

2(gas)
1 O 2 (MOS) 20 (MOS)
2

e    (4)          

電子空乏層的厚度為覆蓋在晶粒表面的氧及電子濃

度的函數。電子從一晶粒至另一晶粒必需穿過空乏

層才可導電。在晶界由於能障的關係，n 型半導體
氧化物的電阻在空氣中會較高。而當 n 型半導體氧
化物於高溫時暴露在含有還原性氣體的氣氛中，被

吸附的氧會隨著與還原性氣體反應逐漸被消耗。半

導體氧化物表面氧離子的減少使被氧捕獲的電子重

回到晶粒，此一過程導致能障高度的降低，亦即導

致電阻的降低，此現象可作為半導體氣體感測器的

量測參數，因此，n 型半導體氣體感測器之靈敏度
S 可定義為(8)：

gas air

air

R RS 100%
R


 
  

(5)                                   

其中 Rair 為感測器在空氣中的電阻；Rgas 為在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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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氣體中的電阻。前述 n 型半導體式氣體感測器裝
置於含氧化性氣體的氣氛中，如 O3 及 NO2，此類

氣體以化學吸附在晶粒表面，使移動電子的數目減

少，感測器的電阻增加。反之，在氧化性氣體氣氛

中，半導體氧化物之電阻下降則稱為 p 型半導體金
屬氧化物。因此，決定半導體金屬氧化物為 n 型
或 p 型行為完全決定於其所偵測氣體之性質而定。
亦即，在還原性氣體中電阻下降為 n 型行為，而在
還原性氣體中電阻上升時為 p 型行為。在還原性氣
體中為 p 型行為之半導體金屬氧化物，其載子為電
洞，吸附在半導體金屬氧化物表面的 O因捕獲電

子而增加電洞的濃度，電阻因此降低。將半導體金

屬氧化物置於含有可燃性氣體的氣氛中，反應時消

耗了吸附在感測器表面的 O，電洞的濃度降低，

使電阻增加。然而此 p 型行為之半導體金屬氧化
物，在氧化性氣體中顯現電阻下降之行為(9-11)。

這幾年來，氣體感測器開始有新發展，將奈米

結構之技術應用於氣體感測器中，隨著使用之奈米

材料尺寸減小，其靈敏度有明顯的增加。奈米結構

由於極為細微，因此具有極大的比表面積，使表面

能量佔全能量的比例會大幅增高。正因如此大的表

面能量和變化的電子能階，使奈米尺寸之結構具有

比塊材更優異的物理化學性質。其中以氧化物材料

為重，因氧化物材料對氣體會產生吸附作用使電阻

值改變。其中，氧化鎢和二氧化錫常被探討。目前

國外已經有許多研究單位有正面的研究成果。2011 
年韓國漢陽大學 Nguyen 等人，發表了利用靜電紡
絲法所製作出一維氧化鎢奈米線，它具有在氨氣環

境下可量測量測到最低濃度為 10 ppm且於 300 °C  
之工作溫度(12)。2014 年印度索拉普大學 Mane 等
人，發表了利用溶膠凝膠法製備氧化鎢薄膜，並將

其測試於 200 °C 工作溫度下對於氣體的選擇性，
發現到該薄膜於 200 °C 工作溫度下對於二氧化氮
具有 24 秒的快速響應，以及可以測得最低濃度為
5 ppm(13)。2014 年越南河內科技大學 Chinh 等人，
發表了自加熱之二氧化錫奈米線結構，利用熱蒸鍍

方式製作出一維結構，再使用黃光微影技術將其製

作出電極以及自加熱裝置，並不需要在提供外部加

熱就可在 150 °C  的環境下測得 10 ppm 之二氧化
氮氣體，最低可測得 1 ppm 之二氧化氮氣體，僅
需耗費相當低的功率(14)。2001 年義大利費拉拉大

學 Vincenzi 等人，利用網印法將二氧化錫參雜鈀
元素，並應用於自行製作之微型加熱器上，該微型

加熱器達到 400 °C   時僅需輸入低於 30 mW 之能
量，並可分辨出一氧化碳、甲烷以其二氧化氮等氣

體(15)。

作為感測層的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會因結構不是

理想比例配比而存在很多的氧空缺，這些氧空缺在

常溫或高溫之下會再形成帶兩個正價的氧空缺及電

子，故屬於 N 型半導體。其反應式如下：

 (6)2( 1) / 2

2
x O O

O O

MO M O V X O

V V e 

    

 
 

(7)

其中 M，OO，VO 及 VO
++ 分別為晶格位置上金屬離

子，氧離子，氧空缺及帶正二價的氧空缺。換句話

說，感測層將從原來的 N 型半導體降為 N-型半導
體，進而影響導電帶與費米能階的能障差。當元件

處於還原氣體環境下，這時導電帶會因 N 型感測
層導電性降低 (n → n-) 而升高，如此一來能障降低
而促使導電帶上的電子可大量傳輸至矽基板進而

導致元件電流大量提升。2014 年 Kim 等人在重要
感測器期刊回顧整理，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MOS) 
N-type 如 SnO2、ZnO、TiO2、WO3、Fe2O3 等，
P-type 如 NiO、CuO、Co3O4 等

(16)，如圖 4 所示。
未來發展中的微小型氣體感測器應用於微電子元件

高密度積體電路的封裝，朝向小型化、高效率、低

功耗及低成本方向發展。

四、加熱器與氣體感測器的製作

研究中微型氣體感測器之演進，完成為氣體感

測元件系統 3D 整合之技術開發平台之目標，異質
元件接合製程技術開發，同時具主動式微加熱元

件，為達多功能微小化整合元件之目標，現有的微

小型氣體感測器皆須將氣體感測膜披覆於一加熱器

上，如能將感測膜、感測用電極與微型加熱器同時

整合製作於一晶片上，不僅可以使其更加地微小

化，並可將其置放於穿戴式裝置內，使其具有一定

的競爭力。圖 5 中版本微型氣體感測器之演進，最
新堆疊元件之設計之上視圖。本研究團隊初期發展

二維感測器由微加熱器所提供熱能，因加熱與感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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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極同一道製程設計，造成中間較低溫外圍較高溫

狀況，進而溫度分佈不均產生，所消耗功率也大。

三維是將加熱與感測電極分開，二維與三維堆疊比

較，目前有影像溫度驗證如圖 6 所示，在外加電壓
下厚度為 400 nm 的加熱器 (500 m  500 m) 其
耗能，二維結構大約為 290 mW 而三維結構大約
為 55 mW，所能提供的溫度大約為 350 °C，為提
升節能效率，將進一步將圖形優化。理論值須配繞

線圖形與厚度計算，目前所測的實際的加熱器功

耗如下表所示，計算方式以熱影像儀測的中心點 
350 °C，以 5.5 V 電壓加熱，可測的加熱器電流 10 
mA，所以根據歐姆定律 P = IV，加熱器功耗 5.5V 
 10 mA = 55mW。本研究採用白金 Pt 當加熱電
極，根據文獻 (17) 此材料具有相當高的電阻溫度
係，非常適合用在微機電系統元件，數值達 3700 

ppm/°C。
常見微型氣體感測器的製程步驟如圖 7，結構

尺寸和材料，分別是 500 m  500 m 二氧化錫
感測與加熱電極、保護層 & 感測膜，其感測膜電
極為指叉狀形狀，微加熱器為環繞式形狀，保護層

材料使用 SiO2 薄膜，蓋在微加熱器上方，使熱能
不會散失在空氣中有絕熱的作用，感測膜材料使用 
SnO2 薄膜，設計上最容易出現的問題是加熱不均
勻，因為微加熱電極設計環繞式包覆感測電極，只

有感測包膜外圍有均勻加熱，而薄膜中心沒有平均

加熱，容易造成感測不穩定。而三維結構是將感測

電極與加熱電極分開，這樣的改變，讓加熱的方式

從環繞式加熱改變成底部加熱，這樣的改變能讓感

測薄膜的加熱更加均勻，因加熱電極是完整環繞感

設薄膜，不會讓加熱集中在某幾處，能提升整體的

圖 5. 2D&3D 堆疊元件之設計上視圖。

圖 4. P 型與 N 型接面氣體感測材料之選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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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穩定度，且能大為提升感測器的功率，促成低

耗能的氣體感測器發展。低耗能氣體感測器元件製

作有四個設計重點 (1) 感測膜電極：使用指叉狀圖
案，將感測膜覆蓋上使導通。(2) 微加熱器電極：
使用環繞式圖案，使熱均勻加熱。(3) 保護層：使
用 SiO2 蓋在微加熱器電極上，使熱不容易損失。
(4) 背後掏空：因 Si 會傳熱，掏空後元件將絕緣。

圖 6. 二維與三維的結構比較圖。

主要製程步驟詳述如下：

(1) 清洗矽晶片。(2) 高溫及低壓爐管沉積二氧化
矽 (SiO2) 500 nm。(3) 高溫及低壓爐管沉積氮化矽
(Si3N4) 200 nm。(4) 旋轉塗佈光阻 (Az1500) 2 m。
(5) 曝光顯影 #mask01 (定義電極)。(6) RF 射頻濺
鍍黏著層。(7) 電子槍蒸鍍 (E-Gun) 白金 (Pt)。(8) 
浸泡丙酮和異丙醇，去除光阻。(9) 電漿輔助式

圖 7.
微機電 (MEMS) 製程感測區面積 500
 m  500 m (a) 堆疊感測材料 (二
氧化錫) (b) 背蝕刻完成圖 (c) 背蝕刻
側面 (d) 打線至 PCB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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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氣相沈積 (PECVD) 二氧化矽 (SiO2) 100nm。
(10) 旋轉塗佈光阻 (Az1500) 2 m。(11) 曝光顯影 
#mask02 (定義保護層)。(12) 浸泡二氧化矽蝕刻
液 (BOE)。(13) 浸泡丙酮和異丙醇，去除光阻。
(14) 旋轉塗佈光阻 (Az1500) 2 m。(15) 曝光顯影 
#mask03 (定義感測模)。(16) RF 射頻濺鍍二氧化
錫(SnO2)。(17) 浸泡丙酮和異丙醇，去除光阻。
(18) DC金屬濺鍍鋁 (Al) 200 nm。(19) 正面、背
面旋轉塗佈光阻 (Az1500) 2 m。(20) 背面曝光顯
影 #mask04 (定義背後開孔)。(21) 浸泡鋁蝕刻液。
(22) 浸泡丙酮和異丙醇，去除光阻。(23) 感應耦
合式蝕刻 (ICP) Si3N4 , SiO2。(24) 感應耦合式蝕刻
(ICP)Si。

五、性能測試

新設計之三維加熱器其功耗與升溫之間的關係

曲線，如附件圖 8(a) 所示，呈現線性增加趨勢。
針對氣體感測器的反覆測試性能如圖 8(b) 所示，
重複測過 20 次以上具有相當的可靠度。實驗中通
入酒精 133 ppm下，針對溫度對氣體感測器的靈敏
度測試，溫度愈高感測效果最好，但到了 450 度以
上會達飽和，在溫度 350 度時靈敏度可達 89% 如
圖 8(c) 所示。實驗中在酒精 133 ppm 下，針對溫
度 350 度工作對氣體感測器的反應時間和恢復時間
進行解析，反應時間大約 10 秒能穩定，恢復時間
需較久約 65 秒如圖 8(d) 所示。

圖 8. 三維微機電 (MEMS) 製程氣體感測器對 (a) 功耗與升溫之間的關係曲線 (b) 反覆測試性能 (c) 溫度對氣
體感測器的影響 (d)  反應時間和恢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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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微型氣體感測器元件製作量產，進行二維與三

維堆疊結構比較，目前有影像溫度驗證設計與製作

符合低耗能氣體之空氣品質環境感測器，建立智慧

訊號讀取電路與系統化晶片之多功能應用需求，可

成為一項具有前瞻性的低耗能環境量測系統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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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生活日新月異、進步一日

千里，然而藉由進步的科技而得的方便舒適生活並

不是白吃的午餐，人類為此付出了環境汙染的代

價；其中又以空氣汙染的影響範圍最廣，也最難以

捉摸和防治。惡劣的空氣品質，不只危害人們的健

康也是破壞環境的元凶，所以全世界都投入大量的

人力與物力希望能改善空氣品質。目前國內環保署

的空氣品質檢測站，大多使用大型儀器，並不適合

機動防治；另一方面，空氣汙染不止時間難以掌控

甚且飄忽不定，不會侷限在一定範圍，以現行的固

定式環保署空氣品質檢測站，無法即時掌握到空氣

汙染源位置及其相關飄散資訊，若要進行即時數據

分析困難甚多。因此本研究團隊致力發展一套完整

的乘載於無人飛行器之可攜式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不僅可提高儀器的機動性，達到機動監控與主動防

治的目的，並可即時傳送資訊以利進行即時數據分

析，提供決策或執法單位快速研擬防治空氣汙染對

策或稽查異常汙染。

如圖 1 來說明本研究之使用情境：利用九架無
人飛行載具追蹤空氣汙染來源，執行日常空氣品質

監測工作，當發現異常汙染情形時，由本計畫研發

之系統：『應用於工廠煙道環境之即時光學空氣品

應用於工廠煙道環境之即時光學空
氣品質監測系統
Real-time Optical-type Air Quality Index System 
Application in Industrial Flue Gas

邱裕中
Yu-Zung Chiou

在本研究計畫，我們研究團隊計劃開發一應用於工廠煙道環境之即時光學空氣品質監測系統。此系統由帶

通光檢測器、雷射及 220 cm 光路傳輸組成。帶通光檢測器的吸收波長預計為 390 nm 到 420 nm。二氧化
氮的檢測目前初估已達約 5 ppm。在此必須強調，相較於傳統的氣體感測器，本團隊開發的系統無需替換
感測器頭。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of the real-time optical-type air quality index system 
application in industrial fl ue gas. The system consists of a band-pass photodetector, a laser and a 220 cm light path. 
The wavelength of absorption of the band-pass photodetector is forecasted from 390 nm to 420 nm. The detect limit 
of nitrogen dioxide is estimated to be approximately 5 ppm. We have to emphasize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replace 
sensor head in our system as compare to the traditional gas sensor.

智慧氣體

感測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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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監測系統』升空，進行汙染來源之追蹤；由九架

無人飛行載具乘載九個可攜式光學空氣品質監測

儀，透過聯網系統將汙染物分布狀況回傳至監控中

心，經由後台數據分析研判汙染來源，並指揮機隊

前往汙染來源地；到達汙染來源地後，滯空繼續監

測，環保署即可據此派遣稽查人員至現場稽查開

罰。除此之外，本計畫『應用於工廠煙道環境之即

時光學空氣品質監測系統』可以用於定期或是不定

期的空氣品質監測數據監測及分析，監控並防止工

業廠房排放有害氣體與微粒，維護乾淨的空氣品

質。

二、實驗方法

1. 現階段研究成果
如圖 2 所示，本研究團隊所開發的氣體感測器

是基於光學原理設計出來的，雖然市面上已有利用

相同原理，設計出來的產品，但目前各家的產品規

格不一，且各家儀器測出的數據也不盡相同，準確

度實在令人質疑。有鑑於此，本團隊將針對此問題

來進行氣體感測器的技術改造。本計畫研發團隊現

階段研發成果說明如下：

本研發團隊之 Band-pass Photodetector (BP-PD)
的相關技術，已經成功地開發出可偵測特定窄波長

頻寬之氮化鎵系列 BP-PD，元件結構及電極設計
如圖 3 所示，透過此元件磊晶結構層的設計，我們
可以掌握並控制出偵測接收任意特定波長範圍的

光，來達成帶通的效果，而且此光波長範圍甚至可

以小至幾十奈米，對於非常微細的懸浮微粒都能精

密偵測，如圖 4 之元件光響應圖所示。
本研究團隊所開發的二氧化氮 (NO2) 及細懸浮

微粒 (PM2.5) 氣體感測器系統是基於光學原理設計

圖 1. 本研究系統應用情境示意圖：九架無人飛行載具追蹤空氣汙染來源。

圖 2. 本團隊開發之光學式氣體感測器系統結構示意圖。

無人飛行載具追蹤系統

空氣品質監測聯網平台

空氣汙染源

網路

PC

PHP

整合二氧化氮 (NO2) 及細懸浮
微粒 (PM2.5) 氣體感測器模組

Power
supple

Fun ge. LED BP-PD

Gas out

NO2 gas in

Pump in

100 mm System on chip by TSV

Temp. compensation

Filter ADC 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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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面上雖已有利用相同原理所設計出的數種產

品，但各廠牌的產品不僅規格不一，測出的數據也

不盡相同，準確度令人難以信服。

為改善上述缺點，提升偵測品質，本研究團隊

將針對此問題來進行氣體感測器的技術改造，期能

提供快速、準確且具公信力的檢測數據。

相關開發說明如下：

2. 二氧化氮偵測器
本團隊研究二氧化氮 (NO2) 偵測設計，是採用

光學式的方式製作，二氧化氮對於特定的波長光線 
400 nm－550 nm 光線會吸收，偵測範圍跟光學路
徑總長有關，也就是光學路徑越長所能偵測的範圍

越小，但是解析度卻最高，透過二氧化氮的特定波

長以及光學路徑由接收器接收數值，將訊號呈現在

電腦或是手機介面上，得知即時數據。

二氧化氮偵測光路設計製作，採用 405 nm 
LASER 發射，220 cm 光路傳輸，光路傳輸採用封
閉腔體以便後續氣體輸入及偵測濃度變化。在初始

測試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確認二氧化氮可以吸收 405 
nm 波長的光線，因此先對光路注入不同濃度的氣
體以便了解吸收狀態，結果如濃度分析曲線圖所呈

現，見圖 5。光學腔體穩定度高，針對氣體濃度有
再現性重現性，曲線會呈線性關係，腔體設計預

估可以偵測最高濃度為 1200 ppm，可以偵測最低
濃度為 5 ppm，經實際操作，第一次測試的 5000 
ppm 比二、三次測試低，是因為 NO2 存放時間的
關係導致下降，也在這次的測試經驗中發現二氧化

氮氣體容易滯留於袋子內表面，以至於實際濃度無

法採用空氣比值法認定。圖 6 所呈現為本偵測系統
的實際成品圖，圖 7 所呈現為本系統實際灌入氣體
的測量情形。 

針對此氣體感測模組，我們將設計使用雷射當

作光源，而且是利用偵測的氣體對於光子吸收頻譜

最強的波長範圍來挑選合適的雷射，當雷射光源經

圖 3. 本團隊開發 GaN BP-PD 結構示意圖。

圖 4. 帶通紫外光檢測器之光響應頻譜圖。

圖 5. 
注入不同濃度二氧化氮

測試衰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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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充滿氣體的感測器腔體時，部分的光子會被偵測

的氣體分子所吸收，使得雷射光源發射出的光強度

會因為光子被吸收而衰減。以我們設計欲偵測的 
NO2 濃度為例，圖 8 為 NO2 氣體的吸收光譜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吸收範圍約為 200 nm 至 650 nm，
吸收光譜的波長峰值約為 400 nm。但是光源峰值
波長如果低於 410 nm 的話，NO2 氣體分子就會產
生光解，光解後的副產物 NO 會再次吸收，因此將
會影響偵測的準確度，化學反應式如下所示：

NO2  + h  (290 ~ 420 nm) = NO + O(3P)

因此，我們選用發光波長峰值為 405 nm 左右的藍
光雷射來當作氣體感測器的光源。

圖 9 為本團隊設計 NO2 氣體感測器模組以及
公測模組之系統示意圖，其中感測模組部分包含

了雷射與 BP-PD 兩種元件及其電源供應器以及訊
號產生器、總長度為 220 cm 且為 S 型的光通道結
構、光通道腔體之壓力控制系統、以及類比轉數位

訊號電路 (ADC)。另外，光通道腔體設有一溫度
感測器，是本系統設計用來對環境溫度會影響 NO2 
氣體偵測的數值來做補償，以增加氣體偵測的準確

度。　　

目前團隊二氧化氮 (NO2) 偵測模組開發已經
達到可辨識 5 ppm－1200 ppm 等級，解析度可達 1 
ppm，測量反應時間小於 5 秒內，量化尺規校正採
用 SGS 校正氣體分析儀器。

圖 6. 實際完成之系統照片。
圖 7. 本系統實際灌入氣體的測量情形。

圖 8. NO2 的吸收光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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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M2.5 懸浮微粒偵測器
PM2.5 懸浮微粒偵測器設計，是利用一個 IR  

940 nm LED 發射器，光會照射懸浮粒子上，而光
會因為懸浮粒子大小不一樣，導致散射結果也不一

樣，光偵測器 CIS 以陣列的形式當接收端，接收
懸浮粒子散射光數值，將訊號呈現在電腦得知即時

數據。唯獨測試公信力無標準對照驗證，本研究團

隊將建置有公信力的腔體來模擬各種空氣微粒濃度

並進行標準化驗證。

傳統  PM2.5 是以單一光偵測器偵測懸浮粒
子，本研究以新技術取代單一光偵測器的可行性，

利用光偵測器  CIS 接收影像，再藉由影像二質
化，判斷粒子數量，精確度比單一光偵測器高。

PM2.5 設計製作，採用 IR 發射，光偵測器 
CIS 接收器，採用封閉腔體以便後續氣體輸入及偵

圖 9. NO2 氣體感測器與公測模組之系統示意圖。

圖 10. PM2.5 結構與模組。 圖 11. 訊號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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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變化，如圖 10。
空氣的懸浮微粒進入腔體，IR 發射器打入懸

浮微粒散射，利用光偵測器 CIS 接收影像，再藉
由影像二質化，判斷粒子數量，將訊號的數值顯示

在電腦介面，並完成連線即時測試，圖 11。
本系統  PM2.5 微粒來源由線香提供，如圖 

12，目前很難控制線香濃度，因為在演算法學習，
需要高中低不同濃度，目前正積極調整來校正學習

線性度。

目前團隊 PM2.5 懸浮微粒偵測模組開發已經
達到可辨識密度 0 g/m3－999 g/m3，測量反應時

間小於 5 秒內，腔體體積 20 cm  15 cm  6 cm；
工作溫度 0－100 °C，濕度範圍 0－99%。至於 
PM2.5 懸浮微粒偵測模組開發當初所使用的是未經

過 SGS 校正過的檢測器，因此測試公信力無標準
對照驗證，這些缺點會在第二年計畫中改善。

因為光學式氣體感測的優勢就是快速且無需耗

材更換，因此非常適合進行工業廠房煙道排放的即

時監控，為了強化彰顯本技術開發的優勢，將設

計一個腔體來模擬煙道會產生的有害氣體與微粒

(NO2、PM2.5)，並對這些物質進行快速監測讀出
數值，無線傳送給監控平台，讀出速度必須小於 
3 秒且與標準 SGS 認證儀器相比較誤差必須小於
10%。詳細測試模式、周邊環境設備與驗證載具請
參閱圖 13。
　　

4. 設計規格
本研究基於先前 BP-PD 的相關技術，開發一

個整合二氧化氮 (NO2) 及細懸浮微粒 (PM2.5) 氣體
感測器模組，並借助本校各個老師研發團隊的專

長，除整合二氧化氮 (NO2) 及細懸浮微粒 (PM2.5) 
氣體感測器模組外，尚有下列特點：(1) 搭配感測
器信號 IC 讀取電路，進行相關資料轉換及處理並
設計相關演算法。(2) 建構空氣品質聯網平台，即
時分析氣體濃度分佈情形及記錄。(3) 無人飛行載
具搭載二氧化氮 (NO2) 及細懸浮微粒 (PM2.5) 氣體
感測器模組及感測器信號 IC 讀取電路，以升空進
行細懸浮微粒 (PM2.5) 量測及二氧化氮 (NO2) 氣體
追蹤，並透過無線網路回傳二氧化氮 (NO2) 及細懸
浮微粒 (PM2.5) 氣體相關數據信號給空氣品質監測
平台以做後續相關分析。

圖 12. 線香 PM2.5 微粒。

圖13. 感測器模組搭載驗證平台測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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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討論

1. 實測規劃使用儀器與測試結果
目前的設計，發射器和接收器還需要手動進行

調整，未來團隊會將發射器以及接收器的部分固定

住形成模組，避免晃動和碰撞損壞到此元件，就算

元件壞掉，維修的元件也不必向特定廠商購買，也

不會因為模組體積太大而占空間。

2. 二氧化氮偵測器
先將雷射發射對準 PD 接收，把氣袋裡未知數

的二氧化氮濃度，利用幫浦將氣袋裡的氣體灌入腔

體中，透過二氧化氮的特定波長以及光學路徑由接

收器接收，經由演算法，把氣袋裡的未知二氧化氮

濃度，圖 14，顯示出在電腦畫面上，得知濃度數
據，圖 15。

3. PM2.5懸浮微粒偵測器
空氣的懸浮微粒進入腔體，IR 發射器打入懸

浮微粒散射，利用光偵測器 CIS 接收影像，如圖 
16，再藉由影像判斷粒子數量，將訊號的數值顯示
在電腦介面，並完成連線即時測試。

　　

4. 搭載於無人飛行載具
目前團隊已嘗試於飛行器上裝置腔體進行試

飛，如圖 17、圖 18，初步測試已成功將偵測數值
無線傳輸至網路平台，見圖 19。

圖 14. 光學結構與模組。 圖 15. 電腦畫面介面。

圖 16. PM2.5 結構與模組。

圖 17. 飛行器上裝置腔體。

電池

腔體

圖 18. 飛行器實際飛行偵測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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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有鑑於乾淨空氣與人類健康及環境品質息息相

關，本團隊持續的研究開發，希望朝「商業量產」

的目標努力，除了偵測準確性也期望能降低此偵測

系統的成本並使偵測儀器能更具機動性。此系統除

了可裝載於無人飛行器上，進行空域監控外，未來

尚可應用於情境上，例如：在工廠煙道附近，多點

布置，就近監控工廠所排放之氣體，並迅速將測得

數值回傳，即時分析後，提供準確數據給政府相關

單位參考，據以研擬防治對策或稽查防堵汙染，讓

空汙元凶無法遁形，冀能藉由此研究，來改善台灣

的空氣品質、維護民眾健康。

邱裕中先生為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

研究所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南臺科技

大學教授。

Yu-Zung Chiou received his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圖 19. 偵測數據無線傳輸至網路平台，並即時顯示空氣中 PM2.5 的汙染資訊，且
可長期紀錄 PM2.5 的濃度變化。

資料來源：中研院 PM2.5 開放資料入口網站 https://pm25.lass-net.org/data/show.php?device%20id=FT1_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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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民眾活動建議：
　正常戶外活動。

• 敏感性族群活動建議：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的成人與孩童

　感受到癥狀時，應考慮減少體力消秏，特別

　是減少戶外活動。

PM2.5 即時資訊

時間：Thu Nov 29 2018 17:30:41 GMT+0800 (台北標準時間)
地點：

溫度：24.5 °C；濕度：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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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溫度、濕度、微粒與無線通訊功
能感測器模組於三維空間即時監控
A Wireless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Optical 
Aerosol Sensor System for Three-Dimensional 
Space Monitoring

林奕成、李承儒、許芷寧、楊青青、黃國政、蕭文澤

Yi-Cheng Lin, Cheng-Ru Li, Chih-Ning Hsu, Ching-Ching Yang, Kuo-Cheng Huang, Wen-Tse Hsiao

大氣懸浮微粒 (PM)，也稱為氣膠，是指懸浮在空氣中肉眼無法辨識之極微小固體顆粒。流行病學領域之
相關研究顯示，環境中 PM 2.5 濃度對人類健康造成的不良影響已經引起人們相當大的關注。許多國家
為保障公眾健康皆頒布了 PM 2.5 空氣品質標準，當中用來定義微粒之粒徑的方法也非常多元。本文將溫
度、濕度以及光學氣膠感測器和無線傳輸模組作整合，開發出一種可攜式多感測器模組。將該開發模組置

放於乾燥箱中利用溫濕計和雷射粒子計數器做測試，並透過最小平方法建立一迴歸方程式。監控模組則分

別設置在乾燥箱之上層、中間層和底層，箱內濕度則控制在 20% 至 90% 之間，以監測光學氣溶膠感測器
在各環境條件和空間維度下之性能。實驗結果顯示，光學氣溶膠感測器之計數數值隨著相對濕度的上升而

增加，計數器之上層數值皆高於中間層和底層，而溫度對於粒子感測器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PM), also called aerosols, refers to solid particles or droplets suspended in the air.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articles cannot be easily detected by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too small to be identifi ed with 
the naked eyes. The concentration of ambient PM2.5 has been attracting considerable research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adverse effect on human health, as revealed by many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PM2.5 
air quality standards have been promulgat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various measurement methods for defi ning the 
particle size exist. In this study,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optical aerosol sensors were integrated with a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for developing a portable multisensor monitoring module. The developed module was tested 
using a thermohygrometer and laser particle counter in a dry box to establish a regression equation by using the least 
squares method. To discuss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nd spatial dimension affect, the monitoring module was 
then placed in the bottom, middle, and upper layers of the dry box, and the relative humidity was controlled between 
20% and 90% to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ptical aerosol sensor under variou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spatial dimensions.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erosol count provided by the optical aerosol sensor 
increased with the relative humidity level. Temperature did not have a substantial effect on the particle sensor. The 
aerosol counter had a higher aerosol count in the upper layer than in the middle and bottom layers under variou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智慧氣體

感測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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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PM2.5 係指在空氣中固體微粒尺寸小於或等
於 2.5 m 的懸浮微粒物質。近年來 PM2.5 指標偏
高，其原因可歸咎於快速的工業發展與人口急遽

增長所致。一般而言，懸浮微粒主要來源包含：

海鹽飛沫、營建工地、道路揚塵、工廠鍋爐、火

力發電廠燃煤、汽／機車引擎排放等。PM2.5 組成
成份包括無機元素、水溶性礦物質(硝酸鹽、硫酸
鹽、銨鹽)、揮發性有機物質 (VOC)、元素碳與有
機碳等組成。PM2.5 易受到氣候條件影響 (溫度、
濕度、大氣壓力、季風等)。當 PM2.5 濃度越高，
其汙染程度越嚴重。根據研究顯示，懸浮微粒將損

害呼吸系統與心血管系統，導致哮喘、肺癌與心

血管等疾病發生(1-4)。為了減少空氣汙染對健康影

響，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5 年頒布空氣品質指南，
用來界定懸浮顆粒物濃度(5)。一般測量懸浮微粒

濃 度常見方法包括使用  -gauge(6)、漸縮元件振盪

微量天平 (TEOM)(7) 以及光學氣溶膠感測器。其
中，使用  -gauge 和 TEOM 兩種方法其需要繁瑣
的採樣步驟，且操作員需先進行培訓與專業技術

訓練才能熟悉此儀器。因此，該方法不能普及應

用於一般大眾。市售常見的低成本空氣盒子 (AIR 
BOX)，其原理係利用光散射理論，目前常見的感
測器包括 Shinyei PPD42NS, Samyoung DSM501A, 
Plantower PMS3003 PM1.0 PM2.5 PM10 與 Sharp 
GP2Y1010AU0F 系列。此外，具備無線傳輸功能
的感測器將成為未來進行大範圍監控的重要工具。

因此利用聯網技術進行即時空氣質量監測已變得

相當重要。目前在環保署的監測站中，係採用手

動與自動兩種方法來監測空氣中的 PM2.5 濃度。
但是這些方法系統性不同，需要經由數據比較、

統計分析與校正才能實現數據一致性。根據環保

署所訂定的空氣品質標準，PM2.5 數據監測是基於
使用手動監測進行數據測量。建議測量精度超過 
0.3 m 的雷射光散射感測器應用於 PM2.5 檢測。
雷射光散射感測器內部結構複雜，通常需要高效能

的 CPU 與風扇推動空氣中懸浮微粒通過光源與接
收器間的進行偵測。當通過雷射光時，空氣中的微

粒子會產生散射和光衰減，藉此進行收集大量數

據資料蒐集並進行懸浮微粒數量分析與計算。以

下將針對文獻中提及的 PM 感測器校準與應用進行
介紹。Manikonda 等人(8) 使用四台低成本 PM 感測
器模組 (包括：Speck, Dylos, TSI AirAssure, and UB 
AirSense) 於實驗室中進行測試，所提案之實驗方
法具備高空間與時間辨識 PM 濃度能力，並具有可
攜式與低成本優勢。Wang 等人(9) 依據美國環境保
護署空氣感測器研討會所提出的評估微粒感測器建

議。測試六種微粒感測器效能，包含：響應的線性

程度、量測精度、量測的限制條件、微粒的組成、

微粒的尺寸等對於溫度／濕度的影響。Patel 等人
(10) 使用低成本的無線 PM 感測器網絡進行室內 PM 
濃度的時空測量。實驗結果表明，低成本 PM 感
測器之性能與商用高成本 PM 感測器一樣有效。
Olivares 與 Edwards(11) 開發並評估了用於室外粉
塵信息節點 (ODIN) 的低成本環境粉塵感測器的性
能。經由實際測試結果顯示，ODIN 數據資料可用
於估算每小時與每日 PM2.5 濃度，作為室外活動
指標。Holstius 等人(12) 提出可攜式低成本粉塵感測
器進而補充現有基礎設施，增加測量涵蓋範圍與密

度。根據實驗結果得知，其環境溫度與濕度影響可

忽略不計。經由校正結果得知，每小時 PM2.5 數
據之 R 線性校正足以解釋 1 小時參考 PM2.5 數據
中 R2 為 60%，24 小時數據中 R2 為 72%。Rai 等
人(13) 提出低成本與高密度佈建感測器來增加空氣
汙染監測數據的準確度。測試結果顯示，感測器應

於佈建過程與使用過程中需經常進行校準。同時，

需考量感測器長時間使用下老化與製造的可變性。

本文將針對溫度感測器  (Aosong)、濕度感
測器 (AM2302) 與 PM2.5 微粒感測器 (Plantower 
PMS5003) 與無線傳輸模組 (MediaTek LinkItTM 
Smart 7688) 整合，開發出可攜式多感測器監測模
組。透過使用標準溫濕計 (Testo 635) 與雷射粒子
計數器 (A2400) 在防潮箱中給予不同的溫度與濕度
進行測試與校正，並採用最小平方法建立回歸方程

式。最後再將感測器放置於防潮箱中的底層、中間

層與上層，並在相對濕度 20% 至 90% 之間測試，
進而瞭解 PM2.5 微粒感測器對於空間維度與不同
溫濕度環境下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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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備無限傳輸功能之可攜式
PM2.5 微粒感測器模組設計與製
造 (整合溫度、濕度與 PM2.5 微
粒感測器)
整合溫度、濕度與  PM2.5 微粒感測器之可

攜式  PM2.5  微粒感測器模組。採用聯發科技
(MediaTek LinkItTM Smart 7688) 無線通訊模組，作
為可即時將感測器所蒐集之資訊回傳。其架構如圖 
1 所示。整合溫度／濕度與 PM2.5 感測器模組設
計，需考量實際在室內或室外的應用情境，加入溫

濕度計輔以瞭解實際操作溫度，同時考量整體渦漩

將外部粉塵導入至密閉的盒子中進行 PM2.5 的濃
度與數量擷取同時，當監測濃度超過標準時將透過

不同顏色燈號閃爍進行提醒。可攜式 PM2.5 微粒
感測器模組其尺寸為 100  395  400 mm3，總重 
500 公克。表 1 為溫度、濕度與 PM2.5 微粒感測器
規格彙整。

本文所開發之模組中，係將空氣中微粒導入，

藉由 Mie 光學散射理論演算法(14) 進行不同粒徑數
量量測與分析，其架構與原理，如圖 2 所示(15)。

三、溫度／濕度感測器與 PM2.5 感測
器校正方法

為獲得精確監測數值，將可攜式多功能模組放

置在內部尺寸為 500 (長)  395 (寬)  400 (高) mm3 
之乾燥箱中進行實驗。測試時間與取樣頻率分別設

圖 1. 可攜式 PM2.5 微粒感測器模組整合溫度、濕度感測器。

溫度感測器 (Aosong AM2302) 規格

溫度量測範圍 (°C) 40－80 0.5
解析度 (°C) 0.1
濕度感測器 (Aosong AM2302) 規格

濕度測量範圍 (% RH) 0－99.9 2.0 @ 25 °C
解析度 (%RH) 0.1

PM2.5微粒感測器 (PMS5003) 規格

微粒偵測範圍 (m) 0.3－1.0, 1.0－2.5, 2.5－10
微粒偵測測量範圍與解析度 (g/m3) 0－500, ≥ 1000 , and 1

表 1. 
溫度、濕度與 PM2.5 微粒感測
器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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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 5 分鐘與 1 秒。使用溫濕計 (Testo 635) 與雷
射粒子計數器 (A2400) 作為標準進行測試，使用最
小平方法建構迴歸方程式，用於感測器校正與數據

轉換。為校正每個感測器測量誤差值，使用最小平

方法確定軟體補償線性擬合方程式。圖 3 所示為不
同取樣時間下測量值與其線性擬合方程式關係。將

各誤差絕對值經由方程式 (1) 進行估算：

di = yi  y (1)

其中 yi 為實際測量值，y 為理想值。在軟體補償誤
差後，預估總誤差平方值達最小，其最佳擬合函數

可用方程式 (2) 表示：

2

1
( ( )) min.

n

i i
i

y f x


   (2)

其中 f(xi) 表示軟體補償值，xi 表示線性擬和函數。

四、PM2.5 感測器模組於三維空間內不
同溫度與濕度條件下校正與量測

本章節介紹可攜式三維空間 PM2.5 監測裝置
之設置。如圖 4 所示，各感測器分別設置在實驗用
乾燥箱一個角落中 (上、中和下層) 以形成無線網
絡區域。相對濕度控制在 20%－90% 之間，以勘
測光學氣溶膠感測器在不同環境條件和空間維度下

之工作性能。

圖 5(a)－(c) 顯示出在不同維度空間與相對濕
度情況下，PM2.5 感測器、溫度感測器與濕度感測
器平均監測值。圖 5(a) 所示係討論 PM 2.5 濃度與
濕度間關係。當濕度提高時，其 PM2.5 濃度也隨
之增加。經由圖 5(b) 顯示實驗量測結果顯示，本
研究所開發的感測器模組所量測得的 PM2.5 濃度
與實際給予環境濕度與標準儀器所測得的結果相互

比較成果，兩者幾乎沒有差異。在乾燥箱中間層與

底層濃度僅在相對濕度 80%－100% 情況下，因濕圖 3. 取樣時間與測量值間與迴歸函數關係曲線。

圖 2. 光學式 PM2.5 量測原理。 圖 4. 可攜式 PM2.5 感測器模組校正環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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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產生蒸汽擴散漂移而略微降低。圖 5(c) 顯示
在各測試層間平均溫度測量結果。由於溫度感測器

受濕度干擾可能性較小，加上空氣擾動影響，導致

最上層有最高溫度與中間層溫度最低的現象產生發

生。

圖 6(a)－(c) 顯示三個不同空間維度所測量之
數值 (如圖 (2) 所所示編號 2、標號 6 與編號 10 
位置)。由圖 6(a) 可以看出，當相對濕度設定在 
30%－40% 時，PM2.5 濃度只有些變動；當相對
濕度設定在 50%－80% 時，由於空氣氣流擾動導

致 PM2.5 濃度變化略為明顯；當相對濕度設定在 
80%－100% 時，可發現 PM2.5 濃度有顯著地上
升，上層濃度明顯高於中間層與底層。在乾燥箱內

上層、中間層與底層平均濕度值可透過圖 6(b) 得
知，其濕度值由高至低排列分別為：上層、中間

層、底層。

圖 7 顯示在相對濕度條件為 80%－100% 時，
其 PM2.5 感測器在不同空間維度與相對濕度比
較。其中，紅色標記為相對濕度，藍色標記表

示 PM2.5 感測器量測後的微粒數量 (particle count 
number) 變化曲線，同時計算決定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2)。圖 7(a) 係將感測器設置於底層，
測量該層相對濕度與 PM 2.5 濃度變化情形。經由
測量結果顯示，PM2.5 數值隨著取樣時間的增加
而減小，但相對濕度並無顯著變化。底層 PM2.5 
的 R2 值為 0.9063。圖 7(b) 係將感測器設置於中
間層，測量該層相對濕度與 PM2.5 濃度。經由測
量結果顯示，其 PM2.5 數值隨取樣時間增加而減
小，而相對濕度隨採樣時間的增加而升高。中間層 
PM2.5 的 R2 值為 0.9241。圖 7(c) 係將感測器設置
於上層，測量相對濕度與 PM2.5 濃度。經由測量
結果顯示，PM2.5 數值隨著取樣時間增加而顯著下
降，此現象係由空間維度與下沉氣流所引起。上層

中 PM2.5 的 R2 值為 0.5084。

五、結論

本研究成功完成溫度、濕度與 PM2.5 微粒感
測器模組整合，並具備無線傳輸功能。同時應用於

三維空間內在不同溫度與濕度環境下進行數據資料

蒐集。經由實驗過程中，瞭解相對濕度與空間維度

對於 PM2.5 感測器濃度之 R2 值。實驗結果顯示，
在不同測試環境條件下，位於上層感測器 PM2.5 
數值高於中間層與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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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在不同空間條件下平均量測值：(a) PM2.5 粒
子與相對濕度實際測量值、(b) 實際測量濕度
與相對濕度關係與 (c) 實際測量溫度與相對濕
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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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焦透鏡多焦點影像應用於顯微形
貌量測
Surface Profi ling Measurement and Model 
Reconstruction of Micro Object Using Varifocal 
System Based on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范振亮、林敬烜、鄭璧瑩、翁俊仁
Chen-Liang Fan, Jing-Xuan Lin, Pi-Ying Cheng, Chun-Jen Weng

本文的重點為利用尋焦演算法以及可變焦透鏡，達成多重焦點影像融合的方法以及樣品表面輪廓模型的

建立。大多攝影系統在光線聚焦處皆會有一景深值，若樣品在攝影系統景深內，則所拍攝的影像會是最

清晰的，反之若樣品表面在景深外，則所拍攝的影像會是模糊的。尋焦演算法能夠計算影像的清晰度

(sharpness)，演算法的輸出值，會隨著影像變得清晰而增加，因此利用尋焦演算法可判別樣品表面是否在
景深內。本研究利用尋焦演算法可以判別影像清晰度的特性，配合可變焦透鏡達成多重焦點影像融合的功

能，利用多重影像焦距融合演算法就算在景深不足的情況下，也能夠透過融合不同焦距下取得的影像合

成品質良好的影像，並同時繪製出樣品的表面顯微形貌。本篇論文所研究之表面輪廓量測方法為被動式量

測，因此不會直接與待測物進行物理性的接觸，避免掉損壞待測物的風險，適合應用在脆弱的樣品上。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about to integrate and develop a method of surface profi ling measurement that based on 
the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into varifocal microscope system. The method of measuring surface profi le based 
on the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is call shape from focus or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It can measure the surface 
profi le of sample and create an image with large depth of fi eld at same time. If the surface of sample is out of depth 
of field, the image is blurry. Using focus algorithm can calculate the sharpness of image and help the varifocal 
microscope systems to determine the best focus setting. The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method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focus algorithm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varifocal microscope systems in this research. Even in the case of poorly 
depth of fi eld, our systems are capable to get the all in-focus image with the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method and 
this research can also achieve the functionality of surface profi ling in the microscopy scale. The surface profi ling 
method in this research is passive measurement, it does not cause any physically contact to the sample. It can 
prevent the risk of damaging th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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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著重於調整攝影系統的焦距，尋找出最

佳的焦距，使得攝影系統的景深範圍能夠被調整至

待測物表面位置，以利取得最佳影像。此類尋焦技

術分為主動式以及被動式的尋焦，主動式的尋焦為

利用雷射或是超音波等信號判定待測物位置，接者

再將攝影系統的焦距調整至適當值，而被動式尋焦

的原理為透過影像感測器取得影像後，利用尋焦

演算法計算出影像的清晰度 (sharpness) 並找出最
大的清晰度，以此方式判斷影像是否對焦。本研究

以可變焦透鏡以及聚焦透鏡為基礎的攝影系統，配

合數種不同的尋焦演算法以利取得清晰的待測物影

像。本研究同時利用可變焦攝影系統以及尋焦演算

法進行形貌的量測，形貌的量測也可分為主動式以

及被動式，目前工業上常用的方法為使用接觸式探

針進行形貌量測，此方法雖然精度較高，但在量測

的同時會有傷害待測物的風險(1, 2)，同時此方法量

測的速度也較慢，本研究所開發之量測方法為被動

式量測，被動式量測為不需要量測儀器發射探測信

號或是對待測物進行物理性的接觸也能夠量測出樣

品輪廓形貌資訊，因此被動式量測可以避免傷害待

測物的風險，相較於主動式量測，這是較大的優

勢，而被動式量測的劣勢為精度可能不如主動式量

測。 
文獻回顧可分為電控尋焦以及尋焦演算法、多

重焦點影像融合、基於影像處理方法之形貌量測。

使用電腦控制液態透鏡或是機械式致動器並配合尋

焦演算法找出最清晰的影像，稱為電控尋焦。尋焦

演算法可計算影像的清晰度，當待測物影像越清

晰，尋焦演算法所計算的輸出值會越大，當待測物

表面正好落在景深內時，待測物影像會最清晰，而

此時演算法的輸出值也會是最大。2004 年 Yu Sun 
等人的研究將分析的條件從一般光學顯微鏡中擴大

至相襯顯微鏡 (phase-contrast) 以及微分干涉像差顯
微鏡 (DIC)(5)，該研究分析了139,000 張，包括動物
以及人類器官組織影像，該研究也表明不同的演

算法，在不同的應用下，表現也會不同，比如該

研究表明 Auto-Correlation 演算法在一般的光學顯
微鏡中表現良好(4)，但在相襯顯微鏡以及微分干涉

像差顯微鏡中，表現並不是最佳的，在經過不同

顯微鏡以及條件的分析後，該研究認為 Normalize 
Variance 演算法才是最佳的。大部分攝影系統的景
深有限，若待測物表面位於景深之外，該部分的影

像將會變得模糊。多重焦點影像融合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又被稱為對焦疊合 (focus stacking)，
此技術能夠克服攝影系統景深不足的問題，就算是

在景深狹小的攝影系統，比如顯微鏡，透過此技術

也能夠取得品質良好的影像。此技術的原理為，將

攝影系統在不同焦距設定下所拍攝的影像，利用演

算法判別不同焦距影像的清晰部分，最後將清晰的

部分進行融合，藉此方式延長攝影系統景深，此技

術在一般的攝影或是微米尺度等級的攝影與檢測

有相當高的應用價值。根據 2015 年由 Di Guo 等人
所發表的研究，目前主流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技術

大致上可分為兩類，分別是多重尺度分解域 (multi 
scale decomposition domains) 進行處理或是在空間
域 (spatial domain) 的方法進行處理。多重尺度分
解域的方法為，將不同焦距的影像利用小波轉換或

是拉普拉斯金字塔等方式分解成至不同尺度進行處

理，處理完畢後進行影像重組，然而在 Di Guo 以
及其他學者的文章中表明，利用多重尺度分解域的

方法可能會在影像分解與重組的過程中造成像素位

置的誤判，導致生成出的影像品質惡化，並且通常

此類演算法也較為複雜，運算時間也較長(6, 7)。

在空間域進行多重焦點影像融合的方法也是主

流之一，2006 年 Wei Huang 等人研究所使用的方
法為將影像分為數個小區域(7)，接著使用尋焦演算

法計算不同焦距的影像中清晰的區域並合成為一

張清晰的影像。該文章表明此方法能夠避免多重

尺度分解域影像惡化的問題。在 Wei Huang 等人研
究中，探討了利用不同尋焦演算法所生成的高景

深影像之影像品質，並提出利用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square error) 方法計算所生成之高景深影像與
原影像之差異做為評估的標準。利用不同焦距所

拍攝的影像建構出待測物形貌的技術被稱為 shape 
from focus，由 Sheer K. Nayar 所提出(3)。該研究使

用機械式平台取得樣品在不同焦距的影像後，接

著用 shape from focus 演算法建構出鏡下的物體形
貌。由於 shape from focus 所需設備簡單，僅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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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眼相機以及可調整焦距的功能即可達成，且為被

動式量測，因此至今仍有許多學者在探討以及改善

此方法。關於 shape from focus 的研究大多為利用
電動式平台取得不同焦距的影像，本研究則是利

用可變焦透鏡進行不同焦距的影像擷取(8-10)，本系

統耗能更小，系統體積也更簡潔也避免掉了平台

在移動時振動所造成的雜訊，使系統更加穩定。

大多數 shape from focus 方法是以尋焦演算法為基
礎而開發的，因此許多尋焦演算法也會隨著 shape 
from focus 的研究被提出(11)，比如 sum of modifi ed 
laplace 尋焦演算法就是在 Nayar 的研究裡被提出
的。shape from focus 與多重焦點影像融合的邏輯
相當類似，兩者重點皆為找出不同焦距影像中最清

晰的像素，而 shape from focus 更著重於待測物形
貌的建立。

本研究為基於尋焦演算法的多重焦點影像融合

功能開發之形貌量測，首先使用的攝影系統是基於

可變焦透鏡所開發的攝影系統，其特色為能夠透過

可變焦透鏡快速改變焦距並獲得不同焦距的影像。

研究目標其一，為開發電控尋焦功能，並將其整合

進可變焦攝影系統，經由電腦控制的方式調整系統

焦距的同時，並藉由尋焦演算法找出最佳的焦距。

研究目標其二為，克服因待測物表面的垂直落差較

大或攝影系統的景深狹小而容易出現景深不足的

情形，所以本文提出以尋焦演算法為基礎透過高

通濾波器輔助，提出一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演算法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algorithm)，將此演算法整
合可變焦攝影系統中，能夠大幅延長攝影系統的景

深，就算是待測物表面垂直落差較大，也能夠從

不同焦距的影像中，生成清晰的影像。研究目標其

三為研究多重焦點影像融合的功能時，發現可以透

過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演算法分析出待測物表面的垂

直位置，因此針對以可變焦透鏡為基礎的可變焦攝

影系統進行形貌量測功能的開發，使系統能夠在生

成出多重焦點融合影像時，同時建構出待測物的形

貌。本研究所開發的形貌量測方法為非接觸式的量

測，不會對待測物進行物理接觸，因此能夠避免掉

傷害待測物的風險，適合應用在脆弱、稀有或精密

的樣品上。

二、實驗架設與理論背景

本系統的主要目的為可變焦透鏡之多焦點影像

應用於顯微形貌量測，其為儀科中心所架設之系統

設施，包含可變焦攝影系統，由顯微鏡 BX51M、
液態透鏡 (EL-16-40)、CCD 攝影機 (EO-1312C-HQ 
LE)、可動式平台以及不同倍率物鏡所組成。主要
目標為能夠在短時間內拍攝鏡下不同焦距的待測物

影像，透過液態可變焦式透鏡能夠快速改變焦距，

可變焦透鏡光焦度 (Focal Power) 的運作範圍為 3 
dpt 至 3 dpt，配合不同的物鏡能夠提供不同的解析
度以及量測範圍。系統架設如圖 1(a)。

圖 1. (a) 儀科中心可變焦量測系統 (b) 液態可變焦透鏡原理 圖片來源：EL-16-40 說明書(15)。

CCD camera

Sample

Condenser

Stage

Objective
lens

Liquid varifocal lens

B.SHalogen
lamp

(a) (b)



79科儀新知 218期 108.3

本研究的特色為使用液態透鏡，如圖 1(b)，取
代傳統的機械式移動平台，其優點為耗能更少、

體積更小同時也不會因為機械式零件的移動產生振動

的雜訊，本研究使用的液態透鏡型號為 (EL-16-40)。
液態透鏡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變

焦，其原理為利用電磁感應產生力，擠壓裝填特殊

光學液體的彈性薄膜，使薄膜產生形變，以此改變

透鏡曲率。可變焦透鏡的特色之一就是能夠快速的

改變光焦度 (focal power)，本研究所使用之攝影系
統能夠在數秒內拍攝 100 張不同焦距的影像，並進
行後續的處理，在本篇論文所使用之可變焦透鏡 
(EL 系列)，光焦度最小的變化值為 0.0018 dpt，大
約為 0.002 dpt。本實驗所使用 CCD 攝影機，型號 
EO-1312C-HQ LE，CCD 為感光耦合元件 (charge-
couple device) 的縮寫，它能夠將光的強度轉換成數
位信號，並以影像的形式顯示以及儲存於電子設備，

其影像亮度取決於光源亮度、曝光時間以及增益。

通常 CCD 攝影機在每一個 Pixel 都具有 RGB 三原
色的感光元件，透過三原色的比例分布顯示彩色照

片。在拍攝模式下，可以選擇彩色影像模式或灰階影

像攝影模式。此型號的攝影機的幀數在 1280  1024 
的解析度下最高為 25，在 640  512 的解析度下可
以達到 60。相機的幀數決定本系統量測的速度，若相
機的曝光時間加快，量測速度可以得到顯著的提升。    
如前言所提及，當待測物表面在景深內

時，所獲取的影像是最清晰的，不同倍率的物

鏡對應到的景深也不同，影響景深的參數有放

大倍率 (magnification) 以及數值光圈 (numerical 
Aperture)，參考景深計算公式(12) 以及 BX51M 的
產品說明書(15) 可以計算出不同倍率所對應到的景
深，表 1 為不同倍率透鏡安裝至 BX51M 所對應
到的參數。文中主要以 10 倍物鏡為實驗量測物
鏡。本節將介紹本篇論文中，較為重要的實驗程式

設計以及量測流程的規劃。所使用之程式語言為 
LabVIEW。在拍攝完影像後，本篇論文利用了佇
列 (queue) 的程式設計技巧，此量測系統實驗的程
式設計，主要的目的為操控硬體系統，使得此系統

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待測物在各個焦距的影像。當

放置待測物並確定待測物在量測範圍內後，將液態

透鏡的 focal power 設定至最低點，待相機拍攝完
成，增加液態透鏡的 focal power，重複此步驟來獲
得各個焦距的影像。在拍攝完影像後，本篇論文利

用了佇列 (queue) 的程式設計技巧，在拍攝完影像
後立即使用佇列傳送至尋焦演算法或是多重焦點影

像融合或其他擴充功能，使得計算與控制儀器得以

同時進行，使量測速度加快。流程如圖 3。

圖 2. (a) 可變焦透鏡變焦反應時間 (b) EO-1312C 攝影機(36) 圖片來源：Edmund 
Optics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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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倍率 數值光圈 景深 (m) 景深 (dpt)

5 倍物鏡 50 倍 0.15 59 (m) 0.045

10 倍物鏡 100 倍 0.25 18 (m) 0.055

表 1. 不同倍率物鏡對應到的特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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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量測程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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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尋焦演算法
以下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十二種尋焦演算法及

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演算法。

1. 絕對值梯度演算法(5)：若影像越清晰其像素之間

的差值將會越大，也就是說每一像素的梯度絕對

值也會跟著提升，絕對值梯度演算法計算每一像

素灰階值與鄰近像素灰階值差值後，取絕對值並

加總，以此表示影像的清晰度。

_ ( 1, ) ( , )abs grad
Height Width

F I x y I x y   
 

(1)

其中 x 為影像像素在水平方向位置，y 為影像像
素在垂直方向位置，i(x, y) 為灰階影像像素在位置
(x, y) 之灰階值。
2. 平方梯度演算法(5)：與第一種演算法類似，唯一

的差別為此方法是計算梯度的平方並加總。

 2
_ ( 1, ) ( , )sq grad

Height Width
F I x y I x y   

 
(2)

3. Brenner 演算法(16)：與前面兩者不同的為，此演

算法計算每一像素與水平方向第二鄰近像素灰階

值的差值。

 2( 2, ) ( , )Brenner
Height Width

F I x y I x y   
 

(3)

4. Tenenbaum 梯度演算法(16)：此演算法為分別對灰

階影像使用水平方向以及垂直方向的索貝爾遮罩

(Sobel mask) 進行迴旋積，再將水平遮罩與垂直
遮罩的輸出值平方後加總。

2 2( , ) ( , )Tenen x y
Height

F I x y S I x y S   
 

(4)

其中 Sx (x, y) 以及 Sy (x, y) 為水平方向與垂直方向
的索貝爾遮罩對影像做迴旋積後的在位置 (x, y) 的
輸出值。索貝爾遮罩通常用於偵測水平與垂直邊

緣，Sx 對水平邊緣有較大的響應，而 Sy 則是對垂
直方向。以下為這兩種遮罩的形式

1   0   1 1  2  1
2   0  2           0     0     0
1   0   1  1      2     1

x yS S
      
        
      

5. Sum of modifi ed laplace 演算法(3)：將水平以及垂

直的拉普拉斯遮罩對影像做迴旋積後，將水平與

垂直方向輸出值做絕對值並加總。

( , ) ( , )SML x y
Height Width

F I x y L I x y L    
 

(5)

而 Lx 與 Ly 為

 
1

1  2 1          2    
1

x yL L
 
      
  

6. Energy laplace 演算法(16)：將下方能量拉普拉斯

遮罩對影像做迴旋積後將輸出值平方並加總。

 2( , )EL energy
Height Width

F I x y 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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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energy 為能量拉普拉斯遮罩

1   4   1
4    20   4
1   4   1

energyL
   
    
    

7. Modified DCT 演算法(13)：DCT 為離散餘弦變
換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的縮寫，Modified 
DCT 計算方法為，利用遮罩 M 對影像做迴旋積
計算 

_M DCT
Height Width

F I M  
 

(7)

遮罩 M 為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M

  
   
  
 
  

8. Diagonal laplacian 演算法(11)：與 FSML 類似，但
同時也計算對角方向拉普拉斯遮罩的輸出

1 2

( , ) ( , )

         ( , ) ( , )

DL x y
Height Width

d d

F I x y L I x y L

I x y L I x y L

   

   

 

 
(8)

其中 Ld1 與 Ld2 為

1 2

1    0    0 0    0    1
1 10 2   0         0 2   0
2 20    0    1 1    0   0

d dL L
   
         
      

9. 變異量數演算法 (Variance algorithm)(16)：在統計

學中，變異量數為描述其該變量的離散程度，也

就是各變量與其平均值之相差並加總。

 21 ( 1, )variance
Height Width

F i x y
H W

  
  

 
(9)

其中 H 和 W 為影像長寬，  為影像平均值。
10. 標準化變異量數演算法 (Normalized variance 

algorithm)(16)：

在變異量數演算法中除上影像強度平均值。

 21 ( 1, )nor_var
Height Width

F i x y
H W




  
   

 
(10)

其中 H 和 W 為影像長寬，  為影像平均值。
11. Auto correlation 演算法(16)：

( 1, ) ( , )

                ( 2, ) ( , )

auto_corr
Height Width

Height Width

F i x y i x y

i x y i x y

  

  

 

 
 

(11)

12. Tenengrad variance 演算法(14)： 

( ( , ) )T_variance TF T x y    (12)

其中 T 為 T(x, y) 的平均值

2 2( , ) ( , ) ( , )x yT x y I x y S I x y S   

2. 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演算法
本研究建構三維形貌的核心技術為多重焦點影

像融合 (multi-focus image fusion)。一般攝影系統在
聚焦某一樣品表面時，位於景深中之樣品表面影像

中會是清晰的，但景深外的樣品表面則會是離焦的

狀態，在影像中會是模糊的。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技

術能夠將不同焦距的影像融合產生一張整張高景深

影像 (image with large depth of field)。若待測物影
像在相機中為清晰時，代表此時的焦距與鏡頭與待

測物之間的距離相等。根據此原理透過分析待測物

在不同焦距下的影像，並判斷每一像素的清晰度以

及其對應到的焦距，則可以依據最大清晰度所對應

到的焦距建構出待測物整體的三維形貌。同時，將

待測物最清晰的像素取出重組為一高景深影像。

本研究發展基於尋焦演算法的多重焦點影像融

合技術，與先前的研究不同的是，此方法加入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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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為本文提出之多重焦點影像融合的方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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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波器以凸顯高頻區域，使得此方法能夠更精確

的判斷對焦位置。像素只是灰階影像中某一位置

的強度，一般來說，單一像素無法計算出清晰度 
(sharpness)，因此我們定義該點像素的清晰度為，
利用目標像素周圍的鄰近像素灰階值所計算出的清

晰度，而判定出最清晰像素所對應到之光焦度或距

離資訊，將會被用於合成高景深影像以及樣品表面

輪廓形貌的建構。多重焦點影像融合的影像為透過

不同焦距或改變透鏡 focal power 所取得的影像，
因此可將影像分為數層，本研究透過設定液態透鏡

的 focal power 值改變系統焦距，因此每層影像皆
對應到一 focal power 值。本論文融合多重焦點影
像的步驟為使用高通濾波器至影像源，利用所建構

之光學量測系統取得液態可變焦透鏡在不同 focal 
power 下的影像後，使用快速傅立葉轉換，將影像
轉換至頻域，並進行高通濾波處理。計算每一像素

的清晰度後使用尋焦演算法計算鄰近像素清晰度，

並以此做為目標像素清晰度。以 Fabs_grad 為例，計
算目標像素清清晰度方法為

( , ) ( 1, ) ( , )i c i c
n x i c y j c n nS i j I x y I x y 

        (13)

其中 n 為影像的層數，I 為影像源並經過高通濾波
處理，Sn (i, j) 為第 n 層影像，位置 (i, j) 之像素清
晰度，c 為鄰近像素大小。比較同一位置，但不同 

focal power 像素的清晰度，並找出最清晰像素以及
其對應之 Focal Power。應用至整張影像，即可得
到 focal power index D (x, y)。

,  1

1

 ( , ) ( , )
( , )

,   
n n n

n

d if S i j S i j
D x y

d else





 
  

(14)

其中 D 為 Focal Power Index，dn 為第 n 層影像所
對應到之 Focal Power。
為了建構高景深影像以及三維形貌，將影像源

設定為在不同 focal power 下的待測物影像，因此
將影像源設為三維陣列 V = (x, y, dn)，接著依 focal 
power index 確定位置 (x, y) 所對應到清晰度最大的
像素並生成高景深影像，高景深影像 F 可表示為
F(x, y, D (x, y))。影響高景深影像生成結果的參數
為鄰近像素大小 c，以及高通濾波器半徑 r。圖 4 
為本篇論文提出之多重焦距影像融合的方法圖。

多重焦距影像融合演算法所生成高景深影像的

評估方法能夠評斷出何種方法以及參數下，所生成

的高景深影像是最佳的。本研究所使用的評估方法

為均方根誤差 (root-mean-square error) 簡稱 RMSE

 ( , ) ( , )
RMSE

W H
r

x y

I x y I x y
W H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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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為影像像素位置，W 以及 H 為影像的寬跟
高，I(x, y) 為高景深影像，Ir (x, y) 為參考影像，參
考影像的建立方式為利用人工分割的方式將影像分

割，再將各區域最清晰的影像拼接，在下節會做詳

細介紹。RMSE 方法是相關研究常用的評斷方法之
一(7)，它能夠代表兩張影像的相似性，因此我們將

比較高景深影像與參考影像 Ir (x, y) 的 評估高景深
影像的品質，若 RMSE 值越小則代表高景深影像
品質越佳。

三、實驗結果與討論

1. 尋焦演算法表現實驗結果
樣品表面的複雜度或細緻度也決定尋焦演算法

的表現，本實驗將挑選 2 種晶圓 (wafer) 樣品，分
別為細緻度高、低兩類進行實驗，並觀察尋焦演

圖 5. 不同間距的矽晶片光柵 (a) 細緻度低 (b) 細緻度高。

算法的表現，清晰度曲線也做過標準化的處理，

每一曲線最小值皆為 0，最大值皆為 1。如圖 6、
7，Focal Power 的值從 3 到 3 分別對應該值的清
晰度。藉由觀察下列尋焦演算法的清晰度曲線，可

以看出樣品表面細節複雜度越高時，尋焦演算法的

半高全寬 (FWHM) 解析度也會越佳，而準確度部
分，大部分樣品經過演算法的尋焦後，也能將焦距

設定調整至景深內。如表 2 為半高全寬解析度和影
像處理時間。

2. 距離－光焦度曲線 (Displacement-Focal 
Power Curve) 實驗
此實驗將可測得可變焦透鏡的光焦度 (focal 

power) 與待測物高度的關係。觀察晶圓樣品在
不同位置時，清晰度曲線峰值及峰值所對應到的 
focal power。將待測物位置紀錄為縱軸，清晰度曲

(a) (b)

圖 6. 細緻度低樣品清晰度曲線 (a) 演算法 1~6 (b) 演算法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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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緻度低 FWHM (dpt) Time (ms) 細緻度高 FWHM (dpt) Time (ms)
Fabs_grad 1.6 4.19 0.19 4.032
Fsq_grad 0.25 3.952 0.14 3.792
FBrenner 0.25 4.243 0.14 4.138
FTenen 0.25 8.587 0.14 5.742
FSML 0.2 5.858 0.12 7.472
FEL 0.42 7.475 0.15 2.478
FM_DCT 0.23 9.258 0.14 9.24
FDL 0.42 10.61 0.16 10.527
Fvariance 1.22 2.455 0.15 2.478
Fnor_var 1.15 2.395 0.14 2.403
Fauto_corr 0.68 5.227 0.14 5.285
FT_variance 0.22 8.61 0.12 8.625

表 2. 細緻度低及細緻度高樣品清晰度曲線之評估數據。

線峰值所對應 Focal Power 紀錄為橫軸，最後利用
曲線擬合方法計算出表達位置與 focal power 之關
係的二次方程式。此曲線我們稱作距離－光焦度

曲線 (displacement-focal power curve)。選用晶圓作
為待測物是因為晶圓影像的細節相當多，影像細

節部分愈多，愈利於進行影像尋焦的判別。根據 
A Santos(4) 等人研究，在一般光學顯微鏡的應用中
auto correlation演算法被評估為最佳的演算法，本
實驗我們選用的尋焦演算法為 auto correlation。我
們同時利用此實驗方法計算出 10 倍物鏡下，待測
物位置與可變焦透鏡 focal power 之間的關係。如

圖 8(a) 所示，我們可利用 DF Curve 從 focal power 
計算出待測物的位置。由圖 8(b) 可以觀察到待測
物的位置與 focal power 是呈現接近線性關係。在
不同倍率物鏡的條件下，量測範圍以及精度都是

不相同的，因此不同倍率的物鏡所對應到的 DF 
Curve 也不盡相同。

 3. 多重焦點影像融合實驗
利用階梯鋁塊樣品作為待測物，觀察由本篇論

文所提出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演算法的表現。

樣品與實驗步驟：此實驗所使用樣品為儀科中

圖 7. 細緻度高樣品清晰度曲線 (a) 演算法 1~6 (b) 演算法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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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階梯鋁塊以及系統所拍攝之影像 (a) 單接階梯寬度 500 m 階梯鋁塊樣品 (b) 對焦在上方階梯區域影像 
(c) 對焦在下方基座區域之影像 (d) 演算法生成高景深影像。

心提供階梯鋁塊樣品，該樣品為階梯形狀，其階梯

高度為 50 至 100 m 如圖 9，階梯樣品的表面高度
落差大，因此就算是使用 10 倍放大率的透鏡，也
難以拍攝出對焦良好的影像。本實驗所使用之物鏡

放大倍率為 10 倍，圖片解析度為 640  512，取樣
範圍為 0.8 dpt 至 1.8 dpt，取樣張數為 100 張影像。
由圖 9(b)(c) 可以看出因為攝影系統景深有

限，因此無法在單張影像拍攝出品質良好的影像，

但透過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技術能夠克服景深有限的

問題，能夠從不同焦距的影像生成出高景深影像，

如圖 9(d)，所使用之參數為本文所得出的最佳參
數，使用 Fabs_grad 在 c = 28 的條件下。
本篇論文使用的高景深影像質量評估的方法，

首先以人工判別的方式將階梯鋁塊影像中，每一區

域分割並標記，接著利用尋焦演算法判定每一區域

最清晰的影像。將影像合成後我們稱其為參考影像

(reference image)，最後計算不同參數下，所生成
影像與參考影像的 RSME 值做為評估的指標，輸
入影像與參考影像的 RMSE 值越小，代表品質越
佳。

4. 參數 c 對多重焦點影像融合演算法之影響
探討                   

c 為本研究所提出之演算法的一個重要參數，
其定義為選定任一像素為中心，作出 (2c + 1)  (2c 
+ 1) 二維矩陣並摺積，若參數 c 過小，所生成之高
景深影像會有非常多的雜訊，尤其是在細節度較低

的區域，比如曝光不足或是過度曝光的區域，但若

參數 c 過大，仍然會惡化演算法結果，如圖 11(a)
(b)。分別對應不同的參數 c

(a) (b) (c) (d)

圖 8. (a) 10 倍物鏡下，待測物不同位置的清晰度曲線 (b) 位置與 focal power 之關係，黑色線為原始數據圖，
紅色線為擬合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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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將著重在不應用高通濾波器的情況下，

所得出以不同尋焦演算法為基礎的多重焦點影像融

合方法，在不同參數 c 的情況下，與參考影像的誤
差關係，本節影像解析度皆為 640  512。

圖 12 為均方根誤差和參數 c 的關係曲線。由
圖 12 可以看出大部分演算法在 c 值較小的時候 
RMSE 值較大， 隨著 c 值增大，大部分的 RMSE 
值也會隨之變小，但若 c 值過大 RMSE 值也會隨
之增大。其中表現較為特別的有 FSML 演算法，該
演算法 RMSE 值在 c = 60 附近較大，在深入探討
後，發現該演算法在影像的邊界部分表現較差。如

圖 12 以及表 3，最佳的演算法以及參數為 Fabs_grad 
在參數 c = 28 時，達到最小的 RMSE 值。

5. 形貌量測
本實驗利用 5 倍透鏡進行階梯寬度為 500 m

階梯鋁塊形貌的量測，形貌量測方法與多重焦距影

像融合，兩者重點皆為最清晰像素的判別，而差別

在於多重焦距影像融合著重於判別出最清晰像素以

利生成高景深影像，形貌量測演算法著重於最清晰

像素所對應到之可變焦透鏡光焦度，前文所提出

之演算法生成的 focal power index D (x, y) 紀錄每一
位置最清晰像素所對應到的 focal power，接著藉由 
DF curve 將光焦度轉換為樣品的垂直高度資訊，進
而繪製出形貌。

根據實驗結果，光焦度與距離之間的關係接

近線性關係，因此能夠從 D (x, y) 觀察到樣品高

圖 11. 不同的 c 值所產生的影像 (a) c = 1 (b) c = 100。

(a) (b)

圖 10. (a) 影像分割區域 (b) 不同區域尋焦演算法曲線 (c) 參考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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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未應用高通濾波器下，最佳參數 c 以及其對應到的 RMSE 值。

演算法 最佳參數 c 最小 RMSE 值
Fabs_grad 25 433324
Fsq_grad 13 654388
FBrenner 44 506336
FTenen 31 701664
FSML 5 1265281
FEL 20 757512
FM_DCT 27 598399
FDL 29 695802
Fvariance 18 1090568
Fnor_var 28 950929
Fauto_corr 81 702847
FT_variance 31 1393836

圖 12. 參數 c 與 RMSE 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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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資訊，接著套入表 4 的 5 倍透鏡 displacement-
focal power curve 的轉換方程式為 displacement = 
33 (dpt)2 + 1301 dpt + constant，樣品形貌即可被建
立，如圖 13(a)。

6. 曲面樣品之量測實驗
為了測試基於可變焦透鏡之攝影系統方法是否

能夠量測曲面樣品，本小節將呈現利用本篇論文所

提出之方法進行圓柱曲面的量測結果，量測樣品的

曲面直徑為 1.96 mm 如圖 14 所示。而圖 15 為不
同焦距設定的圓柱樣品影像、高景深影像以及深度

圖 (focal power index)。利用游標尺量測出圓柱樣

品直徑後，以該直徑所繪製出的半圓形輪廓作為理

論值，如圖16 (b)所示，而由本系統所量測出的實
驗值則可與理論值做比較。本實驗所使用之參數為 
Fabs_grad、c = 28 取樣張數為 500，量測範圍為 0 至 
1 dpt，所使用之物鏡倍率為 10 倍物鏡。

四、結論

本篇論文利用尋焦演算法在可變焦攝影系統

中，開發出初步電控尋焦功能，尋焦演算法配上可

變焦透鏡，再利用粗取樣以及兩次細取樣的方法可

以得到一定的修正，並找出攝影系統最佳的焦距設

定。本研究利用尋焦演算法以及影像處理的方式建

立出光焦度與垂直距離間的關係。基於尋焦演算法

開發出多重焦點影像融合的功能，同時利用 RMSE 
方法以及階梯鋁塊找出最佳的參數設定，提供不同

演算法所需的時間以及不同參數下其 RMSE 值的
變化，藉由該實驗找出相對最佳的參數以及演算

法，由實驗結果可以得知最佳參數為利用 Fabs_grad 
演算法在 c = 28，在實驗數據中最後呈現各種樣品
的量測結果，可以看出此方法初步達成樣品形貌輪

廓的建立，但解析度仍有些不足。圖 14. 圓柱曲面樣品。

Magnifi cation Range Resolution (FWHM) Fitting curve
5X 8000 m 80 m f(x) = 33x2 + 1301x + 3810

10X 2000 m 19 m f(x) = 7x2 +317x + 914

表 4.

圖 13. Fabs_grad 演算法以及參數 c = 28 所生成的階梯鋁塊形貌資訊 (a) Focal 
Power Index D (x, y) (b) 經 5 倍透鏡 DF curve 轉換方程式所計算出的物
體形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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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服務單位 (請確認為正確全名)                        □統一編號＿＿＿＿＿＿＿＿＿

 □其他抬頭＿＿＿＿＿＿＿＿＿＿＿＿                                  □統一編號＿＿＿＿＿＿＿＿＿

訂購書籍

 ‧真空技術與應用　　　　　  □ 精裝     850 元   　□ 平裝     700 元
 ‧微機電系統技術與應用　　  □ 精裝   1500 元   　□ 平裝   1200 元
 ‧光機電系統整合概論　　　  □ 精裝     900 元   　□ 平裝     750 元
 ‧光學元件精密製造與檢測　  □ 精裝     980 元   　□ 平裝     850 元
 ‧奈米檢測技術　　　　　　  □ 精裝     950 元   　□ 平裝     800 元
 ‧材料電子顯微鏡學　　　　  □ 平裝     400 元
 ‧生物電子顯微鏡學 　　　　 □ 精裝     400 元   　□ 平裝     300 元
 ‧質譜分析術專輯 　　　　　 □ 精裝     450 元   　□ 平裝     350 元
 ‧儀器總覽　□ 一套 1900 元 　   □ 分冊：＿＿＿＿＿＿＿＿＿＿＿＿＿＿＿＿

以下為信用卡授信作業所需，請依帳單資料確實提供，謝謝！

刷卡人姓名 刷卡金額    NT$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 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號                                                                             ／卡片背面三碼︰

發卡銀行 有效期限                                           (月M／年Y)

身分證字號 消費日期        年           月           日

信用卡簽名 (與信用卡上簽名需一致)

授權碼 (不需填寫) 商店代號 15-016-02676

注意事項︰
■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訂購物品，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 資料填寫完成後，請傳回 03-5789343
■ 請於傳真後來電確認，洽詢電話 03-5779911#313, 304 技服組，謝謝！

儀科中心出版品信用卡刷卡單

此資料僅提供信用卡刷卡資料核對，絕對保密，請放心填寫！

http://www.tiri.narl.org.tw



親愛的讀者您好：

　　感謝各界先進多年來的支持，《科儀新知》自 108 年起將改以電子期刊方
式免費發行。除了在本中心網頁可下載全文，本刊已分別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透過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及 HyRead 
數位出版品，提供全文資料，歡迎讀者多加利用。未來我們仍將秉持專業盡責

的態度，不斷努力精進，使內容日趨豐富多元，敬請繼續給予支持。

　　為提供本刊讀者更完善的服務，敬請以 email 或傳真或郵寄方式回覆以下
資料，本刊將根據您留下之電子郵件地址定期提供電子檔服務。

　　單位：

　　姓名：       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備註：可填寫多組電子郵件地址，除收到您所訂閱的電子期刊外，系統亦將不

定期寄送本中心活動訊息至您的信箱。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研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敬上

儀科中心聯絡人資訊：

技術服務組 彭家琳  
Tel: 03-5779911 ext. 313
Email: tina@narlabs.org.tw
技術服務組 林麗娥
Tel: 03-5779911 ext. 304 
Email: clairelin@narlabs.org.tw
Fax: 03-5789343、03-5632253
新竹市 300 科學園區研發六路 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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