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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工業4.0中的智慧化製造是目前政府針對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重要政策
之一，因台灣 大多製造業以代工為主的低毛利特性，故相關政策希
望藉由導入智慧化生產協助企 業提升研發能量以創新提升獲利，另
一方面也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相關產品服務。結 合工業4.0與發展高
附加價值產品，本計畫提出以拉曼光譜技術即時監控石墨烯量 產製
程，拉曼光譜儀作為智慧化製造中的偵測器，也是評估石墨烯品質
的利器，石 墨烯在近十年來已在各領域的研究中展現其優異的特性
，其具有高附加價值並在未 來仍具有高度發展潛力，但在工業界卻
鮮少應用於實際產品中，主要原因是侷限於 市售石墨烯的品質普遍
不良，致使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用存在巨大落差，研究指出 ，市售石
墨烯普遍存在品質、純度與結構特性不佳等問題，這也成為石墨烯
商用化 的最大阻力，如能生產高品質的石墨烯可帶動後續更多的產
業發展，如鋰電池、複 合材料等，本研究將採用Hummers法備製氧
化石墨烯再以微波將其還原為高品質 石墨烯，該製程具有設備成本
低並有利於後續的應用，反應過程將以拉曼光譜儀全 程即時監控製
程變化，量測數據將於雲端運算與儲存，最終可預期本研究產出之
石 墨烯可迎合市場對於高品質石墨烯的需求，並且發展之監控技術
可作為智慧化製造 之第一線偵測器並可推廣至相關化工、製藥與食
品產業。

中文關鍵詞： 工業4.0，智慧化製造，即時監控，高品質石墨烯，Hummers法，微
波還原。

英 文 摘 要 ：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industry 4.0 is th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ies to upgrade and transform industries
in Taiwan. Owing to the OEM business model, the most of the
enterprises in Taiwan suffer from low profit. Hence,
introduc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n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profit via innovation. In another aspect,
developing high value added products is another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For the reasons above,
we conceive a project to combine the industry 4.0 with high
value added product that is the mass production of graphene
with real tim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Here, Raman
spectroscopy is used as the sensor in the monitoring system
and is analogy to the sensor in the Cyber-Physical system
of industry 4.0. Although the graphene has been proved its
excellent abilities in many research fields, it is still
rarely used in industrial products. The main obstacle
hindering the graphene being applied in industry is the low
quality of the commercial graphene. However, if we can
develop a high quality graphene, many applications can be
benefited from its spectacular properties, such as Li-ion
battery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This research is going to
use the Hummers method to fabricate the graphene oxide and
subsequently the graphene oxide will be reduce to graphene
by using microwave heating. This process features with low
cost of the facilities and highly accessible to the



following uses. The reaction process will be monitored by
the Raman spectroscopy and the measured data will be
analyzed and stored in the cloud. Ultimately, we expect the
synthesized high quality graphene can fill the need of the
graphene in the market. Furthermore, the developed real-
time monitoring system can be used in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such as, chemical, biomedical and food
industries.

英文關鍵詞： Industry 4.0,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Real-time
monitoring, High quality graphene, Hummers method,
Microwav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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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整報告內容格式： 

本格式僅為統一成果報告之格式，以供撰寫之參考，並非限制研究成果之呈現方式。完整報

告之篇幅不限，依序為封面、中英文摘要、目錄、報告內容、參考文獻、計畫成果自評、附錄。 

(一)報告封面：（格式如附件一） 

(二)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摘要以五百字以內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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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置光譜儀軟、硬體 

A1	 設計與架設小型拉曼光譜儀	

 

拉曼光譜儀整體光學架構採用直立式設計，請見圖	 1，並由下到上共分四層，每片層板均採

用 6061 鋁合金，層與層之間以銅合金螺柱相連接並以螺帽互鎖緊固，圖	 1(a)為 CAD 設計圖，圖	 1	

(b)為組裝後實際照片，其中第 2 層:主要光路為光譜儀核心，其功能為蒐集光譜訊號，並以光纖將

訊號傳至CCD偵測器，CCD偵測器再以 USB 連接到第一層的控制電腦，分層的設計的優點可將

每層獨立，可依據產線安裝需求調整空間配置。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為第 2層:主要光路設計

圖，該層是整體光譜系統中唯一接觸到實驗樣品的部分，其中反射鏡架可朝下(為該圖示)、朝上

與朝右安裝，而光譜訊號並不受影響，如此可以提高安裝的靈活性，甚至可以距離CCD偵測器 2

公尺外獨立安裝，而乘載液體樣品的石英比色皿也安裝於第 2層，而固定比色皿的治具需可調高

度並須穩固易碎的比色皿，相關的治具設計請見圖	 3。 

 

各層的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第 1 層:放置控制電腦以及流動式石英比色皿治具 

第一層為四層中面積最大，主要供控制電腦與石英比色皿治具安裝，其中預留通孔(紅色，圖	 2	a)

可供後續外殼或支架設計(視安裝現場需求)，而銅合金螺柱則固定於綠色孔位(圖	 2a)並可供第二層固

圖	 1	(a)整體光路側視設計圖。(b)	 整體光路組立實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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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疊於上方，而藍色孔位則是預留用來固定不銹鋼柱，流動式石英比色皿的治具可在不銹鋼柱上下移

動(請見圖	 2b)，待移動至物鏡的聚焦點後，便可鎖定夾緊。	

 

圖	 2	(a)第一層鋁板俯視、側視設計圖。(b)比色皿治具移動聚焦示意圖。	

 

比色皿治具的擺放方式為水平放置，主要功能是可使比色皿的表面可垂直於物鏡並可上下調

整高度以利聚焦，其設計重點在穩定度，為避免在量測的過程中產生晃動而造成光譜強度變動，

因此必須將比色皿固定，但比色皿材質為易脆的石英材質，如果夾持過緊則可能會使比色皿破

損，因此在設計上需考慮夾持施力平均並兼顧穩定性。圖	 3a 為治具與比色皿(綠色部分)結合圖，

治具採以單邊固定而另一端以 C型夾具(圖	 3d)將比色皿固定於治具上，C型治具可均勻施力於比

色皿的一端，可避免集中施力而造成破損的可能，比色皿治具可分拆成三個零件，分別為 Y型載

具(圖	 3b)、不鏽鋼棒夾具(圖	 3c)與 C 型夾具(圖	 3d)，將治具拆分為三個零件可降低製作成本與

難度，並且可更換不鏽鋼棒夾具可將擺放方式改為垂直，這延伸了量測的靈活性，因考量部分化

學反應可能會有氣泡產生，因此如改以垂直擺放則可順利將氣泡排出而不影響量測，或是化學反

應中產生的沉澱物，可能會沉澱在水平擺放的比色皿中，如改以垂直量測則可較容易將沉澱物排

出，但本計畫所預設之實驗均無上述問題，故仍以水平擺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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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流動式石英比色皿治具設計圖。(a)治具夾持比色皿示意圖，而(a)可拆解為

(b)Y 型載具、(c)不鏽鋼棒夾具與(d)C 型夾具三部分。藍色連接線表示該零件於 Y

型載具上安裝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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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層:主要光路 

    第 2層主要放置:雷射、雷射濾波片、分光鏡、反射鏡、反射鏡架、顯微物鏡、高通濾波片、

集光器與光纖，設計重點為穩定度及荷重能力，圖	 4a 為第 2 層的平面與剖面圖，由於雷射於運

作的過程中會產生熱能，因此第 2層的另一個功能為協助雷射散熱，所以須將雷射完全平整鎖於

層板上，另外由於雷射光必須於同一個高度上，因此須將第 2 層依據圖	 4a 的剖面圖進行加工使

各種光學元件的中心高度一致，進而使所有光學元件中心與雷射出光中心一致，光線準直十分重

要，因為會影響到後續光線行走的準直性，而為了達到小型化的目標，在本光學設計中捨棄一般

傳統光學系統中可調整光路的兩個反射鏡，本系統中僅留一個可調整反射鏡架，因此在第二層的

加工要求更需嚴謹，以避免後續光路失準而導致無法聚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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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b 為全部光學元件俯視組立圖，因已經在第 2層的預留所有元件的孔位，可以快速組裝，

僅需按照位置擺放鎖緊並無須花費過多時間調整光路，擺放方式則關係到拉曼光路原理，並不在

此贅述。 

第 3、4 層:CCD 偵測器、雷射控制器固定板 

第 3、4 層的功能為固定 CCD偵測器與雷射控制器，因此在加工要求較低且簡單，無須精準加工，
圖	 5 為第 3、4 層的俯視設計圖，而綠色孔位則供銅合金螺柱連接固定層與層之間，黑色孔位則

圖	 4	(a)第 2 層平面俯視設計圖與剖面圖。(b)光學元件俯視組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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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第 3(左)、4(右)層俯視平面設計圖	

是用來固定偵測器或是雷射控制器。 
 

 

  

 

 
 
 
 
 
 
 

在選擇光學元件之前，我們確定採用 cage 系統作為整體光路的連結規範，cage 系統有一個極
大的好處就是穩定度高且容易更換零件，並且可以與 tube 系統相容，而 tube 系統可以輕易的將
濾波片鎖緊定位，而且不會有傾斜的問題，這點極為重要，因為一但光路中任一片鏡片或是濾波
片有歪斜，會造成光路失準而無法調整，所以 tube 系統固定鏡片的方式是安裝最簡單且最能保證
鏡片準直的方式，故整體光路將以 cage 系統固定各個光學元件或是鏡座，再以 tube 系統將濾片
固定於對應的鏡座上，這樣的組裝模式就如同積木一般容易安裝、維修與拆解，且可模組化快速
更換。 

    下表 1 列出關鍵的光學元件，而僅有雷射與光電二極體採用大陸製，其主要原因為成本考
量，因歐美製的同規格雷射的報價高達台幣 20 萬以上，這已超出目前可以負荷的範圍，為顧及
整體計畫能順利執行，故先使用同規格但為大陸製的雷射，以期能先取得初步的成果，但採用大
陸製雷射也為我們帶來一些缺點，主要是需要以雷射控制器手動調整功率，而以美國製雷射
(Coherent)而言，可以直接於軟體上直接調控雷射功率，但該缺點並不影響本計畫進行，因在本產
品中僅會使操作較不便，而在量測中雷射功率均為固定，因此無須擔心在使用中需要調整功率。 

    另外光電二極體如要採用日本製(例如松濱)，一個單價會接近 4 萬元，因考量光電二極體在本產

品中並非絕對必要的零件，我們先以大陸製品代替，先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否正確且能夠執行，日後再

考慮是否需要更換。雷射濾波片、分光鏡與高通濾波片在幾經考慮後，我們仍決定採用美製 Semrock

的產品，因為這些關鍵光學元件會直接影響到量測到的光譜，這也影響到後續統計運算中的取樣品

質，雖然與其他廠牌價差很大，但我們仍決定為了獲得品質良好的光譜訊號不應冒此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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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關鍵光學元件列表 

                                                        
1 為避免中英文翻譯失真與混淆，規格主要以英文原文呈現。 
2 廠牌型號維持原有名稱，不另行翻譯。 

項
次 名稱 規格簡述1 (採購評估重點) 廠牌/型號2 使用

數量 
安裝
位置 

1 雷射 

中心波長:532 nm 

穩定度:<1% 

瓦數:100 mW 

CNI/MGL-III-532-100 mW 1 第 2
層 

2 雷射濾波片 

1. Laser Wavelength = 532 nm  

2. Tabs > 90% 532 nm 

3. FWHM of 2.0 nm (typical); 
3.7 nm (maximum) 

Semrock/ 532 nm MaxLine® 
laser clean-up filter 1 第 2

層 

3 分光鏡 

1. Laser Wavelength = 532 nm  

2. 186 cm-1 transition 

3. Tavg > 93% 538.9 – 824.8 nm 

Semrock/ 532 nm RazorEdge 
Dichroic™ laser beamsplitter 1 第 2

層 

4 高通濾波片 

4. Laser Wavelength = 532 nm  

5. 90 cm-1 transition 

6. Tavg > 93%  

7. 535.4–1200 nm 

Semrock/532 nm 
RazorEdge® ultrasteep 
long-pass edge filter 

1 第 2
層 

5 光電二極體 

1. Voc =0.3V 
2. Isc=40 uA 
3. Id=5 nA 
4. Ct=20 pF 
5. Spectral range:200-1100 

nm 

Shen Zhen Long Xin Da 
Technonlgy Co., Ltd./ Si 
Photodiode - LXD-1010MQ 

1 第 2
層 

6 反射鏡 
1. Ravg >90% from 450 nm - 2 

µm 

2. Ravg >95% from 2 - 20 µm 

Thorlabs/ PF10-03-G01- Ø1" 
Protected Aluminum Mirror 1 第 2

層 

7 反射鏡架 

1. Mounts Ø1" (25.4 mm) 
Optics at a 45° Angle to the 
Optical Axis 

2. Eight 4-40 Tapped Holes for 
ER Cage Rods 

3. Provides ±4° Kinematic Tip 
and Tilt Adjustment 

4. 30 mm Cage System and 
SM1 (1.035"-40) Compatible 

  

Thorlabs/KCB1/M 
1 第 2

層 

8 顯微物鏡 1. WD=1.5-2.2 Olympus/LUCPLFLN60X 1 第 2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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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G=60X 

3. N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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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拉曼光譜儀測試、驗證與除錯: 

量測範圍: 100~4000 cm-1。 

    量測範圍檢測方式為使用一片單晶矽晶圓作為量測標的，使用單晶矽晶圓的原因是其結

構單純且拉曼訊號強烈且廣為研究用來作為校正光譜訊號的工具(波長位置校正)，而量測方式為

積分時間 50 秒，雷射功率 100 mW，圖 6 為測得之光譜圖。圖 6 為完全未經處理之光譜圖，因

此在位置為 0 的訊號為雷射訊號，而拉曼訊號則約由 100 cm-1並在約 4100 cm-1結束，我們將

起始與結束位置放大於圖 6 中，並以紅線標示起始與結束位置，而圖中最強的訊號:520 cm-1為

矽的訊號。 

 

解析度: <7 cm-1。 

    解析度評估是依照 ASTM E2596-063作為評估方法之依據，在評估過程中使用海洋光學公司

                                                        
3 ASTM E2596-06 Standard Guide for Testing the Resolution of a Raman Spectrometer 

圖 6 矽晶圓拉曼訊號，上方內置左、右圖分為數據起始值:100 cm-1與結束值 4100 

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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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 Optics)的水銀-氬氣校正光源，型號為 HG-1，可評估範圍為:253-922 nm，並以 SMA

單模光纖接頭連接至光譜儀本體，量測時間為 6.3 ms，雖然本計畫是使用 532 nm 波長的雷射，

但市面上販售的光譜儀產品多比較紅光或紅外光的校正數據，原因是因為在波長較短的區域解析

度會較佳，也就是說當波長較長，例如紅光或是紅外光解析度就會變差，因此為能鑑別一個產品

的解析度好壞，市售產品多標示其在紅光或是紅外光範圍所能達到的解析度，我們也將以紅光或

是紅外光作為校正範圍，因此我們將 633 nm 作為拉曼光譜的原點，我們將校正光源連接到光譜

儀並量測光源的光譜，而校正光源可以提供半高寬極窄的訊號於特定波長位置，我們再對這些特

徵訊號解析其波長位置與半高寬，以此方法我們將量測得到的光譜繪製於圖 6 錯誤! 找不到參照

來源。，而校正光源可提供紅光或是紅外光的僅有氬氣放電光譜，我們將氬氣標準光譜值列於附

錄 2 中4以供後續於實際量測的數據做比較。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圖	 7 中的 8 個校正訊

號均由 Lorentz 函數計算其確切位置與半高寬，紅色曲線即為計算結果與黑色曲線高度相似，按

照 ASTM E2596-06 所規範，訊號之半高寬可近似為解析度，因此我們將所量到得校正訊號之波

長位置與解析度列於 

                                                        
4 標準光譜值來源為海洋光學所提供之說明手冊。 

標準波長值 

(nm) 

量測波長 

(nm) 

量測波長 

(cm-1) 

量測波長 

標準差 

(cm-1) 

量測解析度 

(cm-1) 

量測標準差 

(cm-1) 

絕對差異值 

(|標準值-量

測值|) (nm) 

696.543  696.471  1439.706  0.008  4.594  0.167  0.072  

706.722  706.645  1646.462  0.030  4.520  0.608  0.077  

714.704  714.624  1804.430  0.280  6.364  5.380  0.080  

727.294  727.208  2046.595  0.029  4.072  0.553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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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 ，

而 以

Lore

ntz

函數計算擬合之相關係數為 0.95，亦即該計算具有 95%的準確率，且光譜波長位置也極為準確，

測得光譜與標準光譜的波長位置差異僅 0.084 nm，因此表示測得訊號即為放電光源之訊號，確

認測得訊號位置正確後，再藉由 Lorentz 函數計算得到的平均解析度為 4.245 cm-1，均小於 7 

cm-1，但觀察標準差可以發現，僅有訊號位於 1646.462 cm-1的標準差大於測得值，因此表示該

值誤差極大，故暫不採信，但如果回歸到我們使用的 532 nm波長，該值已在光譜的邊緣後段，

對整體量測影響並不明顯。 

738.398  738.310  2253.332  0.014  3.723  0.262  0.088  

750.387  750.289  2469.631  0.007  3.663  0.122  0.098  

763.511  763.414  2488.764  0.006  3.367  0.267  0.097  

772.376  772.302  2849.510  0.005  3.660  0.093  0.074  

圖 7 以光譜儀量測校正光源之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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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撰寫即時監控軟體與統計分析程式	

	

控制軟體編寫: 

    

本 計

畫所

使用

的編

寫語

言為

Lab

VIE

W，

標準波長值 

(nm) 

量測波長 

(nm) 

量測波長 

(cm-1) 

量測波長 

標準差 

(cm-1) 

量測解析度 

(cm-1) 

量測標準差 

(cm-1) 

絕對差異值 

(|標準值-量

測值|) (nm) 

696.543  696.471  1439.706  0.008  4.594  0.167  0.072  

706.722  706.645  1646.462  0.030  4.520  0.608  0.077  

714.704  714.624  1804.430  0.280  6.364  5.380  0.080  

727.294  727.208  2046.595  0.029  4.072  0.553  0.086  

738.398  738.310  2253.332  0.014  3.723  0.262  0.088  

750.387  750.289  2469.631  0.007  3.663  0.122  0.098  

763.511  763.414  2488.764  0.006  3.367  0.267  0.097  

772.376  772.302  2849.510  0.005  3.660  0.093  0.074  

表 2 氬氣放電校正光譜與量測之波長位置與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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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該軟體需要付費，但產學合作單位:暨南國際大學光電所願支援該項軟體應用於本計畫，一般在

業界使用的軟體介面為免費的，是最好的選擇，不用額外增加軟體的成本，雖然我們使用開發的

軟體 LabVIEW是需要付費的，只要開發完的程式檔(.vi)轉成執行檔(.exe)，用戶端直接使用執行

檔，就不需要另外購買付費的軟體，VI 程式皆需要 LabVIEW 的環境方可執行，然而對於沒有

LabVIEW環境的電腦而言，可以將自己所設計的 VI程式編譯成執行檔，使得能在沒有 LabVIEW

的環境下的電腦進行執行、操作等動作。 

    軟體的操作介面主要分為 8 個區塊，圖	 8 為主要操作介面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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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控制軟體之光譜量測操作介面	

 

於圖	 8 中共顯示 8 個區塊，其功能簡述如下: 

第 1 個區塊:掃描控制區 

    可進行單次與多次連續掃描，並可將光譜存於本機磁碟中，且可進行背景值掃描校正功能， 

掃描後的光譜會立即呈現在”目前掃描之光譜”區塊中，如執行連續掃描，最新的光譜會覆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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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光譜。(程式碼請見圖	 9) 

 

 

圖	 9	 光譜量測程式碼。	

 

第 2 個區塊:掃描參數區 

掃描積分的時間與次數這兩個功能是影響量測時間的主要參數，在此需特別說明如設定掃描

時間為 5 秒、掃描次數為 2 次，則總掃描時間變為 10 秒，其中濃度的設定功能是供建立檢量線

使用，在該欄位輸入已知濃度後可自行建立檢量線，最後”校正光譜位置”可輸入欲將光譜 X值

平移的數值，校正程序可依照圖 7 的方式進行校正。(程式碼請見圖	 10) 

 

圖	 10	 掃描參數設置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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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個區塊:儲存路徑與 X、Y 軸單位 

可將欲儲存光譜的檔案位置在此設定路徑，而 X、Y軸單位可設定為波數(cm-1)或波長(nm)。(程

式碼請見圖 11) 

 

圖 11 儲存路徑程式碼。 

 

第 4 個區塊:檢量線設定 (測試中) 

檢量線可由下列三種方式設定: 

1. 可呼叫區塊 2 所輸入的已知濃度值，即時建立檢量線， 

2. 或是可以載入已經建立好的檢量線， 

3. 可以手動輸入檢量線的斜率與截距。 

程式中，圖 12 為公式節點，在此輸入檢量線公式，先用一個通式代表，之後量測不同物質時，

再輸入相對應的方程式，如:y=ax+b，x 為光譜測量的強度，y 為該物質濃度，利用此檢量線的方

程式計算，以即時推估當前濃度並顯示在”即時濃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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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檢量線 Labview 程式節點。 

 

第 5 個區塊:Google 雲端上傳 

載入 Google API憑證之後，便可將數據上傳到 Google 雲端儲存。 

 (程式碼請見圖 13) 

 

圖 13 上傳雲端程式碼。 

 

 

 

第 6 個區塊:幫浦控制 

    幫浦控制可分為取樣與補液幫浦控制，因幫浦仍透過 Arduino 協助控制，因此連接埠為

Arduino 連接埠，而取樣與補液幫浦分別使用直流與步進馬達，而步進馬達也可控制正(CW)、反

轉(CCW)兩種操作模式。(程式碼請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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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Arduino uno 控制程式碼。 

 

第 7 個區塊:雷射即時功率 

    計畫實際執行的雷射即時功率電路將先前計畫書中的線路簡化(請見圖 15)，主要是使用可變

電阻以改善光強度過強造成的過載情形，而量測到功率後續會透過Arduino 顯示於軟體中，並依

據所量到的功率對光譜強度進行補正。 

 

 

 

圖 15 雷射功率即時量測電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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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個區塊:光譜儀連線狀態與光譜量測進度 

    光譜儀量線狀態為紅色表示為未連線，連線則呈現綠色，而光譜量測進度則會以藍色進度棒

隨著量測時間而增長，該功能的設置其目的是當軟體當機發生時，可記錄於數據中，可避免有問

題的數據誤用。 

    第 2 個介面為光譜疊圖功能(請見圖	 17)，目的是可讓使用者與前次光譜比較，在將來希望可

以增加多個光譜數據比較，並希望可以加入基本前處理功能。 

 

圖	 16	控制軟體之光譜主成分分析介面。	
圖	 17	 控制軟體之疊圖功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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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個介面為”主成分分析”功能，圖	 16 為介面圖示，其中上方可選擇演算法，目前僅預設 PCA

與 PLS，圖中顯示為 PLS 計算結果，並可將數據與圖檔分別儲存，而 4 個演算結果分別為 Score plot、

Loading plot、Explained Variance 與 Validation，該功能將於下列”B2 統計軟體編寫”詳加敘述各

個圖表意義與在本計畫中的用途。(程式碼請見圖	 18) 

 

圖	 18	 	 呼叫 python	(統計 PLS)程式碼。	

 

 

A4	 測試雲端數據計算、分析與儲存	

須能進行讀取控制軟體輸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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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軟體的計算結果主要是用來分辨光譜訊號中，辨別在 4000 個光譜訊號(X變數)中，何種

訊號是真正對解釋數據變異具有貢獻，因為量測到的每個樣品與樣品之間的光譜極為相似，卻難

以用肉眼分辨，因此比需借助多變數統計分析協助確認有效的特徵訊號，而在確認有效的特徵訊

號之前，軟體需要先對整體數據集進行分析，以下我們以硝酸濃度變化光譜為例，一一解釋統計

處理後所得到的資訊及對數據分析的幫助。 

    首先，統計軟體設定可以接受的數據格式為EXCEL格式，並需以圖 19所示之數據格式排列，X軸

為最上方橫列，而X值下方則為其對應的Y值，並且以光譜數量逐一向下排列，本計畫後述之相關統計

計算皆以此橫向數據格式。 

 

圖 19 統計軟體所需之數據格式。 

能對資料執行 PLS\PCA 分析。 

    圖 20(a)為 score plot，主要呈現數據在第一與第二主成分之間的關係，圖中 10 個點分別表

示 10 組光譜數據，而其 X與 Y軸分別為第一與第二主成分，Score plot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

知道各組數據之間的差異程度，最左與最右邊的點表示第一主成分的占比最大，而第二主成分的

占比較小，因此第一主成分能解釋大部分的變數變異程度，藉此我們可以知道這時個光譜都是相

異的，如果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差異越大則表示光譜之間的相異程度越大，雖然肉眼無法辨別其差

異，但透過 score plot，仍可確定量測到的光譜確實會隨得實驗所設定的變數而改變，此點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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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為可以協助確認實驗設計是否有錯誤，或是設定的變數是否具有解釋上的意義，而該圖

也會出現在 PCA 分析中，其實 PCA 是僅對光譜數據的 X 軸進行分析，而 PLS 則是對 X 及 Y 軸

同時進行 PCA 分析，因此其實 PCA 是較為基礎且其數據也會重複出現於 PLS 分析中，而對於

PCA分析的應用，在本計畫將以藥品盲測做為範例。 

     圖 20(b)為 Explained variance，其主要功能就是分析各個主成分所負責解釋整體的數據集

的變異程度，其 X 軸為各個主成分，第 0 個主成分不具意義，而最重要的是第一與第二主成分，

一般的數據分析而言，主成分的數量約為 7 個以下，通常第一與第二主成分對於變異度的占比約

會大於 90%以上，如果小於 90%，則表示後續的主成分仍對於數據的變異度解釋具有一定的影

響程度，所以會導致分析較為複雜，以圖 20(b)為例，第一主成分的占比超過 98%，第二主成分

僅不到 1%，因此第一與第二主成分可負責解釋整體數據集的變異程度超過 99%，這也表示第一

主成分主要表示數據結構，而後續的主成分則為數據中的雜訊，因此在後續的分析僅需要對第一

主成分進行分析即可得到最具代表性的結果。 

 

圖 20 以自主開發之統計軟體已 PLS 演算法計算硝酸濃度變化光譜。(a)Score plot:各光譜對於第一與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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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成分軸之”比例成分”關係圖，(b)Explained Variance: 所有主成分解釋整體光譜數據集之解

釋權重，(c)對於光譜訊號在第一主成分軸的貢獻程度，(d)Validation:測試組與驗證組的相依程度。 

 

     圖 20( (c)為 Loading plot，先前已經透過圖 20(b)知道第一主成分可以解釋數據結構，因

此 Loading plot 則是以光譜的 X變數(X 軸)在第一主成分(Y軸)的關係做圖，由該圖可以看出光譜

數據位於 100-1700 cm-1與 3000-3600 cm-1之間與第一主成分有高度相關，雖然 3000-3600 

cm-1之間為負值，但”負”僅是表示為第一主成分軸的負方向變異，因此藉由 Loading plot 可

以將變數範圍聚焦至實際由第一主成分所詮釋的數據範圍，因此可以讓後續的定量分析更為準

確。最後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d)則為預測組與實驗組的數據交叉驗證(Validation)，主要是將

一部分的數據抽出不納入計算，待運算結果出來後再將數據帶入，以此驗證運算的準確性，而準

確性則是由決定係數(R2)評估，如果 R2越趨近於 1 則表示準確度約高，由於該輸入的數據為已經

設計好的數據，因此理論上，其 PLS 的準確度應趨近 1(因數據仍為實際量測所得到，故仍有雜訊

等因素影響)，而由實際計算的結果顯示其 R2 為 0.9946，這表示該程式撰寫符合預期，並可作為

後續實驗數據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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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本產學合作計畫研發成果及績效達成情形自評表

成果項目
本產學合作計畫預估研究成果及績效指標

（作為本計畫後續管考之參據）
計畫達成情形

技術移轉 預計技轉授權 0 項 完成技轉授權 0 項

專利
國內 預估 0 件 提出申請 0 件，獲得 0 件

國外 預估 0 件 提出申請 0 件，獲得 0 件

人才培育

博士 1 人，畢業任職於業界 0 人 博士 1 人，畢業任職於業界 0 人

碩士 3 人，畢業任職於業界 0 人 碩士 3 人，畢業任職於業界 3 人

其他 0 人，畢業任職於業界 0 人 其他 0 人，畢業任職於業界 0 人

論文著作

國內

期刊論文 0 件 發表期刊論文 0 件

研討會論文 3 件 發表研討會論文 3 件

SCI論文 0 件 發表SCI論文 0 件

專書 0 件 完成專書 0 件

技術報告 1 件 完成技術報告 1 件

國外

期刊論文 1 件 發表期刊論文 1 件

學術論文 0 件 發表學術論文 0 件

研討會論文 0 件 發表研討會論文 0 件

SCI/SSCI論文 0 件 發表SCI/SSCI論文 0 件

專書 0 件 完成專書 0 件

技術報告 0 件 完成技術報告 0 件

其他協助產業發展
之具體績效

新公司或衍生公司 0 家 設立新公司或衍生公司(名稱)：

計畫產出成果簡述
：請以文字敘述計
畫非量化產出之技
術應用具體效益。
（限600字以內）

本計畫提出以拉曼光譜技術即時監控石墨烯量產製程，拉曼光譜儀作為智慧化製
造中的偵測器，也是評估石墨烯品質的利器。如同我們在結案報告中所描述，透
果次產學計畫執行，我們已經協助廠商利用低成本的光學元件包括532nm 雷射、
雷射濾波片、光電二極體以及顯微物鏡等，再透過軟體編程以及Arduino電路板將
量測光電訊號整合，已成功開發化可攜式即時監控高品質石墨烯的低成本拉曼光
譜儀。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
計畫相符程度、達
成預期目標情況作
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 ■否



用參考價值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
利益之重大發現　

□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