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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摩擦起電器是藉由簡單的物理性接觸，將機械能轉換為電能輸出。
然而，目前多數的摩擦起電器主要是使用金屬與ITO薄膜作為電極材
料，這些材料的可撓性較差使得摩擦起電器的應用受到侷限，故本
論文使用市售的導電布料當作電極，並使用平滑、粗糙、多孔與含
有氧化石墨烯等四種PDMS作為摩擦層，實現製作簡單、低成本、高
可撓性、高穩定性，且尺寸為70×50 mm2的單電極式布基摩擦起電元
件。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含有GO之PDMS (GO@PDMS)作為摩擦層的元件
，透過SF6電漿進行表面改質處理，具有最佳的開路電壓與短路電流
輸出，分別為140.37 V與2.57 μA。此外，也發現加厚摩擦層會使
接觸時之表面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約到1.6 mm時能增加的接
觸面積已趨近飽和，而在持續增加厚度的情況下，輸出性能反而會
呈現降低的趨勢。此外，也針對元件的作動頻率與施力大小對輸出
性能進行探討，發現作動頻率越高對於輸出電流有較明顯的提升
，而作動元件之外力逐漸增加也能使輸出提升，但當施力達6 N以上
輸出會趨近穩定。最後，本研究也評估負載電阻對輸出電壓與輸出
電流的影響，並進一步得知當負載電阻為50 MΩ時，可得到的最大
功率為130.5 μW。此外，經由耐久性與耐洗性的測試，證實本論文
發展的元件之性能極為穩定，並藉由元件之柔軟與舒適的特點，將
其整合至衣服、鞋子與褲子，以獲取運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能量，藉
由不同的動作獲取機械能，而得到相對應的輸出電壓與波形，並藉
由波型的特徵來判斷動作形態，故可達到動作感測的應用。最後
，用手拍打元件可將180顆串聯的綠光LED燈泡點亮，也使用橋式整
流電路並聯電容器，再將其充電，透過按鍵開關將能量用來驅動
LED燈，證明本研究之元件確實可以當作微型發電機來使用。另外
，為了達成無線傳輸與感測的應用，也透過藍芽無線模組與兩個反
向放大器，將布基摩擦起電元件所感測到的電壓訊號經過訊號處理
後，可無線傳至電腦或手機APP 中並顯示即時的波形，證明其未來
可應用於具無線傳輸功能的感測領域。

中文關鍵詞： 布料、氧化石墨烯、單極式摩擦起電器、無線傳輸

英 文 摘 要 ： Triboelectric generators (TEGs) use simple physical contact
to convert mechanical energy into electrical output.
However, most of the TEGs mainly use metal and ITO films as
electrode materials. These materials without high
flexibility will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Gs.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commercially available
conductive fabrics as electrodes, and uses four PDMS
surfaces with smooth, rough, porous and graphene oxide (GO)
as the friction layers, to achieve simple production, low
cost, high flexibility, high stability single-electrode-
mode fabric-based triboelectric devices with the size of 70
× 50 mm2.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bric-based
triboelectric device using PDMS with GO (GO@PDMS) as the
friction layer has the best open circuit voltage and short
circuit current output after SF6 plasma surface
modification treatment, which are 140.37 V and 2.57 μA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it was also found that when the



thickness of the friction layer increases, the surface area
during contact will increase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when
it is about 1.6 mm, the contact area that can be increased
and close to saturation, so it will only increase the
thickness and reduce the output performance as the
thickness is over 1.6 mm. We also discussed in terms of
devices actuation frequency and applied force. It is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actuation frequency, the output current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and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applied force can increase the output performance, but when
the force reaches 6 N or more, the output will tend to be
stable.Evaluated the effect of load resistance on the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and further learned that when
the load resistance is 50 MΩ, the maximum power is 130.5
μW. Durability and washing resistance test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vice is extremely stable. We
integrated the device intoclothes, shoes and trousers to
obtain the energy generated during exercise, and the
different wave patterns collected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action form, so it can be used for motion sensing. On
palm tapping the device, 180 green LEDs connected in series
can be lit up, and also use a bridge rectifier circuit in
parallel with capacitors, and then charge them. The energy
can drive the LEDs through the switch key.The Bluetooth
wireless module and two reverse amplifiers are also used to
process the voltage signals sensed by the device, which can
be wirelessly transmitted to a computer or mobile APP,
proving that it can be applied to the sensing field with
wireless transmission function in the future.

英文關鍵詞： fabric, graphene oxide, single-electrode-mode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s, wireless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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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在物聯網(IoT)的熱潮下穿戴式

感測元件日益受到重視，但其電源供應的限

制與無線通訊模組的需求，往往使得元件無

法更輕薄短小與普及化應用，故發展結合自

供電與無線傳輸功能的可撓性感測器，將是

解決此瓶頸問題的關鍵。摩擦起電式摩擦起

電器可以藉由簡單的摩擦、按壓或彎折運

動，使產生的機械能轉換為電能，配合訊號

處理與無線傳輸，讓使用者能遠端即時掌握

穿戴者之運動生理訊號。本計畫將以液態金

屬與創新性的塑性金屬 (液態金屬+陶瓷釉

粉)作為高柔韌性電極，配合可撓性基板(聚

二甲基矽氧烷(PDMS) 與聚對苯二甲酸乙二

酯(PET))作為摩擦起電層，透過整流與類比

數位轉換搭載無線傳輸模組，將壓力/震動訊

號傳遞至遠端接收設備，實現面積為50×50 

mm2、可180度彎折、最小壓力10 mPa之自

供電高撓性穿戴式摩擦起電器。計畫執行要

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 調配塑性金屬與特性測試：利用GaIn液

態金屬與釉粉的混合，形成黏土狀的塑

性金屬。選定最佳的GaIn/釉粉調配比

例，塗佈線形圖案於PDMS基板上，並測

量各種彎折角度(-180度~+180度)、應變

率(0~100 %)下的電阻值變化，評估其延

展性與導電率的相關性。 

2. 摩擦層結構化/表面改質與摩擦起電器製

作：在PDMS摩擦層表面以微/奈米製程

技術製作正金字塔之陣列結構增加摩擦

效能，並且配合大氣電漿進行表面改

質，或是加上改質之SiO2, Al2O3或AlN奈

米顆粒，進一步提升接觸表面的摩擦特

性。接著於兩摩擦層之背面，以模板印

刷技術塗佈塑性金屬膜，再覆蓋PDMS

薄膜防止氧化，最後將彈性間隔物固定

於兩摩擦層間，即可完成50×50 mm2之摩

擦起電式摩擦起電器製作。 

3. 自供電性能測試與充電電路設計：製作

完成之摩擦起電器可兼具摩擦起電的自

供電功能，藉由簡單的運動，將環境中

的機械能轉換為電能。目標為利用最佳

之電路參數組合，達到輸出電壓≧100 

V、平均功率≧5 mW的性能表現。 

4. 無線傳輸模組電路設計：以類比電路及

類比數位轉換器，配合Arduino與無線傳

輸模組，將感測之壓力/震動訊號傳遞並

顯示於行動裝置或雲端設備之應用程

式。 

5. 穿戴式摩擦起電器的效能評估：將進行

實務應用的可行性評估。例如，放置於

鞋底、縫合於衣服、貼合於機械振動組

件上，進行人體或機器人動態感測。甚

至將其貼附於心臟部位，監控病患的生

命訊號，以爭取搶救的黃金時間。 

關鍵字： 自供電、無線傳輸、可撓性
感測器、塑性金屬、摩擦起電、摩擦起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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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隨著時代演變工業4.0的到來，近幾年電

子產品的發展趨勢，可明顯看出穿戴式裝置

不斷地堆陳出新，並朝向多功、微小、輕薄

等，便於攜帶的特性進行研發，其中通訊裝

置就是最好的例子。從 1983 年全世界公認

的第一款手持式行動電話－Motorola Dyna

T-AC 8000X 問世，至現代幾乎人手一支的

智慧型手機，無論外觀造型、重量、性能都

在短短幾年之內迅速發展。此外，在整體社

會結構改變以及產業轉型的狀況下，為了滿

足各種需求，電子產品的發展就更為蓬勃，

無論是醫療、消費、通訊等方面，都跟我們

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發展了許多可穿戴式

的電子產品，例如智慧眼鏡、智慧健身耳

機、智慧手錶與手環等，結合物聯網(Intern

et of things,IoT)以及大數據(Bigdata)等相關

技術，未來這些裝置的需求量必然會越來越

多。然而，目前發展的穿戴式電子裝置大多

還是以一般充電電池進行供電，當需求量日

增加且被廣泛的使用後，在追踪及回收電池

時將會更加困難，必定會造成環境汙染與健

康危害。因此，改善穿戴式電子裝置的使用

壽命、儲能性能與供電問題，將會是影響其

日後發展的關鍵。 

無需高功率消耗的穿戴式電子裝置若

能藉由簡單的能量轉換以提供電力，使操作

的電源獨立且連續不間斷，可以避免上述所

提及的缺點。在 2006 年，Wang 等人開發

了第一部壓電奈米發電機(Piezoelectric nan

ogenerator,PNG)，利用氧化鋅奈米線(ZnO n

anowires)成功地將人體運動、肌肉伸展、血

管收縮等機械能，轉化為電能，大大減小感

測器的尺寸，其原理就是利用壓電特性及半

導體特性的耦合，達到自供電的功能【1】。

比起傳統的電磁(Electromagnetic)、熱電(Pyr

oelectric)或其它能量轉換的方式，相較之下

摩擦起電器最大的優勢在於不僅擁有自供

電的特性，使電子裝置無需更換電池，在智

慧型可穿戴電子裝置被大量研發之時，續航

力一直被視為評估重點。因此，開發出微型

化摩擦起電器，也能用於強化電子裝置之續

航時間，甚至完全取代外部之充電設備。綜

觀上述，摩擦起電器已成為近年來備受關注

之研究議題。 

 

Fig. 1 Four fundamental modes of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s【2】. 

2. 實驗方法 

2.1 摩擦起電器原理與流程 

本研究之元件為單電極式的摩擦起電

元件，以 PDMS 和人的手部皮膚作為兩摩擦

層，而導電電極則為導電布料。在手部皮膚

與 PDMS 完全接觸時，兩材料之間產生極性

相反的摩擦電荷並保持電荷平衡，此時電子

流為零。一旦手部開始遠離 PDMS時，PDMS

表面之負電荷無法保持平衡就會對導電布

料產生感應正電荷以恢復電荷平衡，同時外

部線路中就會有自由電子從導電布料流到

接地端，從而產生電子流之輸出。當手部完

全與 PDMS 分離後，導電布料與 PDMS 之

間的電荷重新達到電荷平衡，此時電子流輸

出又變為零。當兩種摩擦材料再次接近並接

觸時，導電布料上的感應正電荷將減少，同

時這電子從接地端經外部線路流至導電布

料中，從而產生反方向的電子流輸出，如 Fig.  

2 所示。 

本研究元件製作流程第一步，先將導電

布料與作為絕緣的尼龍布進行縫合。第二

步，將調配好的 PDMS 漿料倒入模具中第三

步，將導電布料那一面覆蓋在漿料上，並置

於加熱器上以 80 度固化 20 分鐘第四步，將

元件從模具中取下，並以 SF6 電漿對 PDMS

表面進行改質，如 Fig.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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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在 PDMS與皮膚之間在連續接觸與分

離的循環，使電子透過外部線路在接地端與

導電布料之間流動，以產生連續的電輸出。 

 
Fig. 3 摩擦起電器製作流程 

 

2.2 摩擦層製作與提升表面粗糙度 

本 研 究 選 用 聚 二 甲 基 矽 氧 烷

(Polydimethylsiloxane,PDMS)摩擦電性偏負

性的材料，製作改良的PDMS摩擦層，分別

是具有粗糙表面、海綿狀多孔以及混合GO

的PDMS。具粗糙表面之PDMS摩擦層的製

作方法是將進行真空脫泡後的PDMS漿料倒

入以500號砂紙作為母模之模具中，使其固

化，即可得到具有粗糙表面之PDMS摩擦

層。再來是海綿狀多孔PDMS的製作方法，

將PDMS的A、B劑以10:1混合後，再將它們

與純水以5:1的體積比混合，直接利用磁石攪

拌混拌，得到含水PDMS料，放置於加熱器

使其固化，即可得到具有類似海綿結構之多

孔PDMS摩擦層。最後一種則是將以A、B劑

混合後的PDMS 漿料與氧化石墨烯(GO)之

懸浮液混合製成的GO@PDMS摩擦層，其作

法是將 GO粉末與純水調配成的懸浮液，再

將懸浮液與PDMS漿料以1:5的體積比，直接

使用磁石攪拌混拌，最後倒入母模為玻璃的

模具中，並放置於加熱器上使其固化，即可

得到 GO@PDMS摩擦層。上述三種方法皆

是以增加接觸表面來提升摩擦層的摩擦特

性，進而提升布基摩擦起電元件的輸出性

能。完成PDMS摩擦層的製作後，會以掃描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對其表面進行拍攝觀察，並

使用拉曼光譜儀(Raman spectrometer)檢測

GO 是否有確實混入PDMS之中，如Fig. 4所

示。 

 
Fig. 4  (a)為無氣泡光滑的PDMS(b)為用500

號砂紙所翻模的粗糙PDMS(c)為以純水和

PDMS漿料以1:5的重量比所製成的多孔
PDMS 

(d)為以GO懸浮液和PDMS漿料以1:5的重量

比所製作混有氧化石墨烯之多孔PDMS. 

 

2.3 布基摩擦起電元件的製程與性能測試 

本研究以自行架設的氣壓式往復平台

來進行元件性能測試利用調整節流閥的流

量與滾輪閥的距離，來調變作動於元件的頻

率與力道並接上示波器與數位電表來記錄

元件之輸出，如Fig. 5所示。 

 
Fig. 5 壓力感測器之量測設備 

 



科技部工程司 109 年度機械固力、熱流、能源學門聯合成果發表會報告輯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0 日- 11 月 21 日 

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首先探討四種PDMS摩擦層的

SEM圖第一個是光滑的PDMS，可以發現無

論是放大20倍或是200倍其表面皆是光滑且

無雜質的，如Fig. 7所示。 

 
Fig. 7 光滑的PDMS 

第二個是以 500號砂紙翻模的粗糙

PDMS，在放大20倍的影像中可以看到其表

面充滿了大大小小不規則的凹痕進一步放

大至200倍，發現凹痕的深度有些許差異，

確實比起平滑的PDMS來的粗糙，如Fig. 8所

示。 

 
Fig. 8 Dimples with a size of about 0.15 mm 

 

第三個是純水與PDMS漿料以1:5的重

量比所混合的多孔PDMS，在放大20倍的影

像中可發現PDMS的結構產生如海綿狀的樣

貌，不只在表面，甚至在PDMS內部充滿了

大大小小的孔洞。進一步放大至200倍，可

以發現有些孔洞甚至可以達到直徑0.5毫

米，如Fig. 9所示。

 
Fig. 9 純水和PDMS漿料以1:5的重量比所製

成的多孔PDMS的SEM圖 

 

  第四個是GO懸浮液與PDMS漿料以1:5的

重量比所混合成含有氧化石墨烯之PDMS， 

在放大20倍的影像中可發現其表面一樣有

許多孔洞散佈在整個結構中，比起用純水混

合之多孔PDMS，其孔洞尺寸較小且分佈稀

疏，進一步放大至200倍，可以發現有許多

GO薄片散布在孔洞結構的周圍，如Fig. 10

所示。為了證明GO有成功添加到PDMS結構

中使用拉曼光譜儀進行檢測，發現比起平滑

之PDMS的光譜，含有GO的PDMS摩擦層，

其光譜多了G peak 和D peak的兩個峰且呈

現連峰，確實是符合GO的特徵峰，證明GO

的確存在PDMS之中，如Fig. 11所示。

 
Fig. 10 GO懸浮液和PDMS漿料以1:5的重量

比所製作混有氧化石墨烯之多孔PDMS的

SEM圖 

 
Fig. 11 Raman spectra of the GO@PDMS 

friction layer. 

 

接著是不同PDMS所組成之元件性能測

試透過本研究之往復平台，在固定4N與4赫

茲的操作下進行測試，可以發現添加GO的

PDMS其性能最好，除了其結構是海綿狀，

也可歸因於GO本身具有豐富的含氧官能

基，與PDMS 混合後，更修飾了多孔結構的

表面，進而增加摩擦層表面的負電性，如Fig. 

12所示。 



科技部工程司 109 年度機械固力、熱流、能源學門聯合成果發表會報告輯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0 日- 11 月 21 日 

 
Fig. 12 Comparison of the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device using different friction layers. 

 

再來是比較電漿處理後元件所產生的

最大輸出可以發現經過電漿處理後電壓從

79.47V提升至140.37 V而電流從2.43μA提升

至2.57μA，分別提升了約76%與5%，如Fig. 

13所示。原因是經過SF6電漿處理後的PDMS

表面接上了氟離子進而提升了PDMS的電負

性。 

 
Fig. 13 Electrical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before and 

after plasma treatment. 

接著是探討頻率對性能的影響利用往

復平台固定以4N的外力撞擊元件，觀察1~6 

Hz時對輸出之影響，發現比起電流的輸出，

頻率對電壓輸出並沒有明顯影響。而電流因

作動頻率增加而使電荷累積的速度越來越

快，以致輸出從1.75μA提升至接近3μA，如

Fig. 14所示。  

 
Fig. 14 Amplitudes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the device as a function of 

operation frequency in the range of 1-6 Hz. 

針對輸出性能本研究也探討負載電阻對輸

出的影響。可以發現隨著負載電阻的增加，

電壓也隨之提高，而電流則與負載電阻的關

係則呈現相反的趨勢，並可進一步由功率的

公式，得知當負載電阻為50 MΩ 時，得到的

最大功率為130.5μW，如Fig. 15所示。

 
Fig. 15 Dependence of the (a) output voltage, 

current, and (b) instantaneous power on load 

resistance. 
再來是元件的穩定性測試本實驗將元

件置往復平台以4N和4Hz的連續工作週期中

共經歷3600秒，14400次的循環，所得到的

輸出電壓波形。可以發現在作動時間到達約

2700秒時，性能有稍微下降的趨勢，但是整

體性能仍保有約97.6%的穩定性，如Fig. 16

所示。 

 
Fig. 16 The device was put in a continuous 

working cycle of 4 N and 4 Hz for 3600 

seconds, and it was found that after about 2700 

seconds, the performance dropped to about 

137 V, but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still 

maintained a stability of about 97.6%. 

接下來是元件的實務應用。本研究將元

件安裝於褲管內，藉由抬腿時讓元件與大腿

皮膚接觸來產生訊號，可以發現當抬腿時就

會產生一個上半波的電壓訊號，而當腿放下

時則會產生下半波訊號。而將元件黏貼在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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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鞋墊上時，也有類似的效果，由這兩張圖

可以發現將元件黏貼於不同部位時，將會產

生不同的波型因此除了當作計步器來應

用，我們也可以藉由不同的波型，來判斷使

用者的動作，以達到動作感測的功能，如Fig. 

18所示。 

 
Fig. 18 Output voltage generated by (a) 

running and (b) the flip flop. 

另外，把本研究之元件當作微型發電機

來使用時，若將元件直接與LED燈泡直接以

串聯的方式相連，透過手部拍打元件，則可

以瞬間點亮180顆綠光LED燈泡，如Fig. 19

所示。 

 
Fig. 19 (a)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device used 

as a generator for LED lighting.(b) 

Successfully light up 180 green LEDs in series 

by one hand. 

最後，為了實現無線傳輸的功能本研究

也成功使用藍芽模組，與兩個反向放大器， 

將元件產生的電壓訊號，降壓之後經由

Arduino處理透過藍芽傳至電腦，並顯示訊號

於螢幕上，如Fig. 20所示。 

 
Fig. 20 Demonstrat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ignal generated by TEG to the computer 

through the Bluetooth module. 

4. 結論 

1. 本研究之布基摩擦電元件使用經SF6電

漿處理後含有GO的PDMS作為摩擦層

時，具有最佳的輸出性能。 

2. 最大的電壓與電流輸出可以達到140.37 

V與2.57 μA，並在負載為50MΩ時能有

130.5 μW 的功率輸出。 

3. 經過14400次的彎折測試，本研究之元

件仍保有穩定的性能表現。 

4. 本研究也成功將元件黏貼在褲子與鞋

子上當作動作感測器，而做為為性發電

機更成功點亮了180顆LED燈 

5. 最後也透過藍芽模組與兩個反向放大

器，成功將感測到的訊號傳送至電腦並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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