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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針對四行程機車，添加兩種不同性質之奈米材料(二氧化矽與
多壁奈米碳管)於原廠機油中，研究機車在運行時的燃料消耗率
(km/L)、溫度特性變化及廢氣污染排放做為實驗成果的效益評估。
本研究總共試驗了2.1、2.15、2.2、2.6、2.65與2.7 wt.%的複合奈
米機油，最後選定綜效表現較佳的2.65 wt.%複合奈米機油。在磨潤
實驗與熱傳導實驗中，複合奈米機油相較於原廠機油，平均降低
37.8 %的磨耗量與提升12.3 %的熱傳導係數。在實車實驗中，經市
區及定速的行車型態測試下，平均燃油消耗量(km/L)提升了7.5 %。
在油門開度50 %的測試下，平路與爬坡(4度坡)車速增加了9.5及8.7
%。在行車測試的溫度量測中，缸壁與機油溫度分別降低6.3 %、6.9
%，排氣溫度上升26.6 %。在廢氣排放量測中，HC與CO總量減少了
22.5 %、26.1 %，CO2排放提升了3.9 %，PM值排放在粒徑2 μm以下
總量增加了47.3 %。實驗證實複合奈米機油可以提供引擎較佳潤滑
與散熱之效果，並從排氣溫度、CO2與PM值的提升可以證實引擎燃燒
變得更完全，並降低HC與CO之排放。

中文關鍵詞： 複合奈米潤滑油、多壁奈米碳管、奈米二氧化矽、磨潤、燃油消耗
量、粒狀污染物 、排放

英 文 摘 要 ： :In this study, two different types of nanoparticles (SiO2
and MWCNT) were added to the base engine oil (20W40), which
using on four-stroke motorcycle. A total of 2.1, 2.15, 2.2,
2.6, 2.65 and 2.7 wt.% of hybrid nano lubricant were tested
in this study. Finally, 2.65 wt.% with better comprehensive
effect was selected. In the tribology experimental and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experiment has an average reduction of
37.8 % and 12.3% compared with the base oil. In the vehicle
experiment, the average fuel consumption (km/L) increased
by 7.5 %, and the speed of the flat road and the climbing
(four-degree slope) increased by 9.5 and 8.7%. The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driving test, the
cylinder wall and the oil temperature was reduced by 6.3%
and 6.9%, the exhaust temperature was increased by 26.6 %.
In the exhaust emissions, the total amount of HC and CO
decreased by 22.5 % and 26.1 %, the CO2 emission increased
by 3.9 %, and the PM value increased by 47.3 % under the
particle size of 2 μm. Experiment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hybrid nano lubricant can provide better lubrication to
make the engine burn more completely and better heat
dissipation.

英文關鍵詞： hybrid nano-lubricant, MWCNTs, nano-silica, tribology, fuel
consumption, particulate matter(PM)、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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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文摘要: 本研究針對四行程機車，添加兩種不同性質之奈米材料(二氧化矽與多壁奈米碳管)於原廠機油

中，研究機車在運行時的燃料消耗率(km/L)、溫度特性變化及廢氣污染排放做為實驗成果的效益評

估。共試驗了 2.1、2.15、2.2、2.6、2.65 與 2.7 wt.%的複合奈米機油，最後選定綜效表現較佳的 2.65 

wt.%複合奈米機油。在磨潤實驗與熱傳導實驗中，複合奈米機油相較於原廠機油，平均降低 37.8 %

的磨耗量與提升 12.3 %的熱傳導係數。在實車實驗中，經市區及定速的行車型態測試下，平均燃

油消耗量(km/L)提升了 7.5 %。在油門開度 50 %的測試下，平路與爬坡(4 度坡)車速增加了 9.5 及

8.7 %。在行車測試的溫度量測中，缸壁與機油溫度分別降低 6.3 %、6.9 %，排氣溫度上升 26.6 %。

在廢氣排放量測中，HC 與 CO 總量減少了 22.5 %、26.1 %，CO2 排放提升了 3.9 %，PM 值排放在

粒徑 2 μm 以下總量增加了 47.3 %。實驗證實複合奈米機油可以提供引擎較佳潤滑與散熱之效果，

並從排氣溫度、CO2 與 PM 值的提升可以證實引擎燃燒變得更完全，並降低 HC 與 CO 之排放。 

中文關鍵字: 複合奈米潤滑油、多壁奈米碳管、奈米二氧化矽、磨潤、燃油消耗量、粒狀污染物 、排放 

 

英文摘要:  In this study, two different types of nanoparticles (SiO2 and MWCNT) were added to the base engine 

oil (20W40), which using on four-stroke motorcycle. A total of 2.1, 2.15, 2.2, 2.6, 2.65 and 2.7 wt.% of 

hybrid nano lubricant were tested in this study. Finally, 2.65 wt.% with better comprehensive effect was 

selected. In the tribology experimental and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experiment has an average reduction 

of 37.8 % and 12.3% compared with the base oil. In the vehicle experiment, the average fuel consumption 

(km/L) increased by 7.5 %, and the speed of the flat road and the climbing (four-degree slope) increased by 

9.5 and 8.7%. The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driving test, the cylinder wall and the oil 

temperature was reduced by 6.3% and 6.9%, the exhaust temperature was increased by 26.6 %. In the 

exhaust emissions, the total amount of HC and CO decreased by 22.5 % and 26.1 %, the CO2 emission 

increased by 3.9 %, and the PM value increased by 47.3 % under the particle size of 2 μm. Experiment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hybrid nano lubricant can provide better lubrication to make the engine burn more 

completely and better heat dissipation. 

Keywords: hybrid nano-lubricant, MWCNTs, nano-silica, tribology, fuel consumption, particulate matter(PM)、

emission 

 

1. 前言 
現今人類的生活水準不斷提升，科技也不斷地在進步，但人類科技對於地球環境的威脅，讓追求 高效

率的能源利用與節約能源的運輸方式，已成為目前相當重要的課題。其中台灣在交通工具的使用 中，機車

的使用率為最高。根據交通部的統計，在 105 年機車總計有 13,668,227 輛，相當於每 10 人 就有 6 人

擁有機車，相較於 80 年的 7,409,175 輛提升 45 %，是全世界機車密度最高的國家[1]。機車 個別污染看

似不大，但在機車停等區、待轉區等交通管制聚集區域，因機車局部集中，對人體有害氣 體的濃度就會在

小區域大增的情形，很讓人擔心。因此政府主管單位應先把機車當作優先節能減排的 對象。 近年來由於環

保意識的提升，交通運輸在機車方面，目前分兩大方向來推動「節能減碳」。一是 致力推動電動機車的發

展，目前以電動機車及部分觀光地區的電動機車出租為主，但是，由於非都市 地區充電交換站尚未普及，

加上電池續航力較不足，限制電動機車的發展空間。在 105 年台灣電動機 車總數為 22,407 輛，仍占總機

車量的極少數約 0.15 %[2]；二是從降低機車引擎廢氣污染排放量及提 升效率著手，而本項節能減碳推動

目標，是因應目前電動機車的發展技術還不成熟且尚未普及，因此 必須更有效率的去使用能源以達減碳目



標，而本推動方向也相對的較有立即性、廣泛性與有效性。 環保健康方面，汽機車排放廢氣中含污染物成

份主要有 HC、CO、NOx 及粒狀污染物(PM, particulate matter)。近年來媒體大篇幅報導細懸浮微粒(PM2.5)

的問題，民眾才驚覺一直都生活在這種 危害恐怖的環境下。目前台灣媒體最常見的報導議題如:「霧霾西部 

10 縣市 PM2.5 濃度偏高: 今西部地區空氣品質普遍不佳，苗栗以南 10 縣市空氣品質指標(AQI)有 9 測站亮

起「不良 紅」，23 測站達「警戒橘」，提醒民眾注意呼吸道健康維護」。指標污染物為細懸浮微粒(PM2.5)， 

從環保署測站即時影像，還可以看到霧霾的狀況。環保署提醒，當 AQI 亮起警戒橘時，對 敏感族群，老人、

孩童、心血管疾病患者、氣喘患者，就已經構成健康威脅 。如果 AQI 達到不良紅，所有民眾都須警戒。有

害人類健康的粒徑主要為小於 10 μm 之 PM，如礦物顆粒物、 硫酸鹽、硝酸鹽及有機氣膠粒子。參考 PM 進

入人體示意圖如圖 1 所示，分別定義為可吸入性之微粒(18~3.2 μm)、可進入肺部支氣管之微粒(3.2~0.32 μm)

及可影響肺部之肺泡區微粒(0.32~0.056 μm)[3]。 PM 粒徑若過於細微無法被鼻纖毛及咽喉黏液過濾，能直

接進入並粘附在人體上下呼吸道、肺葉、肺 泡中，乃至進入血管隨血液循環至全身，引起鼻炎、支氣管炎

等呼吸系統病症，並提高心血管系統發 生的機率，長期處於這種環境甚至會誘發肺癌。因此 PM2.5 排放數量

濃度對人體影響是目前所面臨的 一個嚴重的環境問題。而 PM2.5 主要來源係陸上交通工具之排放為大宗

[4]，如圖 2 所示。行政院環保 署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冊指出，原生性(primary)PM2.5 與 NOx排放，其中機

動車輛分別占 23 %、50 %[5]。 引擎方面，目前車廠設計的引擎運作效率皆具一定水準，但主要散失的能

量仍以「熱能」為主， 汽油引擎的能量轉換效率僅為 20 %，柴油引擎的能量轉換效率則為 40%。引擎在運

作時，活塞被曲 軸帶動，其活塞環與氣缸壁間就會產生摩擦，造成能量的散失，其中就活塞環組件的摩擦

損失佔總摩 擦損失的約 40~50 ％。因此「潤滑」就是其中一個影響的關鍵點，若能改善其「磨潤」行為以

減少 摩擦損失，則對引擎機件磨耗、使用壽命、油耗與排放 PM 等皆具正面效益[6]。 奈米材料發展應用

方面，科技日新月異，許多不同種類的奈米材料已經被廣泛的創新運用在許多 領域，如奈米氧化鋁、奈米

氧化銅、奈米二氧化鈦及奈米二氧化矽等在作為磨潤添加劑(nano-lubricants) 時，會在物體表面形成一層

保護膜，有效的減少磨耗損失，使滑動摩擦變為滾動摩擦，有效提高抗磨 耗性[7-9]。本研究將進行將不同

特性(如熱物理性)奈米粉體同時調配混合加入潤滑油之研究，預期該 複合奈米潤滑油(hybrid 

nano-lubricants)將會同時兼具上述各奈米粉體的優點，磨潤與熱物理性能改 善將比使用單一奈米粉體更

顯著。 

      

圖 2  國內 PM2.5 排放濃度比例 

 

 圖 1 PM 粒狀污染物粒徑與呼吸系統關係 

2. 研究動機及相關文獻 
2.1 研究動機 

現今使用石化能源的需求非常高，雖然各國致力於開發新能源與新興技術來替代石化能源，但短 期內

石化能源還是人類不可或缺的主要能源之一。隨著國際原油價格上漲與石油蘊藏量有限等情形， 當前最重

要就是將有限的石化能源最有效率的應用。而石化燃料與人類生活上最直接相關的莫過於內 燃機引擎的燃

料使用。據統計內燃機引擎約有一成左右的能耗在機件的摩擦上。就台灣而言，機車使 用密度為世界之冠。



故本研究將針對四行程機車的機油添加複合奈米粉體為應用對象，藉由開發一同 時兼具熱傳導性與磨潤性

質優異之獨特複合奈米潤滑油(hybrid nano-lubricants)。實車測試機車使用複 合奈米潤滑油時，在各種的操

作條件下，探討油耗量、引擎性能、廢氣排放 PM 粒徑與數量排放之改 善程度。 另一方面，奈米粉體添

加於潤滑油中，可產生保護膜有效減少摩擦[10-11]，且在長時間或高負荷 狀態下，奈米機油(nano-lubricant)

則可以在油膜破裂時，利用其微小奈米顆粒當作兩接觸面的潤滑劑， 延長機件使用壽命；相較於一般未添

加奈米粉體的機油，油膜破裂則可能會造成機件直接摩擦接觸。而在燃料中也有許多不同的應用如直接添加

等[13]，因奈米粉體顆粒尺寸相對較小，所以在相 同體積中可裝入更多的奈米顆粒，擁有更大的接觸表面

積，在受力上則能更加平均，也可將摩擦表面 形成一層潤滑薄膜，提升抗磨耗效果[14]。 依據主持人已執

行結案研究計畫(105-2221-E-003-019)，使用二階合成法將奈米 Al2O3 粒子與引擎 潤滑油混合製備成奈米潤

滑油，濃度分別為 0、0.5、1.5 和 2.5 wt.%。在磨潤試驗中，發現 1.5 wt.% 奈米潤滑油磨耗量最小，並將

其進行機車實車性能評估與驗證，對於 ECE40 行車型態和定速測試（50 km/h），燃油消耗量平均下降 2.75

％，而定油門(20 ％、40 ％、60 ％及 90 ％)總燃油消耗量平均則 下降 3.57 ％。實驗結果證明，Al2O3 奈

米潤滑油顯著降低燃油消耗[15]。 依據主持人目前執行中研究計畫(106-2221-E-003-025)，已初步完成利用 

SiO2 奈米粉體添加至原 廠潤滑油，SiO2 奈米潤滑油的性質獲得明顯改善。於內燃機引擎運轉時，可以獲

得較低的磨耗，進而 降低機車運轉時的耗油量。初步研究成果如下:發現添加 3.5 wt.% SiO2 奈米潤滑油，

在 ECE-40 行車型 態的燃料消耗率測試，平均減少 15.22 %的燃油效耗率，定油門開度測試平均車速增加 

10.30 %，爬 坡度測試平均車速增加 15.78 %，廢氣排放測試中，PM 值 0.3 μm 粒徑數量平均增加 142.48 

%、CO 平均減少 22.4 %、HC 平均減少 8.36 %。 於上述基礎下，本研究擬引進 MWCNTs 奈米粉體極佳

之導熱度(thermal conductivity)，與 SiO2 奈米粉體極佳之分散性與抗磨耗性，將該兩奈米粉體同時添加至原

廠潤滑油以備製具獨特性之 MWCNTs/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hybrid nano-lubricants)。依據複合奈米潤滑油之

協同作用效應 (synergistic effect)，預期可產生高導熱度與磨潤性加成兼具之複合奈米潤滑油。若能運用此特

性去開 發複合奈米潤滑油，不僅能奠定複合奈米潤滑油的理論及材料特性基礎，也使能應用於其他車輛產

業 與機械工業之潤滑領域中，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 本研究預期先將 MWCNTs/SiO2 複合奈米潤滑

油，經由基礎性質量測(懸浮分散性、黏度、比熱及 導熱度)及磨潤試驗評估後，共試驗 0 wt.%、2.1 wt.%、

2.15 wt.%、2.2 wt.%、2.6 wt.%、2.65 wt.%、 2.7 wt.% 等濃度，最後選定綜效表現較佳濃度的 MWCNTs/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進行實車(四行程 機車)各行車型態燃油消耗量、動力性能、引擎散熱冷卻、廢氣與 PM 粒

徑與數量排放等特性試驗做 為實驗成果的效益評估。本研究可建立相關複合奈米潤滑油研究之基礎，如未

來可進行更多不同種類 的複合奈米機油之測試，探討其對於車輛燃料消耗與排放污染物 PM 的影響效益。 

2.2 相關文獻 

相關文獻理論如表 1 與表 2 所示，綜上所述，複合奈米潤滑油的相關研究極少有關實務應用之探討，

大多侷限於基礎熱物理性質之實驗與曲線擬合(curve fitting)模式之預測分析。因此本計畫研究擬針對四

行程機車使用 MWCNTS∕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之磨潤、引擎性能及 PM2.5 排放等特性，進行前瞻性研

究探討。 

表 1  複合奈米潤滑油有關研究彙整 

1.Mohammad Hemmat Esfe et al.[16] 

(1) 分別探討濃度(0 vol.%、0.0625 vol.%、0.125 vol.%、0.25 vol.%、0.5 vol.%、0.75 vol.%、1 vol.%、      

1.5 vol.%及、2 vol.%) 

與溫度(25~50 ℃ )時，MWCNTs/SiO2(20- 80) -SAE40 複合奈米潤滑油之絕對黏度 (dynamic 

viscosity)特性。 

(2) 許多學者已研究證實奈米流體與複合奈米流體具有優異的導熱度可改善熱傳遞率，但複合奈米潤

滑油則少被探討。 

(3) 以二階合成法之機械攪拌(磁石攪拌+超音波震盪)備製 MWCNTs/SiO2(20- 80) -SAE40 複合奈米

潤滑油，其中 

MWCNTs 20 vol.%、SiO2 80 vol.%。 



2.Sheida Shahnazar et al.[17] 

(1) 奈米潤滑油之應用，於抗氧化性、磨潤特性及熱物理性質等具顯著優越性。 

(2) MWCNTs 由於其具化學惰性，故不易分散於潤滑油中，大多以二階合成法(two-step method)之機

械攪拌(磁石攪拌+超音波震盪)即能達到良好之懸浮分散性。 

(3) 複合奈米潤滑油將會同時兼具各奈米粉體的優點，比單一奈米潤滑油之效果更佳。 

(4) 應用複合奈米潤滑油之 3 項挑戰工作，分別為複合奈米粉體懸浮分散穩定性之維持，添加複合

奈米粉體使黏度增加造成動力損失，奈米粉體價格高量產時不具經濟性。 

(5) 奈米石墨烯(graphene)兼具極佳之熱傳導與磨潤性，深具未來複合奈米潤滑油應用開發性。 

3.Mohamed Kamal Ahmed Ali et al.[18] 

(1) 研究 Al2O3-TiO2/5W-30 複合奈米潤滑油的磨潤性質與耐磨性，樣本濃度 0.05、0.1、0.25 和 0.5 

wt.%。 

(2) 加入油酸放置磁石攪拌機攪拌 4 h 促進混合。 

(3) 使用磨潤試驗台用於模擬引擎活塞環/缸套接合的滑動往復運動來驗證，結果發現該複合奈米潤滑

油與原油相比，活 

塞環組件的摩擦功率損失降低 40-51 %，推論有助於降低磨耗功率損失，改善汽車引擎摩潤。 

 

4.Da Jiao et al.[19] 

(1) 複合奈米潤滑油會同時兼具各奈米粉體的優點。Al2O3 具較佳之抗磨耗和抗摩擦性能，而 SiO2 

則具較佳之懸浮分散性，係一深具發展潛力之潤滑油添加劑。 

(2) 備製 Al2O3/SiO2 的複合奈米潤滑油以 4 球及推力環摩擦試驗機測試其磨潤特性，就磨耗刮痕

直徑、摩擦係數和形態而言。發現抗磨耗和抗摩擦性能比純 Al2O3 或 SiO2 奈米粉體更佳。 

(3) 在最佳濃度時，磨耗刮痕直徑和摩擦係數最小。改質的複合奈米粉體能吸附到摩擦表面，導致以

滾動摩擦取代滑動    摩擦因此能降低摩擦係數。 

(4) 存在最佳濃度 0.5 wt.%之原因，係因濃度太小時，奈米粉體不足以提共足夠磨潤效果，而濃度太

高時，奈米粉體則 

形成聚集(aggregate)及化學性凝聚(chemical condensation)惡化磨潤效果。 

5.Masoud Afrand et al. [20] 

(1) 分別探討濃度(0-1 vol.%)與溫度(25~60℃)時，SiO2-MWCNTs/SAE40 複合奈米潤滑油之絕對黏度
(dynamic viscosity) 

特性。實驗結果可以準確預測複合奈米潤滑油之黏度(0.75 %誤差)。 

(2) 許多學者已研究證實奈米流體與複合奈米流體具有優異的導熱度可改善熱傳遞率，但複合奈米潤

滑油則少被探討。 

(3) 以二階合成法之機械攪拌(磁石攪拌 2.5 h+超音波震盪 6-7 h)備製 SiO2-MWCNTs/SAE40 複合奈

米潤滑油。 

6.Ebrahim Dardan et al.[21] 

係首次關於 Al2O3- MWCNTs(65%-35%)/SAE40 複合奈米潤滑油的絕對黏度之研究，樣本濃度 

0.0625、0.25、0.5、 

0.75、1 vol.%，溫度範圍 25-50 ℃。 

二階合成法放置磁石攪拌機攪拌 2 h，超音波以 24 kHz-400W, 5-6 h 促進混合。 

建立預測複合奈米潤滑油之絕對黏度方程式。 

7.Mohammad Hemmat Esfe et al. [22] 

(1) 研究 CuO- MWCNTs(65%-35%)/5W-30 複合奈米潤滑油的絕對黏度，樣本濃度 0.05-1 vol.%，溫

度範圍 5-55 ℃。 

(2) 二階合成法放置磁石攪拌機攪拌 1 h，超音波以 20.8 kHz-1200 W 促進混合。 

(3) 探討複合奈米潤滑油之絕對黏度(dynamic viscosity)與溫度及梯機濃度關係，以建立預測複合奈米

潤滑油之黏度方程式。 

 

8.Mohammad Hemmat Esfe et al.[23] 

(1) 研究 Al2O3- MWCNTs(85 %-15 %)/10W-40 複合奈米潤滑油的絕對黏度，樣本濃度 0.05、0.1、

0.25、05、0.75 和 1 vol.%。 



(2) 二階合成法放置磁石攪拌機攪拌 2-3 h，超音波以 20 kHz-1200 W 促進混合。 

(3) 建立複合奈米潤滑油之黏度預測方程式(與溫度及梯機濃度關係)。 

9.Amin Asadi et al.[24] 

(1) 研究 Al2O3- MWCNTs(85%-15%)/熱油複合奈米潤滑油的絕對黏度與熱傳效率，樣本濃度 

0.0625、0.25、0.5、0.75、 

1、1.5 vol.%，溫度範圍 25-50 ℃。 

(2) 二階合成法放置磁石攪拌機攪拌 2 h，超音波以 24 kHz-400W, 1 h 促進混合。 

導熱度(thermal conductivity)隨溫度與濃度增加而增加，於 50 ℃、1.5 時導熱度最高，約增加 45 %。 

(3) Al2O3 導熱度比其他金屬氧化物(Ti O2、ZnO、SiO2)高。 

10.Afshin Ahmadi Nadooshan et al.[25] 

(1) 分別探討濃度(0.05、0.1、0.25、05、0.75 和 1 vol.%)與溫度(5~55 ℃)時，SiO2-MWCNTs(90 %-10 

%)/10W40 複合奈米潤滑油之絕對黏度(dynamic viscosity)特性。 

(2) 以二階合成法之機械攪拌(磁石攪拌 2 h+超音波震盪 5-7 h)備製複合奈米潤滑油。 

(3) 實驗結果已建立以類神經網路準確預測複合奈米潤滑油之黏度(0.000194 均方根誤差)。 

11.Muhammad Hafiz Hamzah et al. [26] 

(1) 複合奈米流體具有優異的熱物理性、熱傳遞率及穩定性。 

(2) 二階合成法(two-step method)之機械攪拌(磁石攪拌、超音波震盪、高剪力混合、均質化等)係備

製大量複合奈米流體最經濟方式，由於奈米材料已被量產製造因此成本可降低，不須添加表

面劑。許多複合奈米潤滑油採二階合成法    備製備製，應用例如: ZnO-MWCNTs/SAE40、

SiO2-MWCNTs/SAE40、Al2O3-MWCNTs/SAE40 等。 

(3) 複合奈米流體之比熱容量探討文獻不多，隨溫度上升與重量百分比濃度增加而增加。複合奈米流

體之比熱容量會比 

基液高，適合作為熱儲存裝置利用。 

12.Mohammad Hemmat Esfe et al.[27] 

(1) 分別探討濃度(0.05、0.1、0.25、05、0.75 和 1 vol.%)與溫度(5~55 ℃)時，TiO2-MWCNTs(45 %-55 

%)/10W40 複合奈米潤滑油之絕對黏度(dynamic viscosity)特性。 

(2)  以二階合成法之機械攪拌(磁石攪拌 2 h+超音波震盪 5-7 h)備製複合奈米潤滑油。 

 (3)  實驗結果已建立以類神經網路準確預測複合奈米潤滑油之黏度(0.000016 均方根誤差)。 

 

 

表 2  潤滑劑與引擎排放粒狀污染物(PM)特性有關研究彙整 

作者 研究探討主題 

Yuesen Wang et al.[28] 輕型柴油引擎使用潤滑油添加劑其排放 PM 特性研究，如粒徑分佈、形

態、奈米結構 

及組成 

Pi-qiang Tan et al.[29] 輕負載柴油引擎使用 3 種具不同含量灰份潤滑油時其排放 PM 特性 

Lihui Dong et al.[30] 柴油引擎使用兩種潤滑油其 PM 排放的粒徑分佈與總數量濃度特性，其 

PM 排放的總 

數量濃度極相似，粒徑分佈則有極大的差異 

Li-Hao Younga et al.[31] 重型柴油引擎使用生質柴油混和燃料(B2, B10 及 B20)其排放 10-1000 

nm 粒徑範圍之 

PM 的數量濃度排放特性 

Moshan S.P. Kahandawala 

et al. [59] 
潤滑油造成柴油燃燒排放 PM 的影響 

Sergey Ushakov et al.[32] 4 行程柴油引擎使用低硫船用油時 PM 排放特性，低負載時 PM 排放成

分主要來自潤滑 

油 



Yuesen Wang et al. [33] 燃燒燃料混入潤滑油流動點抑制劑(PPD)時，柴油引擎排放 PM 的粒徑

分佈、PM 形態 

特性及 PM 奈米結構 

Yajun Wanga et al.[34] 4 扛渦輪增壓柴油引擎使用黏度、閃火點不同之 2 潤滑油，其 PM 排

放的粒徑分佈、 

PM 奈米結構、石墨化程度與氧化特性 

Yuesen Wang et al. [35] 燃燒燃料混入潤滑油時，柴油引擎 PM 排放的粒徑分佈、PM 形態特性。
PM 不規則碎 
片形態於引擎低負載時為鬆軟結構，重負載時為緊實結構 

 

3. 研究方法 

主要為複合奈米潤滑油所選用的奈米 SiO2、MWCNTs 材料作性質檢測分析、MWCNTs/ SiO2 複
合奈米潤滑油的製備過程、基礎性質量測、磨潤試驗與實車應用之研究設計。本研究將 MWCNTs/ 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使用二階合成法製成。而每種樣本將使用奈米 SiO2、MWCNTs 與原廠指定專用潤滑
油三者，並使用不同的重量百分比濃度來做為實驗測試參數，進行相關的基礎性質量測與磨潤測試實
驗研究。藉由磨潤實驗量測到的數據結果加以分析與探討，以了解到在四行程機車使用 
MWCNTs/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性質的改變與差異。實驗最終會將綜合效益表現較佳的 MWCNTs/ 
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應用於機車實車測試中，將可以評估 MWCNTs/ 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的可行性
與效益。實驗研究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 3 實驗架構 

3.1 奈米材料檢測 

3.1.1 奈米粉體外觀檢測 

本 研 究 使 用 商 用 奈 米 SiO2 粉體 (10-30 nm ， 詠 朕 材 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台

灣 ) 與 MWCNTs(10-20nm，康晉科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進行形體表觀檢測。使用場發射槍穿透式電子

顯微鏡(FEG-TEM, Tecnai F30, FEG, USA)，此設備需與台大理學院電子顯微鏡室配合使用，用來確認奈米粒

子的形貌與廠商提供的資訊是否一致。 

3.2 複合奈米潤滑油製備與基礎性質量測 

3.2.1 複合奈米潤滑油樣本製備 

本研究材料使用商用 10-30 nm SiO2 奈米粉體、10-20 nm MWCNTs 及四行程機車專用潤滑油，採用二

階合成法(two-step method)備製複合奈米潤滑油，而複合奈米潤滑油的重量百分比濃度分別為 0 

wt.%、2.1 wt.%、2.15 wt.%、2.2 wt.%、2.6 wt.%、2.65 wt. %、2.7 wt.%。實驗樣本製備流程如下所示: 

A. 使用精密電子天平秤(XS-125A, Precisa, Swiss)取出 2 wt.%、2.5 wt.%的 SiO2 奈米粉末與 0.1 wt 

%、0.15 wt.%、0.2 wt.%的 MWCNT 粉末。 

B. 將步驟 A 秤量好的 SiO2 與 MWCNT 奈米粉末，依上述比例添加於原廠指定四行程機車專用潤滑油

中(溶質、溶劑重量分配如表 3 所示)。 

C. 將比例調配好的複合奈米潤滑油使用電磁加熱攪拌器(HMS-102, FARGO, Taiwan)攪拌 3 h， 轉速設定 

650 rpm，溫度設定 100  ℃，使奈米粉體與潤滑油混合均勻。 

D. 使用超音波震盪器(B5510-DTH, BRANSON, USA)震盪 1 h，溫度設定 70 ℃，使奈米粒子能更平均分

散於潤滑油中。 

E. 重複步驟 C、D 數次，使潤滑油中的奈米粉體能更均質的分布，使奈米潤滑油中的奈米粉體具有較佳

的懸浮性能。 



F. 完成實驗樣本的製備流程。 

3.2.2 沉降實驗 

本實驗使用商用 10-30 nm SiO2 奈米粉體、10-20 nm MWCNT 及四行程機車專用潤滑油，採用二階合

成法製成 MWCNTs/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後，進行沉降實驗。沉降實驗主要是將調製好不同重量百分濃度

的複合奈米潤滑油(2.1 wt.%、2.15 wt.%、2.2 wt.% 、2.6 wt.%、2.65 wt.%、2.7 wt.%)，經過一段時間(1、5、

15 天)的靜置，觀察潤滑油中添加的奈米粒子沉降情形，藉以評估是否適合後續的研究實驗。依據實驗的結

果可以推論沉降反應較不明顯的 MWCNTs/ 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表示其奈米分粒子在潤滑油中的懸浮分

散性較佳，較適合用於實際磨潤及實車測試中。 

3.2.3 黏度量測實驗 

黏度量測實驗架構如圖 4 所示。使用電磁加熱攪拌器(HMS-102, FARGO, Taiwan)控制奈米潤滑油的溫

度，及手持式音波黏度計(VL700-T15, Hydramotion, U.K )量測複合奈米潤滑油之黏度，綜合數據進行分析，

取得複合奈米潤滑油在不同濃度與溫度的黏滯係數。而量測前會先使用電磁加熱攪拌器與超音波震盪器，使

實驗樣本能更均勻的分散，增加實驗上的準確性。實驗參數如表 3 所示，量測流程如下所示: 

A. 將電磁加熱器設定至實驗預設溫度。 

B. 將實驗樣本 0.1 L 裝入玻璃燒杯中，放置在電磁加熱器設備上，等待樣本溫度達到實驗預設的溫度，並

持續恆溫一段時間，使奈米潤滑油能更穩定地控制在預設溫度之內。 

C. 使用手持式音波黏度計進行量測並記錄樣本數值。 

D. 為提高實驗準確性和減少數據誤差，每個實驗樣本均進行 5 次量測。 

E. 更換不同樣本，重複步驟 B~D。 

F. 改變恆溫循環設備溫度參數，重複步驟 A~E。 

G. 實驗結果分析。 

 

 
圖 4 複合奈米潤滑油黏度實驗架構           表 3 複合奈米潤滑油黏度量測參數配置



3.2.4 比熱量測實驗 

比熱量測實驗架構圖如圖 5 所示。使用熱示差量熱儀(DSC-Q20, TA, USA )與機械冷卻系統配合

(RCS-40, TA, USA)來量測複合奈米潤滑油的比熱，熱示差量熱儀需要在高純度氮氣(5 N)中來進行實驗，秤

定樣本重量 1*10-5 kg 置於有蓋的鋁製樣品盆(Tzero Pan, No.:T100915)內。 

測量出的複合奈米潤滑油比熱，會用標準藍寶石(TN-8)為基準值來進行比較。比熱量測計算公式如公式

(3)所示，先以絕對熱流值除上加熱速率後再乘以校準常數，其中 Cρ 為比熱值；E 為校準常數； H 為絕

對熱流；Hγ 為加熱速率；M 為樣本質量。 

Cρ=(E×H×60)/(Hγ×M) 公式(3 ) 

而使用熱示差量熱儀前，需先使用 2 個空的樣品盆來求得背景熱流值，接著再以空的樣品盆與裝有標

準藍寶石的樣本盆進行實驗，將測得的標準藍寶石樣本盆熱流值減去背景熱流值即為絕對熱流值。而因為標

準藍寶石樣本的比熱值為已知，經由公式(3)可以推得校準常數值，其他施測樣本即可由此 計算出比熱值。

本實驗參數如表 4 所示，溫度範圍 30~110 ℃、加熱速率為 20  ℃/min。由於實驗在 初始即結束狀態會

較不穩定，為了降低實驗誤差，因此取用 30~110 ℃的實驗數據來計算出比熱值。 

 

 

 

 圖 5 奈米潤滑油比熱實驗架構            表 4 複合奈米潤滑油比熱量測參數配置 

3.2.5 導熱係數量測實驗 

導熱係數量測實驗架構圖如圖 6 所示。使用電磁加熱器(HMS-102, FARGO, Taiwan)控制奈米潤滑油的

溫度，及熱特性分析儀(KD 2 Pro, DECAGON DEVICES,USA)來量測複合奈米潤滑油的導熱係數， 綜合數據

進行分析，得出奈米潤滑油在不同濃度與溫度的導熱係數。而量測前會先使用電磁加熱攪拌 器與超音波震

盪器，使實驗樣本能更均勻的分散，增加實驗上的準確性。本實驗參數如表 5 所示。導熱係數量測流程如

下所示: 

A. 將電磁加熱攪拌器設備設定至實驗預設溫度。 

B. 將實驗樣本 0.1 L 裝入玻璃燒杯中，放置在電磁加熱攪拌器設備上，等待樣本溫度達到實驗預設的溫

度，並持續恆溫一段時間，使奈米潤滑油能更穩定地控制在預設溫度之內。 

C. 使用熱特性分析儀進行量測並記錄樣本數值。 

D. 為提高實驗準確性和減少數據誤差，每個實驗樣本均進行 3 次量測。 

E. 更換不同樣本，重複步驟 B~D。 

F. 改變電磁加熱攪拌器設備溫度參數，重複步驟 A~E。 

G. 實驗結果分析。 

 

 

圖 6 複合奈米機油熱傳導係數實驗系統圖 表 5 複合奈米機油熱傳導量測參數配置表 

3.3 複合奈米潤滑油磨潤實驗 

磨潤實驗架構圖如圖7 所示。使用迴轉式多功能磨潤機臺並參考ASTM G99標準進行磨潤實 

驗。磨耗試片(disk)由軸承鋼(SUJ2)製成並用十字螺絲固定於機台上；pin 是使用3 顆碳鋼珠(6mm, AISI 

1045)安裝在轉盤的鋼珠孔洞中，並以內六角螺桿固定在迴轉式多功能磨潤機臺以避免鋼珠在磨潤試 

驗中因摩擦發生滾動的現象，以降低實驗誤差。進行各濃度之複合奈米潤滑油磨潤實驗，實驗參數包 



含正向力、轉速、旋轉總圈數及濃度等，實驗參數如表6 所示。藉由精密電子天平(XS-125A, Precisa, 

Swiss)量測驗實驗前後磨耗試片的重量差異，並加以分析實驗數據，進而取得各不同實驗參數下複合 

奈米潤滑油的磨耗量，評估綜效表現較佳的複合奈米潤滑油。而在進行實驗量測之前，複合奈米潤滑 

油會先使用電磁加熱攪拌器與超音波震盪器，使實驗樣本能夠更加均勻的懸浮分散，增加實驗的準確 

性，複合奈米潤滑油磨潤流程如下所示： 

A. 將複合奈米潤滑油透過電磁加熱攪拌器與超音波震盪器充分均勻攪拌與分散。 

B. 使用迴轉式多功能磨潤機臺進行磨潤試驗並記錄樣本數值。 

C. 為提高實驗準確性和減少數據誤差，每個實驗樣本均進行3 次量測。 

D. 更換不同樣本，重複步驟B~C。 

E. 改變迴轉式多功能磨潤機臺參數，重複步驟A~D。 

F. 實驗結果分析。 

  

 

 

 

 

 

 

 

 

圖 7 奈米機油磨潤實驗系統圖 表 6 複合奈米潤滑油磨潤實驗量測參數配置 

3.4 MWCNTs/ SiO2 複合奈米潤滑油實車實驗 

實車實驗架構如圖8 所示。主要是利用四象限機車底盤動力計(chassis dynamometer, Chief, Taiwan) 

進行四行程機車燃油消耗量測試、廢氣污染物測試及散熱特性測試等。 

燃油消耗量測試共有3 項目，分別為我國法規規定機車測試燃油消耗量標準ECE-40 行車型態，車輛定油門

開度30 %、50 %、70 %、90 %測試，及車輛行車爬坡度2 度、4 度、6 度測試等。依據上述的實驗項目，

檢測待驗機車的燃油消耗量、機車運行中廢氣排放及PM 粒徑大小與數量分布及引擎各部溫度變化作紀錄。

由上述的實驗數據紀錄將可比較評估使用原廠潤滑油與複合奈米潤滑油時，引擎各項性能之差異。 

3.4.1 燃油消耗量測試 

燃油消耗量測試使用精密電子天平(XS-125A, Precisa, Swiss)來進行量測，藉由待測機車行駛測試 

的前後添加燃料的重量計算出燃油消耗量的差值，即為此次行車所花費的總燃油消耗量。在進行實車 

測試前，會先將複合奈米潤滑油透過電磁加熱攪拌器與超音波震盪器，使潤滑油能夠更加均勻的分散， 

增加實驗的準確性、減少實驗誤差。實驗參數如表7 所示。而測試流程如下所示： 

A. 將複合奈米潤滑油透過電磁加熱攪拌器與超音波震盪器充分均勻攪拌與分散，並添加於待測 

的實驗機車中。 

B. 四象限機車底盤動力計參數設定。 

C. 進行機車實車燃油消耗量測試，分別進行包含ECE-40 行車型態測試，定油門開度30 %、50 

%、70 %、90 %測試，及爬坡度2 度、4 度、6 度測試。 

D. 為提高實驗準確性和減少數據誤差，每個實驗樣本均進行3 次量測。 

E. 以不同油門開度、爬坡度重複步驟B~D。 

F. 分析實驗數據，評估機車添加複合奈米潤滑油後，其燃油消耗量、動力性能的改善程度。 

 

 

  

 

                         圖 8 實車實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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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實車測試量測燃油消耗量參數配 

3.4.2 廢氣排放污染物測試 

PM 採樣設備架構如圖9 所示。在ECE-40 行車型態中進行測試中，同時進行廢氣排放污染物測 

試，分別使用廢氣分析儀量測HC、CO，及使用粒狀污染物計量器(TSI Portable Particle Counter, TSI 

9310)分析機車引擎使用複合奈米潤滑油後其排放PM 粒徑大小與數量分布。測試流程如下所示： 

A. 實驗開始前，添加實驗所需複合奈米潤滑油至實車，並將機車引擎發動5 min，達至工作溫度。 

B. 開啟廢氣分析儀，並先歸零，將採樣棒插入排氣管中，廢氣分析儀就緒完成。 

C. 採用排放管道直接採樣裝置改良，由排氣管端抽取之廢氣先經由濾水裝置，以免機器受潮故障； 

另一端為吸入無粉塵純淨空氣，於前端裝上空氣濾芯，以確保實驗不受變動因素所影響。 

D. 開啟粒狀污染物計數器，並先歸零，將採樣棒插入排氣管中，廢氣端泵及大氣端進氣馬達同時開 

啟。廢氣端流量為固定10 L/min，過濾後空氣固定為42 L/min(維持稀釋比1: 4.2)，將2者一同收 

集入集氣袋中，進氣時間為80 s，使袋內產生約69 L 混合氣，關閉泵及馬達後，使其靜置1 min。 

E. 啟動計數器，使袋內混合氣進入計數器，並開始分析混合氣中的PM 粒徑大小與數量分布。 

F. 結束後將計數器歸零，並繼續下個實驗項目。為提高實驗準確性和減少數據誤差，每個實驗樣本 

均進行3 次量測，並剔除不穩定的數據。 

G. 分析實驗數據，評估機車使用複合奈米潤滑油後，排放廢氣與PM 粒徑大小與數量分布差異。 

3.4.3 散熱特性測試 

散熱特性測試架構如圖10 所示。將使用數據紀錄器Data logger(TRM-20, TOHO, Japan)進行量測 

記錄，並在ECE-40 行車型態中進行測試，量測引擎各部溫度分別為環境溫度、潤滑油溫度、缸壁溫 

度及排氣溫度，藉以評估機車引擎使用複合奈米潤滑油後其散熱冷卻的改善情形。測試流程如下所 

示： 

A. 實驗開始前，添加實驗所需油品之對應車輛，並將車輛引擎發動5 min，達至工作溫度。 

B. 開啟數據紀錄器，暖機 5 min，將K-type 熱電偶溫度線插入圖10 所示之引擎各部位置。 

C. 進行ECE-40 行車型態測試，數據紀錄器將記錄引擎各部溫度變化。 

D. 測試結束後，將車輛怠速5 min，再紀錄引擎各部溫度變化。 

E. 為提高實驗準確性和減少數據誤差，每個實驗樣本均進行3 次量測，並剔除不穩定的數據。 

F. 分析實驗數據，評估機車使用複合奈米潤滑油後，引擎散熱冷卻特性的改善程度。 

 

 

 

 

 

 

 

      圖9 廢氣排放PM 採樣設備架構 圖10 散熱特性測試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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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二氧化矽電子顯微鏡影像圖 圖 11 多壁奈米碳管電子顯微鏡影像圖 

4. 結果與討論 

4.1 奈米材料檢測 

4.1.1 奈米粒子表觀檢測結果 

    本研究使用奈米二氧化矽(10 ~ 30 nm，詠朕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與多壁奈米碳管(10 

~ 20nm，康晉科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進行形體表觀檢測。 

    檢測結果如圖 11 與圖 12 所示，利用電子顯微鏡觀測此次實驗的奈米材料，從圖 11 可以看

出奈米二氧化矽粒子型態趨近於圓形，各粒子大小與形體相差異不會太多，並與廠商提供之粒徑

與顯微鏡圖片大致相符合，接著，如圖 12 可以看出多壁奈米碳管粒子型態趨近於長型條狀，各

粒子大小與形體相差異不會太多，並與廠商提供之粒徑與顯微鏡圖片大致相符合。 

 

 

 

 

 

 

 

 

 

 

 

4.1.2 複合奈米機油沉降實驗結果 

本研究先行配置複合奈米機油，進行沉降實驗，其重量百分比濃度分別為 2.1、2.15、2.2、2.6、

2.65 及 2.7 wt.%，並使用二階合成法均勻分散持續約 40 小時，因混合後的複合奈米機油液體呈現為黑

色，故須將樣本放入比色槽中，較易透光來進行目測觀察，並進行 5、15、30 天的靜置觀察。 

如圖 13 所示，在第 5 天時，可以觀察出沉降現象已非常明顯，機油呈現出分明的分層現象，在比

色槽底部可以發現多壁奈米碳管都已積聚在下方。 

 

 

圖 12 經二階合成法 40 小時後，靜置第 5 天之沉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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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經二階合成法 200 小時後，靜置

第 30 天之沉降情形 

圖 14 經二階合成法 200 小時後，靜置第 15

天之沉降情形 

但在二階合成法均勻分散持續約 200 小時後，再進行一次比色槽觀察，在第 5 天時，發現複合奈

米機油沉降現象改善許多，分散程度就連光線都難以透過。在第 15 天時，如圖 14 所示，依然呈現良

好的分散情形，但在第 30 天時，如圖 15 所示，遠看來說，仍是黑色的液體，但仔細觀察後，可以發

現 2.1 wt.%與 2.6 wt.%在光線的曝射下，上層只剩些許的碳管微粒，再來 2.15 wt.%與 2.65 wt.%的沉降

情形，只比 2.1 wt.%與 2.6 wt.%上層還要多一些碳管微粒，最後 2.2 wt.%與 2.7 wt.%雖然液體並沒有比

前面 4 個沉降還要明顯，經光曝射後，會發現比色槽周圍仍可以透出一點光。在此並不認為這 6 個樣

本分散情形是有差異的，推測是因為 2.2 wt.%與 2.7 wt.%是添加最多的多壁奈米碳管(0.2 wt.%)，相較

於其他樣本，液體上層多壁奈米碳管固然也比較多，可以發現 2.15 wt.%與 2.65 wt.%比起 2.1 wt.%與

2.6 wt.%也是相同的現象。最後可得出，多壁奈米碳管即使添加少比例，經長時間二階合成法的混合，

依舊只能懸浮大概 20 ~ 25 天左右，而多壁奈米碳管 0.1 wt.%、0.15 wt.%與 0.2 wt.%這三個比例的沉降

能力，認為是一致的，並不會因添加少比例而使沉降情形獲得改善，但會因為合成的時間長短所受影

響，因長時間使用超音波震盪器震盪奈米機油，而使奈米機油內部的奈米碳管震碎，才會讓多壁奈米

碳管的分散性提升。 

 

 

 

 

 

 

 

 

 

 

 

 

 

4.2 奈米機油基礎性質量測 

    本節將對於調製出的複合奈米機油，在黏度、比熱與熱傳導係數等的實驗量測結果加以分析與討

論。 

4.2.1 黏度量測實驗結果 

黏度量測實驗結果由圖 16 所示，可以看出複合奈米機油在各種不同濃度與溫度的黏度變化。首

先，我們可以發現，黏度隨著溫度升高而降低，是因為液體中分子中運動的平均速度增大，與臨近分

子的接觸時間變短，而使液體黏度降低。正常的情況下，添加越多的奈米粒子，會使其整體的黏滯係

數上升，實驗結果符合此理論。在黏度實驗結果中，我們希望複合奈米機油的黏度在低溫時黏度低，

使引擎好啟動、熱車快；在高溫時黏度高，避免造成機油因高溫黏度降低，而使油膜破裂造成邊界摩

擦。因此，依上述來排序最優者分別為 2.1 wt.%、2.15 wt.%、2.2 wt.%、2.6 wt.%、2.65 wt.%與 2.7 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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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黏度量測實驗結果圖 

4.2.2 比熱量測實驗結果 

比熱量測實驗結果由圖 17 所示，可以看出複合奈米機油在各種不同濃度與溫度的比熱變化。正常

的情況下，添加越多的奈米粒子，會使其整體的比熱值下降，這是因為兩奈米粒子的比熱接近並且比

原廠機油低，所以添加越多的奈米粒子，比熱降低的趨勢則會越明顯，分散在流體中的奈米粒子都會

導致較低的比熱值。在許多研究都表明了奈米流體的比熱比起流體顯著降低，其降低程度取決於奈米

粒子的濃度，實驗結果符合此理論。在比熱實驗結果中，我們希望複合奈米機油的比熱能夠高一些，

使奈米機油的升溫速度趨緩，因此，依上述來排序最優者分別為 2.1 wt.%、2.15 wt.%、2.2 wt.%、2.6 

wt.% 、2.65 wt.%與 2.7 wt.%。 

 
圖 14 複合奈米機油在不同濃度、溫度的比熱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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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熱傳導量測實驗結果 

熱傳導量測實驗結果由圖 18 所示，可以看出複合奈米機油在各種不同濃度與溫度的熱傳導變化。

原先實驗溫度設定為 30 ~ 110 ℃，但在實驗期間，當溫度設定在 110 ℃時，發現金屬試管中的機油溫

度較不穩定，且無法恆溫在 110 ℃，加上過熱的鐵砂也容易使試管過度加熱，讓溫度突破感測線的耐

溫極限，故最後實驗結果只呈現到 90 ℃。在正常的情況下。正常的情況下，添加越多的多壁奈米碳

管，會使其整體的熱傳導係數上升，這是因為多壁奈米碳管本身的熱傳導係數較高，並且因布朗運動

互相碰撞傳遞熱能，使整體熱傳導係數明顯上升。再來可以發現溫度越高，熱傳導係數則越顯著，這

是因為奈米機油在高溫的情況下，流體的熱對流增強，使奈米粒子碰撞的更激烈，使整體熱傳導係數

上升的越明顯。而如圖 19 所示，複合奈米機油在 90 ℃時熱傳導係數增強比，可以發現多壁奈米碳管

的濃度與熱傳導係數是呈現非線性的關係，從 0.1 wt.%的多壁奈米碳管增加到 0.15 wt.%時，熱傳導係

數成長了約 1 倍之多，但從 0.15 wt.%的多壁奈米碳管增加到 0.2 wt.%時，卻發現熱傳導係數僅成長了

0.25 倍，從此我們可以推論添加 0.15 wt.%的多壁奈米碳管可能是最符合經濟成本的一個濃度比例。在

熱傳導實驗結果中，我們希望複合奈米機油的熱傳導係數能夠卓越，我們仍以增強比的高低來排序，

因此，依上述來排序最優者分別為 2.7 wt.%、2.2wt.%、2.65 wt.%、2.15 wt.% 、2.6 wt.%與 2.1 wt.%。 

 

 

 

 

 

 

 

 

 

 

 

 

 圖 15 複合奈米機油在不同濃度、溫度的熱傳導關係 

 

 

 

 

 

 

 

 

 

 

 

 

  圖 16 不同濃度的複合奈米機油在 90 ℃時熱傳導係數增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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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複合奈米機油應用測試 

本節將對於調製出的複合奈米機油在磨潤測試與實車測試上的實驗結果加以分析與討論。 

4.3.1 磨潤測試結果 

由表 8 可以看出在不添加任何奈米材料的原廠機油經正向力 350N、轉速 800 rpm 共轉 10000 圈之

磨潤成果，將磨潤完成之試片，利用酒精沖洗後，靜置 1 小時，等待酒精完全揮發，並使用精密電子

天平秤其重量變化，紀錄磨潤前與磨潤後差異值，並分別進行 5 次磨潤，再取平均值，得出表 4.1 原

廠機油磨潤成果，表中圖片為原廠機油在試片上經三球磨潤後的情形，可觀察到試片的磨痕略粗，且

較為粗糙，這是因為原廠機油試片經轉盤三球磨潤高負載且高圈數下，使機油在後期慢慢變稀薄，形

成黏著磨耗(Adhesive Wear)以及邊界潤滑(Boundary Lubrication)，兩表面的距離相當接近且距離趨近於

零，雖然摩擦表面還有機油的留存，但是已無法提供有效地液動壓力。磨耗後損失重量得出為 0.0098 g，

並依此原廠機油磨耗數據作為複合奈米機油的比較標準。 

表 8 原廠機油的磨潤測試結果 

濃度 Base oil 

  

磨潤後成果  

磨耗損失重量 0.0098 g 

由表 9 可以看出複合奈米機油在各種不同重量百分比濃度下經正向力 350N、轉速 800 rpm 共轉

10000 圈之磨潤成果，將磨潤完成試片，利用酒精沖洗後，靜置 1 小時，等待酒精完全揮發，並使用

精密電子天平秤其重量變化，紀錄磨潤前與磨潤後差異值，並分別進行 5 次磨潤，再取平均值，得出

表 9 複合奈米機油磨潤成果，表中圖片分別為不同重量百分比濃度之複合奈米機油在試片上經三球磨

潤後的情形，可觀察到複合奈米機油在磨痕上相對於原廠機油的磨痕有明顯的改善，磨痕變得更細一

些且較為平穩，這是因為複合奈米機油中的奈米二氧化矽深入摩擦面的細微坑洞中，在後期機油慢慢

變稀薄時，不至於會形成邊界潤滑(Boundary Lubrication)，而是保持混合潤滑(Mixed Lubrication)或是液

動潤滑(Hydrodynamic Lubrication)，並且也使機件間的滑動摩擦轉換成滾動摩擦，曾其抗磨性，同時機

油黏度高的關係也使油膜較厚，進而減輕黏著磨耗(Adhesive Wear)。在 2.1 wt.%、2.15 wt.%與 2.2 wt.%

三者的磨耗損失重量數值接近，推論是因三者的奈米二氧化矽為同比例，故三者減磨效果較一致，但

三者的多壁奈米碳管比例卻不同，從而也可以推判出，多壁奈米碳管在磨潤上，可能不具有太大的減

磨效果，接著是 2.6 wt.%、2.65 wt.%與 2.7 wt.%三者在磨痕上比前三者略微變更細一些，在數據上從

剛剛的判斷來看，三者也是添加相同比例的奈米二氧化矽，數據也略微接近，唯獨 2.7 wt.%的數據略

微上升，減磨效果降低，推斷可能是此比例有過濃的現象，導致鐵屑無法順利排除且容易團聚，進而

讓摩擦面形成刻痕磨耗(Abrasive Wear)，造成更多的磨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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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複合奈米機油的磨潤測試結果 

 

 

 

 

 

 

 

 

 

 

 

 

 

 

 

 

 

 

 

 

4.4 基礎性質綜合比較 

在本節我們將從基礎性質的實驗結果中挑選一最好的複合奈米機油比例用作之後的實車測試，我

們將從沉降、黏度、比熱、熱導以及磨潤來作為評估依據，找出最適合做為實車測試的複合奈米機油

濃度。 

由下表 10 所示，表中依序沉降、黏度、比熱、熱導以及磨潤來作為評估依據，將最好的表現結果

以小到大排名。在評估方面，因考量到磨潤是我們最重視的指標，其次是熱導，故本次實車測試將選

用 2.65 wt.%之複合奈米機油作為實驗對照組。 

 

表 10 複合奈米機油基礎性質結果排名整合 

濃度 沉降 黏度 比熱 熱導 磨潤 

2.1 wt.% 1 1 1 6 6 

2.15 wt.% 1 2 2 4 4 

2.2 wt.% 1 3 3 2 5 

2.6 wt.% 1 4 4 5 2 

濃度 2.1 wt.% 2.15 wt.% 2.2 wt.% 

磨潤試片 

磨潤後成果 

   

磨耗損失重量 0.0073 g 0.0070 g 0.0071 g 

改善率 25.51 % 28.57 % 27.55 % 

濃度 2.6 wt.% 2.65 wt.% 2.7 wt.% 

磨潤試片 

磨潤後成果 

   

磨耗損失重量 0.0063 g 0.0061 g 0.0069g 

改善率 35.71 % 37.75 % 2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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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wt.% 1 5 5 3 1 

2.7 wt.% 1 6 6 1 3 

 

4.5 實車測試結果 

4.5.1 燃油消耗量測試 

1.ECE-40 行車型態測試結果 

本實驗藉由四象限機車底盤動力計，模擬出 ECE-40 行車型態的結果，並依據我國測試四行程機

車標準，必須冷車啟動並且連續測試六次 ECE-40 行車型態，總里程為 6 km、總花費時間共 1,170 秒。 

測試結果如圖 20 所示，測試連續六次 ECE-40 行車型態的追隨情形，藍色線 ECE-40 車速設定值，

橘色線為實際追隨車速的回授值，因六次行車型態之結果資料量龐大，較不能看出詳細的追隨情形，

但大致上可以看出是穩定在追隨行車型態的。 

 

 

 

 

 

 

     

 

 

         圖 20 連續六次 ECE-40 行車型態測試結果圖 

由下圖 21 呈現單次 ECE-40 行車型態的追隨情形，綠色線 ECE-40 行車型態車速設定值，紅色線

為實際追隨車速的回授值，可以看出在低速稍微有些誤差，誤差範圍± 2 km/h 之間，這是因為動力計

在低速時油門位置馬達較無法精密的控制油門穩定低速的表現，可以看出有一些地方車速回授值(橘色

線)會起伏不定，因當發生低於車速設定值(藍色線)時，油門馬達隨即會轉動增加油門開度，將車速設

定值綠色線相差的面積(距離)補足，而在中高速時趨近穩定，誤差範圍± 1 km/h 之間，為良好的測試結

果。 

 

 

 

 

                                  圖 21 單次 ECE-40 行車型態測試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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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速測試結果 

本實驗藉由四象限機車底盤動力計，模擬出定速 50 km/h 的結果，依據我國測試四行程機車標準，

必須要行進 2 km 以上，花費總時間共 170 秒。 

測試結果如圖 22 所示，測試定速 50 km/h 的追隨情形，藍色線為定速(50 km/h)車速的設定值，橘

色線為實際追隨車速的回授值，可以看出在 0 ~ 90 秒的部分，車速回授值(橘色線)會起伏不定，這與前

述 ECE-40 測試時發生的情況相同，而在 90 秒之後，因定速波形較為單純，沒有頻繁的加減速，慢慢

的面積(距離)補足後趨近穩定，追隨情形在誤差範圍± 1 km/h 之間，是為良好的測試結果。 

 

 

 

 

 

 圖 22 定速(50 km/h)測試結果圖 

 

 

 

 

 

 

 

 

3.燃油消耗量計算 

將平均換算後的燃油消耗量，經由我國「機器腳踏車燃料消耗量試驗方法」所規定，將 ECE-40

行車型態與定速行車型態之油耗套入公式算出平均油耗。由表 11 與表 12 所示，每組數據皆做三次實

驗並進行平均，得出複合奈米機油在 ECE-40 行車型態比原油改善了 8.6 %，而在定速行車型態改善 5.4 

%的燃料消耗量。由此數據可以推得本實驗所使用的複合奈米機油在 ECE-40 市區行車型態中有較佳的

改善效率，表示在長時間的速度變化，複合奈米機油可以提供較佳的潤滑效果，減少引擎在運作時，

能量的散失。最後，如圖 23 所示，在經過平均油耗的計算後，得出複合奈米機油較原廠機油的平均油

耗增進了 7.5 %。 

 

表 11 ECE-40 行車型態燃油消耗量比較 

機油種類 燃油平均消耗重量 燃油消耗量 

原廠機油 167.715 g 25.76 km/L 

複合奈米機油 154.387 g 27.98 km/L 

 

表錯誤! 所指定的樣式的文字不存在文件中。.1 定速(50 km/h)行車型態燃油消耗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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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油種類 燃油平均消耗重量 燃油消耗量 

原廠機油 45.631 g 31.56 km/L 

複合奈米機油 43.286 g 33.28 km/L 

 

表 12 平均燃油消耗量比較 

機油種類 平均油耗換算公式 燃油消耗量 

原廠機油 

31.56

0.4

25.76

0.6

1



 
27.8 km/L 

複合奈米機油 

33.28

0.4

27.98

0.6

1



 
29.88 km/L 

 

 

 

 

 

 

 

 

 圖 23 燃油消耗量測試結果圖 

                                     

 

 

 

 

4.5.2 平路與爬坡測試 

平路與爬坡測試實驗結果如圖 24、圖 25、圖 26、圖 27 所示，油門開度固定 50 %，坡度設定為 0

與 4 度坡，其坡度測試公式如下公式(4.1)所示，並輸入至動力計中，在一開始會先將油門開度慢慢開

至 50 %之位置，並穩定 10 秒，接著按下加載，開始輸出爬坡波形，並將進行三次測試取平均值，即

輸出測試結果圖。一般在臺灣的使用道路上，根據統計最多的坡度約為 4 度左右，所以本實驗設定坡

度為 4 度坡進行測試。此外，臺灣多高山故道路上也有許多山坡的地形，所以坡度測試也是重要的測

試之一，而坡度的計算方式如下公式(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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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85， =0.013， =0.412，r=0.215 

  y = r [ (0.5 A V2)+( m 9.8 cos( ))+(m 9.8 sin( ))] (4.1) 

 

其中 y 代表伺服馬達的扭矩輸入設定值、m 代表待測機車重量(kg)、 代表路面摩擦係數、Cd 代表

風阻係數、A 代表車體投影面積、V 代表機車車速(km/h)、r 代表車輪的半徑(m)、 代表道路的坡度。 

平路車速測試結果如圖 24 所示，油門開度固定 50 %，可以看出原廠機油與複合奈米機油的爬坡

車速曲線趨勢相近，在 1~20 秒之間，因空載車速進入到模擬平路的加載時，車速因動力計滾筒加載扭

矩而會有降低的趨勢，之後就逐漸穩定在一個車速上，其中複合奈米機油的平路車速略比原廠機油的

平路車速高，這是因為相同油門開度的情況下，複合奈米機油因高磨潤性之關係，使活塞與汽缸的阻

力降低，故使平路車速能比原廠機油略高一些，平均增加約 4.94 km/h (約 9.52 %)。 

 

 

 

 

 

                                        圖 24 平路車速結果比較 

 

 

 

 

 

 

 

平路扭矩測試結果如圖 25 所示，可以看出原廠機油與複合奈米機油的平路扭矩曲線趨勢相近，

在 1~20 秒之間，因空載車速進入到模擬平路的加載時，車輪扭矩會有降低的趨勢，之後就逐漸穩定在

一個扭矩上，其中複合奈米機油的車輪扭矩比原廠機油的車輪扭矩還要高一些，其原因可能為複合奈

米機油對引擎的磨潤改善，使引擎效率變得更好，能夠使平路扭矩變得更高一些，平均扭矩增加約 1.89 

N-m (約 9.8%)，在此可以推論複合奈米機油對機車平路行駛的能力有所增進。 

 

 

 

 

                      圖 25 平路車輪扭矩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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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坡車速測試結果如圖 26 所示，可以看出原廠機油與複合奈米機油的爬坡車速曲線趨勢相近，在

1~20 秒之間，因空載車速進入到模擬爬坡的加載時，車速因動力計滾筒加載扭矩而會有降低的趨勢，

之後就逐漸穩定在一個車速上，從爬坡車速可以看出車速下降的幅度是比平路大的，這是因為爬坡負

載大，實驗結果符合理論，其中複合奈米機油的爬坡車速略比原廠機油的平路車速高，這是因為相同

油門開度的情況下，複合奈米機油因高磨潤性之關係，使活塞與汽缸的阻力降低，故使爬坡車速能比

原廠機油略高一些，平均增加約 3.7 km/h (約 8.74 %)。 

 

 

 

 

                     圖 26 爬坡車速結果比較 

 

 

     

 

 

 

 

爬坡扭矩測試結果如圖 27 所示，可以看出原廠機油與複合奈米機油的爬坡車速曲線趨勢相近，

在 1 ~ 20 秒之間，因空載車速進入到模擬爬坡的加載時，車輪扭矩會有降低的趨勢，之後就逐漸穩定

在一個扭矩上，其中複合奈米機油的車輪扭矩比原廠機油的車輪扭矩還要高一些，其原因可能為複合

奈米機油對引擎的磨潤改善，使引擎效率變得更好，能夠使爬坡扭矩變得更高一些，平均扭矩增加約

1.67 N-m (約 4.5%)，在此可以推論複合奈米機油對機車爬坡(重負荷)的能力有所增進。 

 

 

 

 

 圖 27 爬坡車輪扭矩結果比較 

 

 

 

 

 

 

 

 

4.5.3 溫度特性測試 

ECE-40 行車型態測試中的溫度變化 

本溫度特性測試是與 ECE-40 行車型態一同做測試，連續測試六次 ECE-40 行車型態，總里程為 6 

km、花費總時間共 1,170 秒，並使用數據紀錄器 Data logger(TRM-20, TOHO, Japan)進行量測記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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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溫度點分別為缸壁溫度、機油溫度、排氣溫度及環境溫度。 

溫度特性測試結果如圖 28、29 及 30 所示，環境溫度皆控制在 24 ~ 26 度之間，首先為圖 4.21 缸

壁溫度比較，可以看出在相同溫度(誤差 1℃)的出發點，進行六次 ECE-40 行車型態，其原廠機油與

複合奈米機油的缸壁溫度曲線趨勢相近，但複合奈米機油的缸壁溫度較原廠機油的缸壁溫度來的低一

些，在此可以推論複合奈米機油對汽缸的散熱是有所幫助的，缸壁溫度平均降低約 4.11 ℃ (約 6.3 %)。 

 

 

     

 

 

 

                                   圖 28 缸壁溫度結果比較 

 

 

 

 

 

 

 

 

 

 

接著如圖 29 機油溫度的比較，可以看出在相同溫度(誤差±1℃)的出發點，進行六次 ECE-40 行車

型態，其原廠機油與複合奈米機油的缸壁溫度曲線趨勢略微不同，在 400 ~ 600 秒與 800 ~ 1000 之間，

複合奈米機油的機油溫度較原廠機油的機油溫度來的低，且複合奈米機油的溫度較為穩定，在此可以

推論複合奈米機油將帶走的熱能流至油底殼中，與大氣進行散熱，而因複合奈米機油中的多壁奈米碳

管熱傳導性較佳，故此階段溫度變得較為趨緩，而在 800 ~ 1000 秒之間更是有很明顯的趨緩，其原因

可能為基礎性質中熱傳導量測實驗所提出，複合奈米機油在高溫時熱傳導性較為顯著有關，機油溫度

平均降低約 4.19 ℃(約 6.9 %)。 

 

 

 

 

                               圖 29 機油溫度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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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如圖 30 排氣溫度的比較，可以看出在相同溫度(誤差±1℃)的出發點，進行六次 ECE-40 行車

型態，其原廠機油與複合奈米機油的排氣溫度曲線趨勢略為相近，但複合奈米機油的排氣溫度較原廠

機油的排氣溫度來的高，在此可以推論複合奈米機油能夠使引擎運轉時的摩擦阻力降低，使得引擎負

載降低，可以在較稀薄的空燃比狀況下，與使用原廠機油的引擎維持相同轉速，因此引擎燃燒更完全，

故排氣溫度將會比原廠機油高，排氣溫度平均上升約 25.36 ℃ (約 26.6 %)。 

 

 

 

 

                            圖 30 排氣溫度結果比較 

 

 

 

 

 

 

1. 熱車後的怠速溫度變化 

為了讓本次實驗更突顯散熱的重要性，我們將測試後的機車處於怠速狀態，放置約 10 分鐘，並記

錄其溫度的變化，紀錄結果如下圖 31、圖 32 與圖 33 所示。 

如圖 31 所示，將熱車後的機車怠速放置 10 分鐘，觀察缸壁溫度的變化，在相同溫度(誤差±1℃)

的出發點，我們可以看出複合奈米機油的缸壁溫度在 300 秒，開始有明顯的降低趨勢，在此又可以更

加確信複合奈米機油對汽缸的散熱是有所幫助的，缸壁溫度平均降低了約 1.46 ℃ (約 1.5 %)。 

 

 

 

 

                                圖 31 怠速 10 分鐘的缸壁溫度結果比較 

 

     

 

 

 

 

 

如圖 32 所示，將熱車後的機車怠速放置 10 分鐘後，觀察機油溫度的變化，在相同溫度(誤差±1℃)

的出發點，我們可以看出複合奈米機油的機油溫度在 400 秒，開始有明顯的降低趨勢，在此又可以更

加確信複合奈米機油的散熱性是比原廠機油來的高，機油溫度平均降低了約 0.91 ℃ (約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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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 怠速 10 分鐘的機油溫度結果比較 

 

 

 

 

     

如圖 33 所示，將熱車後的機車怠速放置 10 分鐘後，觀察排氣溫度的變化，在相同溫度(誤差±1℃)

的出發點，我們可以看出複合奈米機油的排氣溫度略比原廠機油的排氣溫度還得高，在此又可以更加

確信複合奈米機油在怠速時的燃燒效率是比原廠機油來的高，故排氣溫度會比較高一些，排氣溫度平

均上升了 4.53℃ (約 5.7 %)。 

 

 

 

 

                                   圖 33 怠速 10 分鐘的排氣溫度結果比較 

 

 

 

 

 

 

 

4.5.4 廢氣排放結果 

本廢氣排放測試量測廢氣分別為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與粒狀汙染物

(PM)，其中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與二氧化碳(CO2)是在 ECE-40 行車型態中進行測試，測試

冷車第一次的 ECE-40 行車型態，總里程為 1 km、花費總時間共 195 秒，使用廢氣分析儀進行量測記

錄，模擬市區行車的廢氣排放結果作為效益評估；粒狀汙染物(PM)是在定速(50 km/h)中進行測試，這

是因為粉塵測定器無法持續吸收單次 ECE-40 (195 秒)的大量廢氣，故此項測試是在定速條件下進行量

測，時間約 60 秒。 

1. 三廢氣排放測試結果 

三廢氣排放測試結果如圖 34、35 及 36 所示，環境溫度皆控制在 24 ~ 26 度之間，首先為圖 34 HC

排放結果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原廠機油與複合奈米機油在 1 ~ 45 秒反應出較高的 HC 排放。這是因為

在冷車剛起步時，空燃比會增濃，加上 ECE-40 型車型態的第一個波形是低速波形，使得汽油較不易燃

燒完全，會產生較高的 HC 排放。而使用複合奈米機油機車在 HC 廢氣排放在剛起步時是低於原廠機

油，由此可得知使用複合奈米機油在引擎燃燒時，因複合奈米機油能夠使引擎運轉時的摩擦阻力降低，

使得引擎負載降低，油門開度不需要開到像原油這麼大，因此排放的 HC 會比使用原廠機油的引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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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而在中、高速的時候，兩者得差異性減少，排放 HC 總量共降低了 22.51 %。 

 

 

 

 

                                            圖 34 ECE-40 行車型態 HC 排放結果比較 

 

 

 

 

 

 

 

如圖 35 所示，我們可以看出原廠機油與複合奈米機油在 1 ~ 45 秒反應出較高的 CO 排放，我們知

道 CO 的產生主要原因為燃燒後的碳氫產物無法與足夠的氧氣結合形成 CO 所導致(燃燒不完全)，這是

因為在冷車剛起步時，空燃比會增濃，加上 ECE-40 型車型態的第一個波形是低速波形，使得汽油較不

易燃燒完全，會產生較高的 CO 排放，與 HC 的排放都是因為空燃比會過濃，造成燃燒不完全。而使

用複合奈米機油機車在 CO 廢氣排放在剛起步時是低於原廠機油，由此可得知使用複合奈米機油在引

擎燃燒時，因複合奈米機油能夠使引擎運轉時的摩擦阻力降低，使得引擎負載降低，油門開度不需要

開到像原油這麼大，因此排放的 CO 會比使用原廠機油的引擎低一些，排放 CO 總量共降低了 26.12 %。 

 

 

 

                          圖 35ECE-40 行車型態 CO 排放結果比較 

 

 

 

 

 

 

 

由圖 36 所示，我們可以看出在 0 ~ 30 秒之間，因冷車剛起步，燃燒較不完全，故 CO2 的排放較低，

但在 30 秒之後，就逐漸穩定，整體而言，複合奈米機油普遍略比原廠機油 CO2 排放高一些，這是因為

複合奈米機油能夠使引擎運轉時的摩擦阻力降低，使得引擎負載降低，可以在較稀薄的空燃比狀況下，

與使用原廠機油的引擎維持相同轉速，因此引擎燃燒更完全，因此排放 CO2 會比使用原廠機油的引擎

略高一些，排放 CO2 總量共提升了 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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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6 ECE-40 行車型態 CO2 排放結果比較 

 

 

 

 

 

2. 粒狀汙染物(PM)排放測試結果 

本粒狀汙染物(PM)排放測試是與定速(50km/h)一同做測試，並使用粉塵微粒測定器進行量測記

錄，量測的粒狀汙染物粒徑分別為 0.3 μm、0.5μm、1 μm、2μm、3 μm 與 5 μm。測試結果如圖 37 所

示，可以看出排放的粒狀汙染物在最小粒徑 0.3 m 時有最多的數量，然後依序 0.5 μm、1 μm、2μm、

3 μm 到最大粒徑 5 μm 時，有最少的數量，而複合奈米機油在 0.3 μm、0.5 μm、1 μm 及 2 μm 的粒狀汙

染物中，是略比添加原廠機油來的高的，其原因在於添加複合奈米機油之機車因機件磨耗阻力降低，

使引擎的效率提升，在燃燒時可使汽缸中的碳氫化合物分子燃燒得更完全，產生更細微的粒狀汙染物，

但在 3 μm 及 5 μm 的粒狀汙染物中是少於原廠機油的。由此可知，添加複合奈米機油，在汽缸燃燒時

可以降低引擎運轉阻力，引擎負載降低，可以使得引擎燃燒更完全，產生較細微的粒狀汙染物，粒狀

汙染物排放在粒徑 2 μm 以下總量增加了 47.34 %，在粒徑 3 μm 以上總量減少了 14.12 %。 

 

 

 

 

 

 

 

 

 

 

 

圖 37 粒狀汙染物 PM 排放結果比較 

 

5. 結論 

本研究係將奈米二氧化矽與多壁奈米碳管依各調配比例添加於機油中，並進行基礎性質量測與實

車實驗，藉由實驗數據所得，總結出複合奈米機油是否兼具兩者奈米材料之優點，並比較添加複合奈

米機油後，是否能夠增進引擎性能與降低排放廢氣之功效。藉此評估將兩種不同的奈米材料添加於機

車機油中的可行性。經過實驗結果分析後，歸納出下列結論: 

1. 在基礎性質實驗中，統整數據並進行綜合評估，最後選用磨潤性及熱導性兼優異的 2.65 wt.%複合

奈米機油，與原廠機油相比，其磨潤性提升了 37.8 %，熱傳導性提升了 12.3 %，由此可以推論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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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奈米機油能夠同時兼具兩者不同的奈米材料之特性。 

2. 在實車測試中，燃油消耗量實驗結果表明，添加複合奈米機油，表現均較原廠機油優異。其中在

ECE-40 行車型態燃油消耗率改善 8.6 %，定速(50 km/h)燃料消耗率改善 5.4 %，而平均燃料消耗率

改善 7.5 %。 

3. 在實車測試中，平路與爬坡測試結果表明，油門開度固定 50 %，平路車速增加了 4.9 km/h，爬坡

車速增加了 3.7 km/h。 

4. 在實車測試中，溫度特性實驗結果表明，添加複合奈米機油，表現均較原廠機油優異。其中在行

車測試中的溫度變化，缸壁及機油溫度分別降低 6.3 %及 6.9 %，而排氣溫度上升 26.6 %。 

5. 在實車測試中，廢氣排放結果表明，添加複合奈米機油表現均較原廠機油優異。其中在 HC 及 CO

排放總量分別減少 22.5 %及 26.1 %，而 CO2 排放總量上升 3.9 %。在粒狀汙染物(PM)排放測試結

果中，發現 2 μm 以下的粒狀汙染物排放是高於原油(增加 47.3 %)，而在 3 μm 以上的粒狀汙染物

排放是低於原油(減少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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