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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超級電容擁有快速充放電、功率密度高、元件壽命長等優點，可應
用於行動通訊、車輛運輸、智慧電網等領域。然而，目前超級電容
的製作技術中，許多是利用平面金屬電極，再加上碳海綿、碳氣凝
膠或電紡絲碳纖維等3D多孔碳結構，意圖以增加碳活性材料之比表
面積的方式，達到提高電容器功率密度之目的。但是，這些平面金
屬加上3D多孔碳結構的電極，當元件受到大應力、高速撞擊與震動
的作用下，這種平面金屬/多孔碳結構將產生嚴重的的脫層或塌陷而
失效，使其無法應用於國防工業、航天太空、電動載具等抗壓耐震
需求之超級電容上。因此，本計畫將以多孔矽(Porous silicon)作
為電極結構，其表面成長碳膜做為鈍化膜並增加導電性，再將混拌
石墨烯薄片、過渡金屬氧化物、高分子材料的電解液滲入多孔結構
中並固化，以實現高抗壓耐震性超級電容之開發。整體的計畫執行
要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開發多孔性結構電極：以電化學蝕刻技術完成2 cm x 2 cm之多孔
矽/矽層複合結構作為耐壓性電極板。低阻值多孔矽結構本身具有良
好的導電性，也具極大的比表面積，大幅增加與電解質接觸的面積
，多孔矽厚度約170 μm、孔徑約2~3 μm，矽層厚度約80 μm。
2.開發高效固態電解質：將以高分子材料為底材，混拌石墨烯，再
摻雜過渡金屬氧化物(RuO2)等形成電解液，塗佈於多孔矽表面，並
將試片放進真空腔體中，利用真空抽氣方式將高分子電解液滲入多
孔矽結構中，然後固化即可完成固態電解質之製備。
3.超級電容組裝與性能測試：將兩塊已滲有固態電解質的多孔矽電
極板適當加壓組合，以聚二甲基矽氧烷(PDMS)封裝固定，即完成電
容元件之製作。進行循環伏安法之電化學特性檢測，包括充放電循
環壽命 (V-T)、比電容(Fg-1)、功率密度(Wkg-1)-能量密度(Wh kg-
1)、震動性能差異測試等評估，比電容值可達到1.5 Fg-1以上、功
率密度達207 Wkg-1-能量密度達0.115 Wh kg-1，可承受壓應力≧15
kPa，且在30 g以下的震動加速度作用下不會因脫層而失效。

中文關鍵詞： 超級電容、多孔矽、化學氣相沉積、石墨烯、固態電解質

英 文 摘 要 ： Supercapacitor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charging/discharging, high power density and long life
time, applicable to the fields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vehicle transportation and smart grid. Most current
fabrication techniques of supercapacitor utilize planar
metal electrodes, appended 3D porous carbon structures such
as carbon sponge, carbon aerogel or electrospun carbon
fiber. By increasing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the
carbon active materials, the power density of the
supercapacitor can be improved. However, these planar
metal/porous carbon structures will produce serious
delamination or collapse failure under large stress, high-
speed impact and vibration, making it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 fields which demands load-bearing and anti-shock, like
defense industry, aerospace technology, and electric
vehicle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will use porous silicon
as the electrode structure and then deposit a carbon film



as a passivation film and increase the conductivity. The
electrolyte is prepared by mixing graphene flakes,
electrolytic salts, transition metal oxides and polymer,
then penetrated into the porous structure and heat curing
to develop a high load-bearing and anti-shock
supercapacitor. The working item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ed:
1.Development of porous silicon/carbon film composite
electrode: To fabricate the silicon porous arrays/silicon
composite structures using an electrochemical etching
technique, and the silicon nanopillar arrays/silicon
composite structures using a catalytic etching technique,
which are used as load-bearing electrodes. Low-resistance
porous silicon structures themselves have good conductivity
and large surface area, which will largely increase the
contact area with the electrolyte. The thickness of porous
silicon is about 170 microns and their pore diameter is
about 2~3 microns. Porous silicon surface will then be
deposited a carbon film by CVD for increasing its chemical
stability and conductivity.
2.Development of high efficiency solid electrolyte: The
electrolyte will be formed by using polymer materials as
substrate, mixed with graphene flakes, further doped with
transition metal oxide (RuO2), etc.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porous silicon, placed the specimen in a vacuum chamber,
and the polymer electrolyte is infiltrated into the porous
silicon structures by means of vacuum suction, and then the
solid electrolyte can be formed by heat curing.
3.Supercapacitor assembl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wo
porous silicon electrode plates penetrated with solid
electrolyte are appropriately pressed and assembled, then
fixed with a PDMS to complete the fabrication of load-
bearing and anti-shock supercapacitors. The elect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evaluated by cyclic voltammetry,
including charge-discharge cycle life (V-T), specific
capacitance (Fg-1)-current (Ag-1), power density (Wkg-1)-
energy density (Wh kg-1), vibration performance difference
test, etc. Expected characteristics are specific
capacitance ≧ 1.5 Fg-1 , power density ≧207 Wkg-1-energy
density ≧0.115 Wh kg-1 ,and the static and dynamic
mechanical stresses can withstand at least 15 kPa, the
vibratory accelerations above 30 g will not be delaminated.

英文關鍵詞： supercapacitor, porous silicon, graphene, CVD, solid
electrol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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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中文摘要: 

    關鍵詞：超級電容、多孔矽、化學氣相沉積、石墨烯、固態電解質 

    超級電容擁有快速充放電、功率密度高、元件壽命長等優點，可應用於行動通訊、車輛運輸、智慧電網

等領域。然而，目前超級電容的製作技術中，許多是利用平面金屬電極，再加上碳海綿、碳氣凝膠或電紡絲

碳纖維等3D多孔碳結構，意圖以增加碳活性材料之比表面積的方式，達到提高電容器功率密度之目的。但是，

這些平面金屬加上3D多孔碳結構的電極，當元件受到大應力、高速撞擊與震動的作用下，這種平面金屬/多

孔碳結構將產生嚴重的的脫層或塌陷而失效，使其無法應用於國防工業、航天太空、電動載具等抗壓耐震需

求之超級電容上。因此，本計畫將以多孔矽(Porous silicon)作為電極結構，其表面成長碳膜做為鈍化膜並增加

導電性，再將混拌石墨烯薄片、過渡金屬氧化物、高分子材料的電解液滲入多孔結構中並固化，以實現高抗

壓耐震性超級電容之開發。整體的計畫執行要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 開發多孔性結構電極：以電化學蝕刻技術完成2 cm x 2 cm之多孔矽/矽層複合結構作為耐壓性電極板。低

阻值多孔矽結構本身具有良好的導電性，也具極大的比表面積，大幅增加與電解質接觸的面積，多孔矽

厚度約170 μm、孔徑約2~3 μm，矽層厚度約80 μm。 

2. 開發高效固態電解質：將以高分子材料為底材，混拌石墨烯，再摻雜過渡金屬氧化物(RuO2)等形成電解

液，塗佈於多孔矽表面，並將試片放進真空腔體中，利用真空抽氣方式將高分子電解液滲入多孔矽結構

中，然後固化即可完成固態電解質之製備。 

3. 超級電容組裝與性能測試：將兩塊已滲有固態電解質的多孔矽電極板適當加壓組合，以聚二甲基矽氧烷

(PDMS)封裝固定，即完成電容元件之製作。進行循環伏安法之電化學特性檢測，包括充放電循環壽命 

(V-T)、比電容(Fg-1)、功率密度(Wkg-1)-能量密度(Wh kg-1)、震動性能差異測試等評估，比電容值可達到

1.5 Fg-1以上、功率密度達207 Wkg-1-能量密度達0.115 Wh kg-1，可承受壓應力≧15 kPa，且在30 g以下

的震動加速度作用下不會因脫層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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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英文摘要: 

Keywords: supercapacitor, porous silicon, graphene, CVD, solid electrolyte 

Supercapacitor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charging/discharging, high power density and long life time, 

applicable to the fields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vehicle transportation and smart grid. Most current 

fabrication techniques of supercapacitor utilize planar metal electrodes, appended 3D porous carbon structures 

such as carbon sponge, carbon aerogel or electrospun carbon fiber. By increasing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the carbon active materials, the power density of the supercapacitor can be improved. However, these planar 

metal/porous carbon structures will produce serious delamination or collapse failure under large stress, high-

speed impact and vibration, making it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 fields which demands load-bearing and anti-

shock, like defense industry, aerospace technology, and electric vehicle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will use 

porous silicon as the electrode structure and then deposit a carbon film as a passivation film and increase the 

conductivity. The electrolyte is prepared by mixing graphene flakes, electrolytic salts, transition metal oxides 

and polymer, then penetrated into the porous structure and heat curing to develop a high load-bearing and anti-

shock supercapacitor. The working item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ed: 

1. Development of porous silicon/carbon film composite electrode: To fabricate the silicon porous 

arrays/silicon composite structures using an electrochemical etching technique, and the silicon nanopillar 

arrays/silicon composite structures using a catalytic etching technique, which are used as load-bearing 

electrodes. Low-resistance porous silicon structures themselves have good conductivity and large surface area, 

which will largely increase the contact area with the electrolyte. The thickness of porous silicon is about 170 

microns and their pore diameter is about 2~3 microns. Porous silicon surface will then be deposited a carbon 

film by CVD for increasing its chemical stability and conductivity. 

2. Development of high efficiency solid electrolyte: The electrolyte will be formed by using polymer 

materials as substrate, mixed with graphene flakes, further doped with transition metal oxide (RuO2), etc.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porous silicon, placed the specimen in a vacuum chamber, and the polymer electrolyte 

is infiltrated into the porous silicon structures by means of vacuum suction, and then the solid electrolyte can 

be formed by heat curing. 

3. Supercapacitor assembl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wo porous silicon electrode plates 

penetrated with solid electrolyte are appropriately pressed and assembled, then fixed with a PDMS to complete 

the fabrication of load-bearing and anti-shock supercapacitors. The elect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evaluated by cyclic voltammetry, including charge-discharge cycle life (V-T), specific capacitance (Fg-1)-

current (Ag-1), power density (Wkg-1)-energy density (Wh kg-1), vibration performance difference test, etc. 

Expected characteristics are specific capacitance ≧ 1.5 Fg-1 , power density ≧207 Wkg-1-energy density 

≧0.115 Wh kg-1 ,and the static and dynamic mechanical stresses can withstand at least 15 kPa, the vibratory 

accelerations above 30 g will not be dela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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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人類的工業發展過程中，能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驅動工具母機、交通工具等都十分仰

賴能源提供而來的動力，其中石油是最具代表性的燃料，不但能驅動交通工具，也能作為發電廠的發

電源。然而，伴隨而來的問題也逐漸在近年顯現出來，例如燃燒不完全的石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廢

氣是造成溫室效應的主因，並且也因為不只能應用於能源方面，其經過提煉之後有非常多種用途，例

如用作石化原料像是塑膠、橡膠、特殊纖維等，也因為對於石油的依賴性過高而造成了過度開採情形，

使得世界各國迫切的往有利環境永續發展的再生能源發展，如太陽能、風能、地熱能與海洋能等。其

中，如何有效率且不浪費的使用再生能源則是一個重要課題，「儲能裝置」在整個能源應用的系統中

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因此帶起了儲能系統核心技術超級電容與金屬離子電池的發展。 

超級電容擁有高功率密度(Power density)，但其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低於電池，使超級電容不

適合獨自使用於儲能系統上，而是利用其體積小、能夠快速充放電、操作溫度範圍大與循環周期較長

等優點，搭配電池進行連動，將兩者的優點發揮的淋漓盡致，以達到最好的儲能效果。現今因為環保

意識抬頭，使用電動載具的人數逐漸增加，這時就面臨了因路況不佳造成的振動問題，導致能源元件

承受應力。或者是國防工業的應用範圍是在較為嚴苛的環境下，例如飛機在引擎推動下所產生的 G 力

等，都會使傳統能源元件無法負擔。因此，本計畫將利用光輔助電化學蝕刻技術(Photo-assisted 

electrochemical etching, PAECE)與 KOH 濕式蝕刻技術於矽基板製作多孔結構，搭配常壓化學氣相沉

積製程(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APCVD)實現高導電性碳膜附於多孔結構上，並

加入金屬氧化物、石墨烯等材料並結合固態電解質，製作出具有耐震性能與高比表面積之電極結構，

進行超級電容之開發。 

1.1 超級電容簡介與應用發展 

  超級電容器(Supercapacitor)又稱為電化學電容器(Electrochemical capacitor)，擁有高功率密度、高

能量、較長生命週期、操作溫度範圍大及快速充放電等優點。一般而言，超級電容器的電容量可高於

傳統電容器之 10~100 倍，相較於電池而言，超級電容擁有更優異的放電效率、循環壽命、保存期限

以及更高的比功率，如表 1-1 所示【1】。此外，圖 1-1 表示超級電容與傳統電容、電池及燃料電池在

儲能及輸出功率方面的比較，可得知電池為高能量系統，傳統電容則為高功率系統，超級電容是一種

介於電池與傳統電容之間的儲能元件【2】。然而，超級電容器並非用於取代電池所誕生，而是與電

池相輔相成的並存，舉例而言，若超級電容與電池同時結合於手機內，平時由電池直接供應電量使用，

需要如照相閃光之瞬間高功率時，則可由超級電容快速釋放提供，不僅可達到穩壓的效果，也可縮減

電子產品供電模組的體積，而且可使電池能量更徹底的被利用。目前根據超級電容器的運作原理，可

大致分成以下三種類型電容器【3】： 

1. 電雙層電容器(Electrical double-layer capacitor, EDLC)：以高比表面積的多孔材料(活性碳、碳黑、

石墨烯等)做為電極，利用電解質中的陰陽離子，吸附電極表面所產生庫侖靜電力(Coulomb's 

electrostatic force)造成電荷分離之現象，進而形成電雙層(Double-layer)來達到儲存電荷的目的，

如圖 1-2(a)即為電雙層電容器之基本結構示意圖【4】。 

2. 擬電容器(Pseudocapacitor)：利用電極表面的活性材料與電解質溶液間，進行快速氧化還原或電吸

附/脫附，藉此可逆反應的法拉第電荷轉移來儲存電量，由於牽涉電子轉移，所以儲存的電荷量遠

高於傳統電容器及電雙層電容器，如圖 1-2(b)即擬電容器之基本結構示意圖【5】。 

3. 混合式電容器(Hybrid capacitor)：結合電雙層電容的靜電儲能與擬電容器的電化學儲能，同時擁

有電池的高能量密度以及超級電容的高功率密度。例如鋰離子電容(Lithium-ion capac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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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Supercapacitor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capacitor and battery【1】. 

Performance Capacitor Supercapacitor Battery 

Charge time 10-3 ~ 10-6 s 0.3 ~ 30 s 1 ~ 5 hrs 

Discharge time 10-3 ~ 10-6 s 0.3 ~ 30 s 0.3 ~ 3 hrs 

Specific energy (Wh/kg) < 0.1 1 ~ 10 10 ~ 100 

Specific power (W/kg) < 100000 < 10000 < 1000 

Charge/discharge efficiency > 0.95 0.85 ~ 0.98 0.7 ~ 0.85 

Cycle life > 500000 > 500000 < 1000 

Operating temperature (°C) -20 ~ +65 -40 ~ +65 -20 ~ +100 

 

 

Fig. 1-1 Specific power versus specific energ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energy-storage devices【2】. 

 

Fig. 1-2 Schematic diagrams of (a) electrical double-layer capacitor, (b) pseudocapacitor and (c) 

Supercapacitor types【4-5】. 

電雙層電容器是藉由陰陽離子吸附在電極表面多孔性材料(碳黑、活性碳、多孔碳、石墨烯等)以

形成電雙層而貢獻電容，而偽電容器則是基於電活性(Electroactive)材料表面的快速可逆氧化還原反應

而達到儲能效果，材料以金屬氧化物(RuO2、MnO2) 以及導電高分子(PANi, PEDOT:PSS)等為主。單

位面積的比電容甚至可達 100 F/cm2【6】。超級電容器類似於充電電池，但比傳統的充電電池具有

更高的比功率和高比電容，並且有很高的循環壽命與穩定性，其比功率可達到每公斤千瓦數量級以上，

迴圈壽命在萬次以上，故其在電動車以及消費性電子具有極其重要的應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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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電容器卓越的性能和廣泛的應用空間，使其近年來的市場規模一直在不斷膨脹。圖 1-3 即表

示全球超級電容器市場規模，在 2011 年～2020 年將保持 11.3%的年增長率上升【7】，在 2020 年超

級電容市場將可達約 16.76 億美元，由此可見，超級電容器擁有龐大的應用價值和市場潛力。有鑒於

超級電容器擁有快速充放電、對環境友善、元件壽命長等優點，相當有機會成為本世紀重點的綠色能

源，其應用相當廣泛，如圖 1-3(b)所示，在能源供應、行動通訊、車輛運輸、航天太空等各個領域，

都擁有著相當大的應用潛力，因此超級電容的發展，將帶來新一波儲能系統市場衝擊。 

 

Fig. 1-3 (a) Market forecast of supercapacitor【7】, (b) its applications【8】. 

1.2 超級電容的電極材料 

超級電容正負極的組裝，早期是以對稱式(Symmetric)電極為主，即正負極的結構與材料均為相

同，再將正負電極板(Electrode plate)、電解液(Electrolyte)、隔離膜(Separator)以三明治結構方式進行組

裝，此時正負極都產生相同的電雙層電容或擬電容儲能特性，此即為對稱式超級電容 (Symmetric 

supercapacitors, SSCs)。然而，近年來非對稱超級電容(Asymmetric supercapacitors, ASCs) 已成為研究

的熱點之一，主要是因為 ASCs 是一種兼具高能量密度與高功率密度的新型儲能元件。它主要通過雙

電層電容與擬電容兩種方式進行「雙功能」儲能，故結合了擬電容和雙電層電容器兩者的優點。和傳

統的 SSCs 相比，ASCs 可以充分利用兩電極的不同電位窗(Potential window)，以增加元件的最大工

作電壓，從而顯著增大比電容值和能量密度，使其更能滿足實際應用中負載對電源功率密度和能量密

度的整體要求，而其關鍵是開發性能優異的電極材料【9】。超級電容之電極材料主要如圖 1-4 所示，

可分為碳材、金屬氧化物和導電高分子材料三大類【10】，以下將簡述其特性： 

1. 碳材：具有良好的導電性且對電解液較不容易產生化學反應，低成本、高比表面積與製備技術最

成熟等優點，故碳材為最常使用的電極材料。目前所普遍使用的碳材有活性碳、多孔碳【11】與

碳纖維【12】，近期的研究焦點則轉向奈米碳管與石墨烯【13】之奈米碳材，以上材料皆具有導

電性佳、高比表面積的優勢，藉由電化學運作的電雙層原理，即可儲存大量離子於碳電極表面。 

2. 金屬氧化物：金屬氧化物電極材料大多集中在過渡金屬氧化物，因為過渡金屬皆擁有空的或半填

滿的 d 軌域，可形成多種價態之氧化物種或吸附反應物的環境，其中以 RuO2、Co3O4、MnO2、

V2O5、NiO、IrO2、NiCo2O4等電極最為常見。一般而言，常會混合兩種以上種類的金屬氧化物作

為複合電極，來增加電極的穩定性和電化學活性，提高儲存的電荷量。 

3. 導電高分子：使用聚噻吩(PTH)、聚苯胺(PANi)、聚芳碸(PAS)、聚 3-(4-氟苯基)噻吩(PFPT)等經 p

型或 n 型或 p/n 型摻雜的導電高分子薄膜做為電容器電極【14】，導電高分子在充放電過程中，

進行法拉第反應達到儲存電荷的目的。目前已有多種導電高分子材料被研究證實具有可觀的比電

容值，且可操作於大電流下進行快速充放電，是一項相當值得期待的電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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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4 Various electrode materials applied to supercapacitors and corresponding specific capacitances【10】.  

1.3 超級電容的電解液 

  超級電容器中電解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提供足夠的正、負離子，因此通常擁有相當高的溶質濃

度；除此之外，為了降低整體電容器的阻抗，電解液必需具備高導電性，並且電解液對於電極材料以

及封裝材料，皆不能產生化學反應造成侵蝕或損壞。超級電容器之電解液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 

1. 水溶液型：例如氯化鉀(KCl)、氫氧化鉀(KOH)、硫酸(H2SO4)水溶液等【15】。因水溶液型之電

解液擁有較高的導電特性，其阻抗較低使得放電功率提升，此種電容器製造過程較不須考慮淨化

及乾燥等繁瑣問題，相當節省成本，但其受到溶液水解電壓限制，此類型電容器的操作電壓範圍

約為 1 V (接近水解電壓)，此原因導致儲存電量較低，此外，水溶液型電解質通常為強酸及強鹼

溶液，會使得電容器元件封裝上有所困難，且易使元件損壞。 

2. 有機溶劑型：通常採用 LiClO4 鋰鹽、TEABF4季銨鹽作為電解質，以碳酸丙烯酯(PC)、-丁內酯

(GBL)等有機溶劑作為溶劑，電解質在溶劑中接近飽和溶解度【16】。主要優點為擁有較高的操

作電壓約 2-5 V，可儲存較高的電量，但缺點為有機型電解液對於水的影響相當敏感，製程中需

徹底去除水分，經過嚴謹淨化乾燥之步驟，此外，有機溶劑的導電性較低，因而導致整體電容器

阻抗明顯較水溶液型高出許多，進而限制最大放電功率【17】。 

3. 固態電解質：隨著鋰離子電池固態電解液的發展，應用於超級電容器的凝膠聚合物電解質及全固

態聚合物電解質也有所發展，其定義為含有聚合物材料且能發生離子遷移的電解質。聚合物電解

質主要是用來改善液體電解質易發生電解質洩漏及漏電流過大的問題。聚合物電解質中的聚合

主體分類主要有(1)聚醚系(PEO)、(2)聚丙烯晴系(PAN)、(3)聚甲基丙烯酸酯(PMMA)，再摻雜

LiClO4鹽類或離子液體以增加導電度【18】。 

1.4 電容特性及電容值評估 

評估超級電容性能可以從比電容(Specific capacitance)、電容保持率(Capacitance retention)、循環

穩定度、能量/功率密度(Energy/power density)等判斷，通常可以透過循環伏安法(Cyclic voltammetry)

與恆電流充放電(Galvanostatic charge-discharge)來計算這些性能。循環伏安法即在選擇固定電壓範圍

之內，以固定掃描速度(S, Vs-1)對電位進行來回掃瞄，量測電極的反應電流值【19】。循環伏安法是用

來評估電容元件之電化學性能，此方法除了能評估元件的電容值之外，還可藉由其曲線的形狀與氧化

還原峰值，辨別各電容系統特性的優劣，以及適用的電位窗(Potential window)範圍。電位窗是指在電

解液不出現氧化還原反應的條件下，電極能表現出良好電容特性的電位區間。另外，藉由比較陰、陽

極曲線的對稱性與面積，亦能了解電極的電化學反應之可逆性。比電容值是評估電容性能一個重要的

數值，比電容值(C)的定義為每單位克重提供的法拉值(Fg-1)，比電容值越大表示儲存電荷的能力越優

異。可用下列(1)式來描述其物理意義，其中 I 為電流值、S 為掃描速率、ΔV 為電位窗範圍、m 為活

性材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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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電流充放電也常用於計算比電容值。對電極施加電流 I，並測量其電位隨時間(t)的變化情形。

由於電流為定值，因此 Q 可以表示為 I×t，帶入 c=Q/v 可得到 c=(I×t)/v，經由氧化還原過程還之後即

可得到恆電流充放電圖，在氧化還原過程中如果充放電曲線斜率越一致代表此電容擁有理想的電容特

性，(2)式也能應用於計算比電容值，其中電流為 I，時間為 t，活性材料質量為 m，ΔV 為電壓變化。

恆電流充放電亦可測量不同電流密度下之比電容值，用以觀察電容在高掃描速率下之比電容值是否有

嚴重衰退，藉此評估其高速充放電能力，即可得到電容保持率，計算方法如(3)式，其中 Cr 為電容保

持率，C1 為初始掃描速率所得之比電容值，Cn 為欲測量電容保持率之掃描速率下所得比電容值。使

電容在固定的電流密度下，進行 3000 次以上的充放電測試，可以評估出電容之壽命，所形成之趨勢

為循環穩定性，計算方法如(4)式，其中 Ccp為循環穩定性，C1t為尚未進行充放電所得之比電容值，Cnt

為進行完 3000 次以上充放電過程所得比電容值。能量密度單位為單位質量電容所能提供之能量(Wh 

kg-1)，使用恆電流充放電所設定之電流密度，即可計算出此電容可以儲存能量之多寡，其計算方法如

(5)式，其中 E 為能量密度，t1與 t2分別為開始放電與停止放電時間，Id為電流密度，ΔV 為放電開始

至放電結束之電位差。電容功率密度為單位質量電容所提供的功率(Wkg-1)，單位質量電容所提供功率

越大，代表其瞬間充放電能力越好，將(5)式所算出之能量密度除以時間(t)即可得到電容之功率密度，

計算方法如(6)式，其中 P 為功率密度，E 為能量密度，t 為時間。 

 C =
∫ 𝐼𝑑𝑉

𝑆×∆𝑉×𝑚
  (1)  𝐶𝑐𝑝 =

𝑐𝑛𝑡

𝑐1𝑡
  (4) 

 C =
𝐼×𝑡

𝑚×∆𝑉
  (2)  𝐸 = ∫ (𝐼𝑑 × 𝛥𝑉)𝑑𝑡

𝑡2

𝑡1
  (5) 

 C𝑟 =
𝑐𝑛

𝑐1
  (3)  P = E/t  (6) 

1.5 多孔矽在超級電容之應用 

由於微機電系統、微感測器與穿戴式電子產品的蓬勃發展，對於可以在有限的電極基板上，擁有

高比表面積的結構就成為各式基板可脫穎而出的重要條件。經由光輔助電化學蝕刻所製作的多孔矽結

構，能利用其多孔結構，在提升電極的比表面積同時也提升了離子吸附的能力，達到提升超級電容性

能之作用，並且也能透過參數之調變以控制孔隙率與深寬比，達到元件性能提升之目的。1995 年，

Lehmann等人提出在剛蝕刻完之多孔矽結構，因其表面會有將電子卡在微晶之間縫隙的現象，稱之為

表面電荷陷阱(Surface charge traps)，造成後續電極導電性不佳與循環穩定性差等問題。因此，許多文

獻指出在多孔矽結構之表面塗覆如石墨烯、金屬膜或特殊陶瓷(如 TiN)等材質，即可改善多孔矽在穩

定性及導電性不足之問題。 

2014年，Grigoras等人使用電化學蝕刻技術，於六吋P型矽晶片上形成深度6 m、孔徑50 nm多孔

矽層(圖1-5(a-b))。高深寬比的多孔矽層表面再利用原子層沉積(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技術鍍上

一層約10 nm的TiN膜 (圖1-5(c))。圖1-5(d) 顯示六吋矽晶片上所形成的二十個1.5 cm2多孔矽蝕刻面積。

接著，使用兩組多孔矽作為電極，中間以2 mm厚的PDMS框架(Frame) 作為隔離層(Separator)和電解質

的儲存池(Reservoir)，0.5 M的TEABF4/PC為電解質(圖 1-5(e))。圖1-5(f)為具多孔矽/TiN電極之超級電

容器，在1 mA恆定電流下的充電/放電曲線，其電池效率約為82％，評估電容為3.9 mF。圖1-5(g)顯示

其循環伏安法所獲得之C-V曲線，表現出幾乎理想的矩形，而在5500次循環掃描次數下其電容仍沒有

衰減而保持固定。具多孔矽/TiN電極之超級電容，其體積比電容值可達到7.3 F/cm3、比功率密度為

32W/cm3、比能量密度為1 mWh/cm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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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5 (a) Cross-sectional image of PS layer. (b) High magnification image of PS. (c) High magnification 

SEM image of PS/TiN layer. (d) Optical image of a 150 mm Si wafer with PS wells for supercapacitor 

electrodes. (e) Test bench device to characterize the properties of PS/TiN electrodes. (f) Charge/discharge of 

TiN/PS supercapacitor at current of 1 mA. (g) CV curves of TiN/PS supercapacitor at 100 mV/s voltage scan 

rate【20】. 

2016年，Grigoras等人開發崁入矽晶片內(in-chip)的超級電容。首先，在矽基板的垂直深孔製作橫

向的高深寬比多孔矽層結構，其表面再利用原子層沉積技術鍍上一層約10 nm的TiN膜，完成崁入矽晶

片內之超級電容的製作。電解質有0.5 M TEABF4/PC的有機電解質，以及1 M NaCl 的水溶液電解質。

TEABF4與NaCl溶液對TiN層均能有效降低接觸角，提升電解質在高深寬比多孔矽層的滲透性。圖1-6

為完成製作之崁入晶片內的超級電容，以及其側壁之多孔矽結構。此一元件性能可達到體積比電容值

為 7.3 F/cm3、功率密度為214 W/cm3、能量密度為1.3 mWh/cm3，具有超過13000次充放電循環次數的

穩定性，結合微機電元件的製作技術，將可實現崁入矽晶片內之超級電容的開發與應用【21】。 

 

Fig. 1-6 (a-e)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in-chip PS–TiN supercapacitor and (f) its cyclic voltammetry curve at 

100 mV/s (inset) and capacitance retentio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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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Oakes等人將高摻雜P型矽所形成的多孔矽(Porous-Si, P-Si)結構，表面再成長一層高包覆

性(Conformal)的石墨烯(Graphene)，其結構示意圖如圖1-7所示。此石墨烯膜可鈍化多孔矽表面的電荷

陷阱(Surface charge traps)，同時也可提供理想的電極-電解液電化學反應界面。電化學蝕刻是使用50 % 

HF與乙醇(3:8 v/v)混合溶液，施加電流密度45 mA/cm2、蝕刻3 min而形成深度4 m、孔徑50 nm的多孔

矽層。多孔矽樣品置於CVD石英管爐中，使用C2H2 /H2 /Ar混合氣體混合物，溫度從650 ℃升高至850 

℃進行20分鐘的處理，控制溫度上升速率與變化，對於抑制P-Si的熔化和形成穩定的石墨烯鈍化層是

相當重要。石墨烯層的厚度3 nm，約為510層厚。使用兩組多孔矽作為電極，1-乙基-3-甲基咪唑四氟

硼酸鹽(EMIBF4)離子溶液為電解質，利用真空滲透方式讓電解液進入多孔矽中，再組裝成對稱式電極

超級電容元件。由圖1-7的循環伏安C-V曲線可明確看出P-Si-graphene結構電極的超級電容，比起純P-

Si結構電極元件，可以產生較大面積的C-V循環面積，且可產生較大的工作電壓~2.7 V。對於P-Si-

graphene結構電極的超級電容，在小於1 KW/Kg 與 1000 KW/m3的功率密度下，分別可以產生4.8–4.9 

Wh/Kg 與 3.2 KWh/m3的能量密度【22】。 

 

Fig. 1-7 (a) Scheme of the effect of graphene-coated and pristine P-Si on the capacitive charge storage 

properties. (b) Cyclic voltammetry measurements for graphene-coated and pristine P-Si, with approximate 

electrochemical windows in EMIBF4 electrolyte【22】. 

2017 年，Ortaboy等人使用氧化錳(MnOx)修飾於碳化的多孔矽奈米線陣列(Nanowire arrays)結構，

再以 MnOx/C/PSiNWs 結構作為電極結構，實現高性能之超級電容製作。多孔矽奈米線陣列表面的碳

膜是以 CH4 /Ar 氣體、900 ℃的 CVD 沉積技術製備完成，其可增加奈米線結構表面的化學穩定性與

導電性。C/PSiNWs 結構的表面在 KMnO4水溶液槽中，以無電鍍沉積(Electroless deposition, ELD)技術

修飾氧化錳(MnOx)顆粒，以增加擬電容(Pseudocapacitive)行為而增加能量的儲存。超級電容是由

C/PSiNWs (負極)與 MnOx/C/PSiNWs (正極)的非對稱電極組裝而成，如圖 1-8(a)所示，電解液是 0.1 M 

EMIM-TFSI ( 1-乙基-3-甲基咪唑啉雙(三氟甲基磺酰基)亞胺)/Acetonitrile (乙腈)離子溶液。圖 1-8(b)表

示 0.1 Vs-1掃描率的循環伏安 C-V 曲線，可知 MnOx/C/PSiNWs 非對稱電極的電容器，比起 C/PSiNWs

對稱電極的電容器有更好的電容性能，大約高出了 5.5 倍。修飾 MnOx的電極具有近似矩形的 C-V 曲

線，其有較寬可逆的氧化還原峰，此即可證實 MnOx有優異的擬電容行為。圖 1-8(c)表示該超級電容

元件在 4.0 mA cm-2電流密度下，進行連續 3000 次的充放電循環後，其電容仍可維持在 82%【23】。 

 

Fig. 1-8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consisting of the MnOx/C/PSiNW positive electrode, an ionic liquid 

electrolyte, a separator and the C/PSiNW negative electrode, (b) cyclic voltammetry curves of 

MnOx/C/PSiNW and C/PSiNW electrodes at a scan rate of 0.1 Vs-1, and (c) cyclic stability of the device as a 

function of cycle number; inset shows the corresponding CV curves at a scan rate of 0.1 Vs-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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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2.1 實驗動機與目的 

超級電容器類似於充電電池，但比傳統的充電電池具有更高的比功率和比電容，並且有很高的

循環壽命與穩定性，其比功率可達到每公斤千瓦數量級以上，迴圈壽命在萬次以上，故超級電容器在

電動車以及消費性電子具有極其重要的應用前景。然而，目前超級電容器的電極製作，大都只使用平

面金屬電極作為電流收集層(Current collector)，造成感應電荷的傳輸性與電解液的質傳性受到限制，

或者必須使用大量高成本的導電高分子(PANi)，才能達到快速可逆氧化還原反應，獲得高密度儲能的

效果。另外，平面金屬電極塗上碳材漿料的傳統固態電容器，受到大應力、高速撞擊與震動的作用下，

金屬電極與碳材料間容易產生脫層現象，造成電容元件的失效。即使利用3D多孔碳結構(碳海綿、碳

氣凝膠、碳纖維)作為電極，但正負電極板組裝壓縮後，容易產生多孔碳結構的塌陷現象。若是電容元

件受到大應力、高速撞擊與震動的作用下，這些多孔碳結構的脫層、塌陷現象將更嚴重，使多孔碳結

構無法應用於國防工業、電動載具等抗壓耐震需求之超級電容。若是使用多孔性結構作為電流收集電

極板，再使用電解液滲入多孔電極板結構中，並進行固化，則其內部非常結實，能夠在受壓與震動下

仍保持結構的完整性，有機會實現高抗壓耐震性超級電容之開發。 

因此，本實驗為實現以固態電解質搭配多孔矽結構/石墨烯/RuO2複合電極之抗壓耐震型超級電

容的開發目標，將利用光輔助電化學蝕刻製作2 cm  2 cm矽孔洞陣列作為耐壓性電極板，提供電子跟

離子的傳輸通道，提高比電容值。利用化學氣相沉積技術在表面成長碳膜做為鈍化膜並增加導電性與

親水性，讓電解質能更加容易進入多孔矽結構中，再將混拌石墨烯薄片、過渡金屬氧化物(RuO2)、高

分子材料(PVA)的電解液，以真空滲入方式進入多孔結構中並使其固化，再由電極外側加以固定成三

明治結構即完成對稱式(多孔矽結構/石墨烯/RuO2 vs.多孔矽結構/石墨烯/RuO2)超級電容元件，使得兼

具高導電性、高比表面積、高電荷傳輸性、高電解液質傳性、高耐壓耐震強度的三維電極得以實現。 

2.2 矽孔洞陣列/碳膜複合結構電極板之製作 

2.2.1 矽孔洞陣列結構之製作流程 

  為了增加超級電容靜電吸附之電荷量，將製作具有高深寬比之矽孔洞結構，不但提升吸附之電荷

量，也提升石墨烯顆粒與 RuO2填入多孔結構的數量，本計畫將利用光輔助電化學蝕刻製程與化學氣

相沉積技術成長碳膜，詳細製程說明如下: 

1. 槽體設計:光輔助電化學蝕刻製程中，蝕刻液主要為氫氟酸(HF)，但由於 HF 具有強烈腐蝕性，對

人體將造成強烈危害，故操作時要特別注意。由於 HF溶液會侵蝕二氧化矽，如玻璃材質，因此本

實驗槽體選用壓克力材質。蝕刻進行中會產生氫氣，為了使得蝕刻時所產生的氫氣能順利排出，

以避免氣泡遮蓋反應區域，本實驗晶片採以蝕刻面朝上放置。陽極為一個中空的銅製螺絲，頂端

放置橡膠環用以固定矽晶片，以避免蝕刻液洩漏，並負責提供偏壓。陰極板距離底部蝕刻晶片為

2 cm，其材質為三條 4 cm x 1 cm白金片，中間間隔 1 cm以便蝕刻時產生之氫氣可通過排氣孔(每

排 3 個)，如圖 2-1 所示。  

2. 陽極導電層:由於在陽極端需要產生偏壓，故在完成深蝕刻晶片之流道面，以濺鍍機(Sputter)沉積

銅(Cu)膜 20 nm 以及黏著層鉻(Cr)膜 2 nm，濺鍍完後利用三用電錶確定金屬層的導電能力。實驗

所採用為 N 型矽晶片，在進行光輔助電化學蝕刻製程時，需在陽極端照光，以激發高摻雜之晶片

內部的電子-電洞對分離，所鍍之金屬層不可太厚，否則透光性太差。 

3. 蝕刻液調配:本實驗所採用的光輔助電化學蝕刻液為 HF溶液，而其原液濃度約為 50 wt.%的溶液。

由於 HF 能夠侵蝕鈣質以及 SiO2，具有相當的危險性，溶液配製全過程需要穿戴耐酸鹼手套、活

性碳過濾器之防毒面具，以及相關抗酸鹼化學防護衣，以避免接觸皮膚或吸入該揮發氣體，調配

過程中，蝕刻液不可置於玻璃燒杯內，以避免腐蝕玻璃導致蝕刻液外洩。本實驗將針對 HF 原液、

DI water、添加劑比例與偏壓值進行參數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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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置蝕刻裝置:圖 2-2 為光輔助電化學蝕刻之配置圖。首先將欲蝕刻面朝上，向蝕刻槽體方向裝入，

再將電極螺絲鎖上，先以純水測試槽體底部是否外洩，並使用三用電錶量測試電極螺絲是否能與

背面金屬層導通。將蝕刻槽置於基座上，接上電源供應器之電極線，再將蝕刻液隨著槽體內壁緩

緩倒入，以避免蝕刻液濺出。 

5. 進行光輔助電化學蝕刻:開啟蝕刻槽體底部光源設備與電源供應器提供偏壓進行蝕刻，同時恆電位

儀系統開啟測量模式，紀錄蝕刻時間與蝕刻電流之變化，並且觀察蝕刻面有無氣泡產生，蝕刻時

必須在一抽氣環境下進行，以避免 HF蒸氣揮發之危險。 

6. 蝕刻結束後處理:蝕刻完成後先將蝕刻液小心倒入 HF 專用回收桶，再將晶片取出置於非玻璃容器

內以去離子水緩慢沖洗 3 分鐘，以氣槍吹乾，再將晶片放置於熱墊板以 105 C 烘烤 3 分鐘，去除

殘餘水氣。 

 

Fig. 2-1 Schematic for photo-electrochemical et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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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2 Schematic of photo-electrochemical etching system. 

2.2.2 化學氣相沉積之碳膜製備 

光輔助電化學蝕刻所形成的矽孔洞陣列結構，表面活性大易與電解液產生反應作用，直接使用

於超級電容的電極，其效能將受到影響。一般多孔矽結構的表面會再成長一層高包覆性(conformal) 氮

化鈦(TiN)、碳膜、石墨烯(Graphene)等材料，這些複合膜可鈍化多孔矽表面電荷陷阱(Surface charge traps)，

同時也可提供理想的電極-電解液電化學反應界面。另外，多孔矽結構表面鍍上複合層還有增加導電性，

鈍化多孔矽的表面避免與電解液產生反應，以及增加對電解質的濕潤性等優點。本計畫以化學氣相沉

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技術，進行矽孔洞陣列結構表面之碳膜包覆，其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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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片放置:將具結構之矽晶片置於石英晶舟，並推入高溫爐管中心，再將石英管封閉。 

2. 氣氛控制:封閉石英管後，開啟機械幫浦進行抽真空，待系統壓力抵達約310-2 torr時，關閉幫浦，並

通製程氣體Ar/H2 (9:1)約700 sccm使系統壓力達到760 torr。 

3. 系統升溫:當壓力抵達760 torr後，以每分鐘15℃升溫至900℃，並在到達900℃後預熱1小時。 

4. 碳膜成長:將載氣Ar/H2與Ar設定為55 sccm與495 sccm，即可通入碳源氣體CH4以1 sccm的速率20分鐘，

進行成長。 

5. 碳膜表面修補:待碳膜成長時間20分鐘到達後，手動關閉加熱，在溫度降至800℃之期間持續通以碳源

氣體修補碳膜。 

6. 爐管冷卻:修補結束後，將Ar/H2與Ar流量改成110 sccm與440 sccm，以自然降溫的方式達到約150℃，

方可關閉兩種載氣並將試片取出。 

 

Fig. 2-3 Thermal CVD system for CNTs growth was built up at NTNU. 

2.3 高效固態電解質之調配 

  作為一個抗壓耐震型能量儲存元件，除了必須改善液體電解質易發生電解液洩漏及漏電流過大等

問題外，最好是使用固態電解質以支撐電容的多孔性結構，使其在高壓力與高震動嚴苛的工作條件下

仍然保持穩定，不會產生脫層或塌陷而失效。本計畫將以高分子材料(PVA)為底材，以不同的比例混

拌石墨烯、RuO2，以選定最佳的調配比例。 

1. 固態電解質調配:將PVA/H3PO4/DI water以6:6:60重量比混合，因為PVA在常溫下難以均勻溶解於磷

酸水溶液中，需要搭配磁石攪拌機以800 rpm 85℃持續攪拌6小時，將PVA完全溶解於磷酸。 

2. 混摻石墨烯與RuO2:調配過程中，若使用手持攪拌棒進行混拌時，可能會產生空氣混入的問題，對

於高黏性的高分子漿料，也不易混合均勻，進而將影響電解質的特性。因此，本計畫將使用行星

式真空脫泡機進行去除氣泡之均勻攪拌，其中，第一階段的公轉轉速為1000~1200 rpm、自轉轉速

為300~500 rpm，時間為60~150秒，使石墨烯、RuO2與電解液可充分得均勻混拌；第二階段的公轉

轉速為1000~1200 rpm，自轉轉速 1000~1200 rpm，時間為120~240秒，可同時進行攪拌與真空抽

氣，將電解液中的氣泡與氣隙去除，此步驟可完全地混拌高分子材料與石墨烯、RuO2等添加物，

以達到高均勻性。最後，將 PVA/H3PO4/DI water:graphene:RuO2 以 96:1:1重量比完成，而

PVA/H3PO4/DI water:graphite以48:1重量比完成後，將其定量0.1 g滴於於多孔矽/碳膜複合電極表面，

並將試片放進真空腔體中，利用真空抽氣方式將高分子電解液滲入多孔矽/碳膜複合結構中，然後

固化即可完成固態電解質之製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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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超級電容組裝 

圖 2-4 為本計畫抗壓耐震型超級電容的組裝示意圖，將兩塊已滲有固態電解質的多孔矽結構/碳

膜複合電極板，適當配對於惰性氣氛手套箱內加壓組合，由電極外側加以固定成三明治結構即完成對

稱式(多孔矽結構/石墨烯 vs.多孔矽結構/石墨烯)超級電容元件，以比較有無方形陣列結構、不同石墨

烯比例、RuO2的有無等參數下，超級電容的性能差異。 

組裝完成之超級電容，必須將電容器正負極兩端連接至精密電源供應與量測儀，進行循環伏安法

(Cyclic voltammetry)之電化學特性量測，包括電流-電壓(C-V)、充放電循環壽命 (V-T)、比電容(Fg-1)、

功率密度(Wkg-1)、能量密度(Wh kg-1)等曲線評估。另外，在高深寬比多孔矽結構與固態電解質的使用

下，將在震動測試機台以不同之震動加速度測試固態電解質不會因脫層而失效。 

 

 

 

 

 

 

 

 

Fig. 2-4 Fabrication process of supercapacitors with porous silicon as elect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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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3.1 光輔助電化學蝕刻參數製程 

在本計畫中多孔矽 (Porous silicon)結構便是以光輔助電化學蝕刻(Photo-assist electrochemical 

etching, PAECE)技術進行製作。本節將就調整蝕刻參數，對所形成之蝕刻形貌、孔徑結構與進行討論。 

本計畫採用厚度僅為 300 μm的 N 型晶片，同時選用兩種高摻雜的低阻值(0.01-0.02 -cm)試片作

為蝕刻參數嘗試，如表 3-1 所示，進行蝕刻實驗時需要同步光源輔助照射，在進行光輔助電化學蝕刻

製程前，需於其中一端濺鍍沉積 20 nm的銅導電層，作為電化學蝕刻形成多孔矽結構所需偏壓之電性

連結。將晶片置於蝕刻槽體，面接觸蝕刻液，由不同濃度的氫氟酸溶液，搭配不同酒精添加劑配比進

行蝕刻，並調整恆電位儀之電壓進行擴散層蝕刻，蝕刻時間隨所需之蝕刻深度而定。在初步的測試中

發現低阻值試片相對於一般阻值試片在相同電壓下會產生較大電流，使電化學蝕刻過於劇烈，導致整

個蝕刻面凹陷且均勻蝕刻，形成類似電化學拋光(Electrochemical polishing)情形，故在蝕刻電壓上需選

用較小電壓。另外，初步的測試中也發現酒精(99.5%)的添加量固定於 1 wt.%時，才具有蝕刻現象。

表 3-2 為電化學實驗的參數相關條件。 

圖 3-1 至圖 3-3 為各種蝕刻參數測試完成後，所拍攝之 SEM 觀測照片，而使用的是銻(Sb)摻雜之

低阻值晶片。由於過大的偏壓會造成電化學拋光現象，故先以較小的電壓進行測試。圖 3-1 發現在使

用 0.75 V 的偏壓以及氫氟酸濃度為 5 wt.%、蝕刻 3 hr 後，表面形成如海綿狀之多孔結構，但蝕刻厚

度僅約 5 μm，而且海綿孔洞僅達奈米尺寸，對於石墨烯與 RuO2顆粒而言太過狹窄，會使得混摻顆粒

難以進入孔洞，所以接著嘗試進行蝕刻出較大孔洞以及較深的蝕刻厚度實驗。 

進行第二組參數測試時，改變氫氟酸濃度 5 wt.%提升至 10 wt.%，以及蝕刻時間改成 5 hr，同時

也設定兩種偏壓 1.5 V 與 3 V，分別為圖 3-2 與圖 3-3。從圖 3-2 中可發現，蝕刻的結構樣貌已與前一

組有相當大的差異，蝕刻表面形成如片狀結構，但是其大小皆近 100 μm，而且已有些許剝落，並不

能作為良好的電荷吸附結構。圖 3-3 之片狀結構有縮小趨勢，也無觀察到剝落情形，但其蝕刻形貌依

然不能有效的作為電極結構，推測是因其摻雜成分影響，在開始進行蝕刻時，氟離子會對表面電洞進

行反應來達到蝕刻效果，而摻雜原子與光輔助照射將會提供電洞，因此推斷晶片的摻雜原子總類、摻

雜方式、磊晶方式等皆會影響蝕刻形貌，故接下來使用相同之蝕刻參數，蝕刻摻雜磷(P)成分之低阻值

晶片。 

第三組測試採用第三組參數設定，氫氟酸與添加劑分別為 10 wt.%與 1 wt.%，偏壓為 3 V，且蝕

刻時間為 5 hr，而蝕刻晶片為磷(P)摻雜，其結果為圖 3-4。圖 3-4 中可發現表面與內部蝕刻形貌已達

到多孔結構，其孔徑約 1-0.3 μm左右，從圖 3-4 (d)側面觀察蝕刻厚度約 160 μm，整體結構已適合做

為超級電容的多孔結構，但圖 3-4 表面與剖面尚有些許海綿狀結構遮蔽多孔表面，故將進行提高偏壓

加以蝕刻清除。 

第四組測試偏壓提高至 3.5 V，其結果如圖 3-5 所示。圖 3-5 (a)(b)的表面與剖面結構，相對於圖

3-4 (第三組)的結果已乾淨許多，並無遮蔽多孔結構的現象。從圖 3-5 (d)側面觀察到蝕刻深度約 170 

μm，整體多孔結構完整，適合使混摻顆粒進入，因此接下來將會多孔矽結構上進行碳膜成長，來達到

鈍化多孔矽表面電荷陷阱以及降低阻值之作用。 

 

 

 



16 

 

 

Table 3-1 Wafer specification used in this wet etching. 

Items Specifications 

Diameter 100 ± 0.5 mm 

Thickness 300± 25 μm 

Orientation <100> 

Surface Double side polished 

Resistivity 0.01-0.02 –cm 

Type/Dopant 
N/Phosphorus 

N/Antimony 

 

 

 

 

 

 

Table 3-1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for porous silicon formation 

Substrate 
N-typed antimony (Sb) doped wafer 

N-typed phosphor (P) doped wafer 

Resistivity 0.01-0.02 -cm 

Etching voltage 0.75 V, 1.5 V, 3 V, 3.5 V 

Etching time (min) 3 hr, 5 hr. 

Electrolyte composition 5 wt.%, 10 wt.% HF  

Electrolyte additive 1 wt.% Alcohol 

Mask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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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1 SEM image of porous surface with electrolyte of 5 wt.% HF, applied voltage of 0.75 V and etching 

time for 3 hr. (Sb doped silicon wafer). 

 

Fig. 3-2 SEM image of porous surface with electrolyte of 10 wt.% HF, applied voltage of 1.5 V and etching 

time for 5 hr. (Sb doped silicon wafer). 

 

Fig. 3-3 SEM image of porous surface with electrolyte of 10 wt.% HF, applied voltage of 0.75V and etching 

time for 3 hr. (Sb doped silicon w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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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Fig. 3-4 SEM images of porous surface with electrolyte of 10 wt.% HF, applied voltage of 3 V and etching 

time for 5 hr. (P doped silicon wafer): (a) overview, (b-c) close-up view, (d-f) cross-sec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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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Fig. 3-5 SEM images of porous surface with electrolyte of 10 wt.% HF, applied voltage of 3.5 V and etching 

time for 5 hr. (P doped silicon wafer) : (a) overview, (b-c) close-up view, (d-f) cross-sec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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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化學氣相沉積參數選擇 

為了成長碳膜於多孔矽表面，本計畫採用CH4作為碳源氣體，於常壓環境之下，以550 sccm之Ar/H2

混合氣體作為升溫保護氣體，加熱至900℃後，配合Ar/H2/CH4，進行20分鐘之成長，可藉由圖3-6之拉

曼光譜看出，碳膜呈現出與碳材料相符之D-band (1353.27 cm-1)與G-band (1592.27 cm-1)，為了二次確認

碳膜是否成功長於多孔矽之上，將會使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進

行量測，其試片製作方法是將欲量測溶液，以滴管滴在TEM專用鍍碳銅網上再陰乾，而溶液濃度避免

過高，否則電子束將無法穿透。透過電子束打至試片，再經放大成像，由於TEM的影像解析度可達到

原子等級，且所量測的試片厚度較SEM來的薄(<100 nm)，與所量測的SEM影像相比，較適合用來量測

薄片狀物與奈米顆粒分佈的情形。 

圖3-7為碳膜之TEM圖，在圖中點2之位置進行選區掃描可看出此處之碳元素比例遠高於矽，並且

在圖3-8之HR-TEM圖可以觀察出在整齊排列的矽晶格與背景的夾縫之中有以隨機方式排列之碳，代表

著化學氣相沉積製程成功在多孔矽上成長出碳膜。 

 

Fig. 3-6 Raman spectra of carbon film. 

  

Fig. 3-7 TEM image of porous sil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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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8 HR-TEM image of porous silicon. 

3.3電解質混入情形 

為了確定在使用真空抽氣之後，有將電解質抽進多孔矽之結構內，圖3-9為拍攝多孔矽剖面之SEM

圖，能在選區之EDS圖中看到含有Ru元素如表3-3所示，其代表混有RuO2之電解質有成功進入至多孔矽

結構之中。 

 

Fig. 3-9 SEM image of porous silicon. 

Table 3-3 Element ratio of Fig. 3-9 

 Atom. C [at.%]  

Si 99.2 

Ru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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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超級電容之元件組裝 

  將製備完成之多孔矽電極，首先以混有石墨烯與RuO2之電解質滴於擁有多孔矽結構之圓形區域，

再以分次滴定固態電解質之方式，將兩片電極隔開，固態電解質除了用於離子之傳輸外，同時也兼具

隔離膜的作用，避免兩電極接觸造成短路，也能藉由再外部包覆聚二甲基矽氧烷(PDMS)提升對於壓力

與震動的一定耐性，圖3-10即為超級電容元件各部分組成圖。 

     

          (a) Porous structure (b) Drop solid electrolyte on electrodes 

     

(c) Assemble electrodes                (d) Assemble PDMS 

Fig. 3-10 Photograph of component of a supercapacitor. 

3.3 超級電容之特性量測 

將封裝完成之超級電容，利用恆電位儀進行循環伏安法量測，使用掃描速度0.05到2 V/s於0至3.8 

V之電位窗進行來回掃描十圈，量測電容之氧化峰與還原峰之偏移情況。藉由恆電流充放電計算比電

容值。本實驗將針對在電解質中混摻graphite與graphene/RuO2之超級電容元件進行量測，並比較其比電

容值之差異性。 

首先，將混摻 garphene/RuO2 之電極板，進行超級電容的循環伏安比較與評估。圖 3-11 為

garphene/RuO2之 C-V 曲線，從掃描速率 0.05 提至 0.2 V/s 過程中，掃描出之圖型因加入奈米碳材所帶

來之電雙層電容作用而偏向理想矩形，並且氧化峰與還原峰沒有因為掃描速率的提升而造成嚴重偏移，

代表此電容擁有著良好之循環性能。圖 3-12 為加入 graphite 與加入 graphene/RuO2 之電極在掃描速率

為 0.2 V/s 之比較，可以得知加入 graphene/RuO2之電極 C-V 曲線面積比加入 graphite 大上約 1.5 倍，

代表摻入 graphene 材料之輔助效果，產生良好的導電性和高電容量，有效增加電容儲能特性。且 RuO2

具備法拉第電荷轉移之能力，因此產生較佳導電性和儲存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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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為混摻 graphite 與混摻 graphene/RuO2之恆電流充放電圖，電流密度設定為 0.127 A/g，可

藉由(2)式計算得知其性能分別為混摻石墨之 0.78 F/g 以及混摻 graphene/RuO2之 1.5 F/g，由(5)式可計

算得知能量密度為 0.115 Wh/kg，功率密度為 207 W/kg。圖 3-14 為 graphene/RuO2 材料之循環壽命曲

線，經由 50 次循環充放電之後，仍保有 88%的保持率，受惠於結合了奈米碳材庫倫靜電吸附的能力以

及過渡金屬氧化物之法拉第電荷轉移(Faradic charge transfer)兩者之作用關係，使得本超級電容具有較

理想之循環穩定性。圖 3-15 為本計畫之超級電容模擬在震動環境下之測試，以 400 Hz 之頻率模擬在

受到 30 g 之加速度狀況，可得知受惠於固態電解質以外層 PDMS 之保護，將兩片多孔矽電極結合得十

分牢固，在經過 30 g 之加速度後不至於因為嚴重之破裂現象而導致性能下跌。如圖 3-16 所示使用 1 kg

之砝碼模擬受到 15 KPa 之壓應力下，仍保有 55%之性能，因固態電解質經由抽真空而均勻進入多孔矽

結構內，在受到極大壓力時不至於產生嚴重之破裂現象，導致性能大幅下跌。 

 

Fig. 3-11 Cyclic voltammetry measurement of graphene/RuO2 electrodes at different scan rates. 

  

Figure 3-12 Cyclic voltammetry measurement of graphene/RuO2 and graphite electrodes at 0.2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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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13 Galvanostatic charge-discharge of graphene/RuO2 and graphite electrodes at 0.127 A/g. 

 

 

 

 

 

  

Fig. 3-14 Cycling performance of graphene/RuO2 electrodes in 50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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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15 Specific capacitance of graphene/RuO2 electrodes under different G-forces. 

 

 

 

Fig. 3-16 Photograph of a load-bearing supercapacitor was pressed by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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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成功以光輔助電化學蝕刻技術製作出多孔矽，以及使用化學氣相沉積碳膜於多孔矽表面，

並透過真空腔體使石墨烯與 RuO2成功進入多孔矽結構，輔以固態電解質組合多孔矽電容，完成耐壓

型抗震超級電容之開發。本研究期望以此快速、簡易的製程技術，降低製作成本並提升超級電容之性

能。目前研究成果歸納如下： 

1.  本研究利用實驗室具備之光輔助電化學蝕刻技術，在 n型矽晶片表面以 HF:酒精 =10:1 重量比的

條件下，成功於蝕刻出深度 170 為 μm，孔為 2～3 μm之多孔矽結構 

2.  本研究以化學氣相沉積技術成功在多孔矽之表面一層碳膜， 並以拉曼光譜出現碳材之特徵峰 G

與 D-band 以及 TEM 之高解析模式證實碳膜成長之成功 

3.  本研究透過真空腔體將混摻石墨烯與 RuO2漿料之電解質灌入矽孔洞結構，並以 SEM 拍攝剖面以

及 EDS 元素分析證實 RuO2在矽孔洞中存在 

4.  本研究對四種對電極材料進行循環伏安法量測，於 0 V~3.8 V 範圍以 0.05、0.1、0.2 V/s 三種掃描

速率進行反覆掃描，而圖形未有明顯之氧化還原峰偏移，證明具有良好之循環特性，且受惠於石

墨烯材料之良好導電性與高電容量，以及 RuO2帶來的法拉第電荷轉移，摻雜 graphene/RuO2之性

能為摻雜 graphite 組之 2 倍。 

5.  本研究將封裝完成之超級電容元件在經歷 50 次充放電之後仍擁有 88%電容保持率，並且在受到

30 g 之加速度依舊將性能維持在 96%，在受到 15 KPa 之壓應力也仍有原性能之 55%。 

 

 

 

 

 

 

五、未來展望 

  本計畫主要針對實驗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與結果，提出幾點建議，並指出未來研究可進行

之後續發展方向： 

1.  石墨烯/RuO2 顆粒在進入多孔矽孔洞之狀況並非特別良好，因此，未來可以嘗試使用黃光製程在

表面多增加顆粒吸附空間。 

2.  目前 RuO2 顆粒由於成本等因素導致成本較高，未來可嘗試其他過渡金屬氧化物或著碳材，期望

降低整體成本及提升其效率。 

3.  因電容重量過輕而造成計算比電容值，只能算上電解質中的活性材料，因此未來將嘗試使用表面

積或著體積為分母的比電容值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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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1.  本研究利用實驗室具備之光輔助電化學蝕刻技術，在n型矽晶片表面以
HF:酒精 =10:1重量比的條件下，成功於蝕刻出深度170為μm，孔為2～3
μm之多孔矽結構
2.  本研究透過化學氣相沉積成功在多孔矽之表面成長一層碳膜。
3.  本研究對四種對電極材料進行循環伏安法量測，於0 V~3.8 V範圍以
0.05、0.1、0.2 V/s三種掃描速率進行反覆掃描，而圖形未有明顯之氧化還原
峰偏移，證明具有良好之循環特性，且受惠於石墨烯材料之良好導電性與高電
容量，以及RuO2帶來的法拉第電荷轉移，摻雜graphene/RuO2之性能為摻雜
graphite組之2倍。
4.  本研究將封裝完成之超級電容元件在經歷50次充放電之後仍擁有88%電容
保持率，並且在受到30 g之加速度依舊將性能維持在96%，在受到15 KPa之壓
應力也仍有原性能之55%。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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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