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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代機械設計朝向高度自動化、智慧化、複雜化的趨勢發展，尤其
輕量化與高品質的需求更是與日俱增，在同時必須確保運轉安全可
靠的前提下，鋁合金與塑膠材料的接合應用更顯其重要性。另一方
面，由於稻榖採收輾製後，產出大量的稻殼，造成環境與處理上的
沈重負擔。這些廢棄稻殼若經過適度燃燒，可轉化為稻殼灰質，內
含有高純度的二氧化矽，與塑膠粉末混合後，可做為前述接合的重
要介質，除有效減少農業廢棄物的環境負荷之外，更能為工業發展
的材料取得新方向，相當符合環境永續的概念，極具研究發展潛能
。為達成鋁合金與塑膠接合之目的，本研究採用CNC加工微鑽孔陣列
的形式製作5052鋁合金粗化表面，在接合界面加入ABS塑膠與稻殼燃
燒灰質的混合粉末，再利用超音波銲接將鋁合金與ABS塑膠板料進行
接合，最後透過拉伸試驗來分析接合效果。另一方面，為了探討實
際應用時面臨的振動問題，本研究首先採用懸臂式振動系統，以有
限元素軟體分析ABS與鋁合金接合件在承受振動時的自然頻率與模態
，透過模擬分析了解試片在不同自然頻率下的振動模態，預測試片
可能發生的斷裂行為。接著以雷射都卜勒振動量測儀觀察異質接合
試片的振動模態，再利用電磁控制的振動台將試片的振動控制在共
振狀態下，透過固定振動機台的出力值和振動次數，獲得加速度-振
動次數之曲線，探討不同混合比例之ABS塑膠粉末與稻殼燃燒灰質粉
末對接合件振動破壞特性的影響。透過振動實驗結果顯示，在相同
孔洞深度1.5 mm且熔接時間2.5秒條件下，異質接合試片在界面添加
含5 wt%稻殼灰質的混合粉末後，比添加純ABS粉末之試片提升26
%的振動壽命；拉剪強度則由2.71 kN提升至3.59 kN，增加32 %的接
合強度。透過本研究可以強化鋁合金與塑膠的接合技術與品質，進
一步提升實際應用時之耐振度與運轉效能。

中文關鍵詞： 5052鋁合金、ABS塑膠、振動壽命、異質接合、超音波銲接、稻殼燃
燒灰質

英 文 摘 要 ： Automation, intellectual, and complexity are in the main
stream of modern machinery development theme along with the
light-weight and high-quality designs. This constant
upgrading trend makes the application of aluminum alloy and
plastic material in high demand. A wid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many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and wind turbines need such aluminum alloy and
plastic joining techniques. However, cyclic vibration
during the operation may bring a big challenge to such
dissimilar joining functions. Moreover, the rice husk
generated from rice production process is always an
environmental burden. The rice husk ash (RHA) which
contains rich silica after burning is an excellent source
to break the dissimilar bonding limitation. The pure
organic silica exacted from RHA could be used as an
interface coupling with plastic powder to the welding
process. It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joining 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joining streng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waste to useful industrial material is a good



practice to reinforce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makes
this research valuable.
This study used CNC micro drilling array for the aluminum
alloy surface-roughening treatment, followed by adding the
ABS and RHA mix powders and ultrasonic welding process to
the dissimilar joining specimen. The tensile test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welding function and define the
strength as well. Additionally, the cantilever beam
vibration system was used to study the vibration behavior
dur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can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natural frequency and mode of
vibration from the ABS and aluminum alloy welding
compartments. This simulation can support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on of breaking behavior on the specimen under
different vibration conditions. The laser doppler
vibrometer (LDV) has also been used to measure the mode of
vibration on the specimens. The acceleration-vibration
curve was calculated from energy and vibration force of the
specimen on the electromagnetic control vibration platform
at resonant stat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bration life of dissimilar joint has been upgraded 26%
for adding mix powder which contained 5 wt% rice husk ash
in the interface for the same experimental parameter in 1.5
mm hole depth and a welding time of 2.5 seconds. In the
same condition, the tensile shear load increased from 2.71
kN to 3.59. kN, which has an increment of 32% in tensile
strength. It can help us to define the formulation of ABS
and RHA,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by lowering the vibration destruction force on
the aluminum and plastic joining parts.

英文關鍵詞： 5052 aluminum, ABS polymer, vibration life time, dissimilar
joint, ultrasonic welding, rice husk 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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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1 研究背景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3C 產品、航空與車輛運輸等交通工具輕量化的需求，輕金屬搭配

塑膠材料使用，以減輕整體重量是現今產業發展趨勢。近年來各製造商在智慧型手機及平板

電腦，多以金屬外殼與內部塑膠結構相接合，便是此項技術發展的最佳證明。隨著輕金屬材

料與高分子材料搭配的普及使用，不同特性之材料界面接合，將成為一項重要的技術發展【1】。

根據金屬工業發展中心執行經濟部技術處 ITIS 計畫成果【2】，除了塑膠外，目前最常用的機

殼材料就是金屬，其中又以鋁合金應用最廣，鋁合金於電子產品外殼之應用風潮主要由 Apple

公司所帶動，而成為主流趨勢。然而，金屬手機殼雖然有高電磁波遮蔽的優點，不過此一特

色卻造成內部收發無線訊號的各式天線性能降低，布置天線機構變得困難。而現階段最普遍

的解決方法是異質材料接合(鋁合金與塑膠接合)。以往常用的金屬與塑膠接合技術，多以機械

扣緊(mechanical fastening)與膠黏接合(adhesive bonding)，來達到金屬基板與塑料結合之目的。

這些接合製程有一些限制，如密合度不佳、應力集中、需要大面積的接合面、太輕、異質材

料冶金特性的差異以及有害氣體排放等【3】，目前各項研究都在努力克服這些問題。 

為了能夠降低成本和簡化製造流程，新的金屬與塑膠的接合技術不斷的推陳出新。現今

相關研究亦有電化學表面處理的陽極氧化鋁(AAO)及微弧氧化(Micro-arc Oxidation, MAO)多

項應用，可在鋁合金上產生多孔性結構，再藉由塑膠射出成形方式，將塑料接合於金屬表面

【4】。日本 Taisei Plas 公司針對金屬與塑膠材料接合提出 NMT (nano molding technology)的技

術，該技術是先把金屬薄板表面的銹、油脂去除後，透過特殊溶液進行表面處理，使金屬材

料表面形成奈米孔洞(圖 1-1)，再將金屬放入模具內進行射出成形，使樹脂進入奈米孔洞中固

化，讓金屬與塑膠可以一體成形，不但使產品具備金屬外觀質感，也可以簡化產品機構件設

計，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結合強度【5,6】。 

 

【處理前】（50,000x）    【NMT 處理後】（50,000x）   【NMT 處理後】(200,000x） 

圖 1-1 鋁合金表面處理形貌【5,6】 

 

銲接則是另外一種可以選擇的接合方法【7,8】。其中超音波銲接早期主要應用在塑膠材

料的接合，近年來也被用來接合異質鋁合金與塑膠材料【9】。Apple 公司於 2013 年申請以

超音波接合金屬與塑膠之專利【10】，如圖 1-2，此項技術是將金屬預先粗化，使其表面呈現

凹凸不平，如此更容易與塑膠做接合。然而，就實際狀況而言，金屬表面粗化的程度會影響

超音波銲接時塑膠流入孔洞中之難易，孔洞太小或深度不足時，要達到有效接合效果並不容

易。 

此外，日本 MEC 公司開發出了直接接合樹脂與金屬的“AMALPHA”技術，其作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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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物理性接合的“錨固效應”。首先將金屬浸入脫脂液，去除金屬表面附著的油脂和鏽蝕

等。接下來將金屬浸入蝕刻液中，使金屬表面粗化，形成一些微細的小孔。然後將金屬浸入

酸性溶液中，沖掉金屬表面析出的副產物，再進行水洗、乾燥。最後，通過射出成型、樹脂

傳遞成型、熱壓成型等方法將熔融樹脂注入具有微孔的金屬。樹脂凝固後，就製成了樹脂與

金屬的接合品。由圖 1-3 的拉伸試驗結果可以瞭解，其接合情形良好，破斷處位於塑料端，

而接合處並未產生破壞。目前該技術在金屬方面還可用於接合鋁合金壓鑄材料，可望快速推

廣到使用壓鑄件較多的汽車產業【11】。 

 

圖 1-2 Apple 專利塑膠與金屬接合流程示意圖【5】 

 

       

圖 1-3 鋁合金與 PPS 塑膠接合件拉伸破斷情形【11】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上述，近年來在鋁合金與塑膠接合的技術發展，主要是先將鋁合金表面以化學溶液

進行粗化，再配合嵌入式射出成形機制，來達到金屬基板與塑料結合之目的。但在射出成形

工法的限制下，需要耗費開發模具成本，若基板面積較大而需接合的部位極少時，模具的設

計也需要隨之放大，不符合經濟效益。而以化學方式處理金屬表面，也難免除成形速度、應

用材料限制和廢液產生的問題。本研究以不使用塑膠模具與射出成形機的前提下，開發新型

式的鋁合金與塑膠材料接合技術。研究構想係配合鋁合金一體成型的加工方式，先將鋁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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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以CNC工具機製作微鑽孔陣列孔洞，再利用超音波銲接(ultrasonic welding)技術將處理過

的鋁合金與ABS塑膠進行接合，使得塑料與粗化的金屬表面產生咬合作用，並在接合界面加

入ABS塑膠與燃燒稻殼灰質的混合粉末來產生強化作用，最後透過拉伸試驗來瞭解接合件之

接合效果。 

另一方面，為了探討鋁合金與塑膠異質接合件在實際應用時面臨的振動問題，本研究首

先採用懸臂式振動系統，以有限元素分析軟體分析ABS與鋁合金同質 (similar)及異質

(dissimilar)接合件在承受振動時的自然頻率與模態，透過模擬分析了解試片在不同自然頻率下

的振動模態，以預測試片可能發生的斷裂行為。接著以雷射都卜勒振動量測儀(Laser Doppler 

vibrometer, LDV)來觀察異質接合試片的振動模態，再利用電磁控制的振動台將試片的振動控

制在共振(resonant)狀態下，透過固定振動機台的出力值和振動次數來獲得加速度-振動次數之

曲線，探討不同混合比例之ABS塑膠與稻殼燃燒灰質粉末對接合件振動破壞壽命的影響。綜

合上述，本研究希望達成下列具體之研究目的︰ 

(1)以超音波銲接將表面具有微鑽孔陣列的鋁合金與ABS塑膠板料進行接合，並在接合界面加

入ABS塑膠與燃燒稻殼灰質的混合粉末來強化，透過拉伸試驗探討接合件之接合效果。 

(2)利用有限元素分析來模擬接合件在不同自然頻率下的振動模態，以預測試片可能發生的斷

裂行為。 

(3)經由振動試驗分析接合件之振動破壞特性，並探討不同混合比例之ABS塑膠與稻殼燃燒灰

質粉末對接合件振動破壞壽命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2.1 金屬與塑膠異質接合技術 

Annerfors等人研究中的接合方式是利用射出成型法【12】，如圖2-1，將PPS及PBT塑料加

熱熔化，當呈現流動狀態時．在活塞加壓下，熔融塑膠被壓縮並向前移動，進而通過料筒前

端的噴嘴以很快的速度注入溫度較低的閉合模具內，經過一定時間冷卻定型後和鋁基板接合，

其澆口、流道、模具的選用也是重點，而當注入腔體也必須考量其壓力、凝固及收縮性的變

化。與原先技術指導的Taisei Plas 公司的樣品比較，PPS與鋁基板接合的強度達到約3 N/mm2，

優於Taisei plas公司的產品，如圖2-2。 

 

圖2-1 NMT與射出成型步驟【12】 

 

日本三力工業開發出鋁基板與奈米碳纖維的接合技術。首先在鋁板上表面氧化處理，進行

耐酸鋁加工使形成陽性氧化薄膜，鋁的表面產生數十微米的孔洞，接著將摻雜奈米碳纖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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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氧樹酯與鋁板貼合，經由150度加熱使環氧樹酯及奈米碳纖維滲透進鋁表面的小孔洞中，置

於常溫冷卻後，就形成複合材料(如圖2-3)，其彎曲強度為鋁板的1.7倍【13】。 

              

圖2-2 接合件平均應力圖 【12】     圖2-3 三力工業開發鋁與碳素纖維接合方法【13】 

 

  Balle等人的研究利用超音波銲接(ultrasonic welding)的方式來接合鋁板及碳纖維強化的複

合材料【9】。超音波銲接的原理基本上就是把聲音轉換成熱能的一種加工方法，其裝置如圖

2-4，它會由發聲器產生20 kHz或15 kHz的高頻率信號，通過固定於超音波機器上的能量轉換

至銲頭上，直接接觸於塑膠製品的工件上，並使工件內的分子發生劇烈摩擦而產生局部高溫，

當溫度高於塑膠的熔點就會熔化塑膠，等熔融的塑膠冷卻後就會重新固化黏合以達到接合效

果。在本研究中使用的是碳纖維聚合物(carbon fibre reinforced polymer, CFRP)對AA5754鋁合

金進行超音波接合，試片如圖2-5，其接合強度平均為31.5 MPa，具有良好的接合品質。 

      

圖2-4超音波銲接裝置示意圖【9】           圖2-5鋁板與複合材料接合試片【9】 

 

在國內也有一些學術單位進行塑膠-金屬接合之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為利用微弧氧化和陽

極氧化鋁，對鋁合金的表面進行改質，再與塑膠進行熱壓接合或者是嵌入式射出成形，而一

般成品的接合強度約為6-10 MPa【4, 14】。另有研究使用鋁鎂合金，將其表面先進行拋光，

其拋光的目的微後續的陽極處理時電場分布更為均勻，拋光完後進行陽及氧化形成許多孔洞，

直徑約為31.8 nm，再將塑膠射出成形在金屬表面上，其接合強度約為95.7±3.2 kg/cm2【15】。 

 2.2 稻殼燃燒物質探討 

稻米是人類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而台灣之農產品又以稻米為主，根據 105 年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統計，台灣年產量達 126 萬 4 千公噸。其中稻殼約占稻米總重量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說，約有 25 萬公噸是農業殘留物，既無法被食用也不具高經濟價值。但因稻殼主成分

包含木質素、纖維素、木醣等有機物及無機物二氧化矽，其燃燒後的稻殼灰具有高純度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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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矽【16】，具有許多商業價值，如表 2-1。Govindarao 分析不同國家產出的稻殼在燃燒後

之稻殼灰成分，發現稻殼灰的組成會受到栽種地點的環境、土壤和氣候影響，造成二氧化矽

在稻殼灰裡的成分比例亦不同。即便同樣都是在印度北方的 Trivandrum 和 Hyderabad 城市，

可能因為施加的肥料造成其燃燒後的鈣、鋁和鐵成分都有些微的不同，如表 2-2【17】。 

 

      表 2-1 稻殼化學組成【16】             表 2-2 不同地區之稻殼組成成份【17】 

        
 

Della 等人透過不同溫度(400、500、600 和 700℃)及時間(1、3、6 小時)燃燒稻殼，發

現燃燒溫度越高、時間越長，含碳物質便會在燃燒中藉由空氣帶走，留下較純的二氧化矽。

研究顯示，二氧化矽之含量在 700℃下燃燒 6 小時可達 95%。此外，凝聚效應會使燃燒後的

比表面積從燃燒前的 177 m2/g 下降至 54 m2/g，但可經由濕磨提升比表面積至 81 m2/g 同時

降低粒徑(100%粒徑小於 6)。此外，在燃燒的過程中，會因為燃燒的完整性導致含碳量的不

同，進而影響稻殼灰的顏色及結晶性，燃燒完全的稻殼灰會呈現粉白色，燃燒不完全的則呈

現灰色或是黑色，在 Della 等人的研究中發現購買來的黑色稻殼灰含碳量為 18.60%，再次燃

燒過後碳含量降為 0.14%並呈現白色【18】。 

Andrew 的研究中提到，稻殼灰中之二氧化矽的組成是由方石英和磷石英組成，結晶方

向會隨著燃燒時間和溫度而不同，結晶方向的分類從有秩序到混亂分別為 opal C、opal CT 和

opal A。經由 XRD 分析比較未燃燒的稻殼、燃燒過後的稻殼灰以及使用 20%硫酸清洗後再燃

燒的稻殼灰，發現二氧化矽的結晶在未燃燒和燃燒 500℃稻殼灰中都呈現 opal CT。這可能是

因為二氧化矽的表面被碳覆蓋。當持續加熱到 800℃和 1000℃時，觀察到多了 36°峰值，此角

度表明二氧化矽的結晶相已經從 opal CT 轉為 opal C。此外，Andrew 發現酸洗過後的稻殼灰

能去除鉀元素並些微的縮小稻殼灰粒徑【19】。Liu 等人在氮氣保護氣氛爐中 500℃加熱 1 小

時，所獲得之炭化稻殼灰如圖 2-6 所示，由圖中 FTIR 與 XRD 分析的結果，確認為非晶質之

二氧化矽，並且由 TEM 觀察發現具有奈米結構，顆粒尺寸約 30-40 nm【20】。 

為了增強阻力使金屬產生更好的機械性質，Saravanana 等人將稻殼灰混入鋁液，經由攪

拌使稻殼灰均勻的分布在複合鋁材中，產生複合材料。透過拉伸試驗可發現抗拉強度、抗壓

強度及硬度與稻殼灰的參雜重量成正比，但延展性會隨著參雜重量增加而下降，如圖 2-7 所

示，可以發現稻殼灰確實有效的阻礙鋁合金內部晶粒受外力作用而產生位移，達到提升強度

的功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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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炭化稻殼灰之(a)FTIR; (b)XRD; (c)TEM 分析結果【20】 

 

  
圖 2-7 稻殼灰重量與拉伸強度、硬度、延展性之關係圖【21】 

 

2.3 板件接合之懸臂式振動系統分析 

當一系統受到外力作用時，系統會以熱、聲音等方式消耗外力做功的能量，此現象稱為阻

尼，阻尼可分為因材料本身內部組織、缺陷等所產生的阻抗，此稱為內阻尼，以及系統結構

受到黏滯阻尼、摩擦阻尼、磁電效應阻尼所產生的能量消耗，稱為外在阻尼【22】。材料阻

抗振動的破壞能力受制於材料本身，若阻尼愈大則在共振狀態下的試片其共振振幅會愈小，

阻抗裂縫的傳播能力也愈佳，因此提高阻尼被視為設計承受動態載荷結構的重要參數。He 等

人提出利用 Hamilton 原理計算搭接試片在自然邊界條件、強迫邊界條件及連續性條件下所產

生之自然頻率、模態形式以及損失因素【23】。若考慮較複雜的系統，例如本研究所使用的

一端固定懸臂樑(試片)加末端重物(加速規)的系統，如圖 2-8 所示，則影響其自然頻率因素包

括懸臂樑長度 L、懸臂樑彈性係數 E、懸臂樑重量 M、末端重物的重量 m 及慣性矩 I (Moment 

of Inertia)。 

𝑓𝑛 =
1

2𝜋
√

3𝐸𝐼

(𝑚+33𝑀 140⁄ )𝐿3
 ………………………………….(2-1) 

 

在理想狀態下，亦即無阻尼狀態存在時，共振狀態下系統的振幅會是無限大。實際應用

上，由於阻尼的存在，會使在共振狀態下的振幅是有限值，而且阻尼愈大，則在共振狀態下

的振幅就愈小，如圖 2-9 所示【22】。為增加材料的內在阻尼以降低振幅，有研究指出，第二

相高阻尼顆粒的添加，可有效的增加材料阻尼【24】。此外，複合材料中第二相硬質顆粒的

添加，可增加第二相顆粒與基地的界面，由於第二相顆粒與基地的界面為一高內摩擦起源，

故界面的增加可提高材料的振動阻尼【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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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懸臂樑加末端荷重的振動系統(L：懸臂樑      圖 2-9 共振狀態下之振幅【22】 

長度、E：彈性係數、M：懸臂樑重量、 

m：末端重物的重量及 I：慣性矩)【22】 

 

當材料的自然頻率與外力作用頻率相同時，便會產生一共振頻率，為避免共振頻率帶來破

壞，Patil 等人使用有限元素分析法分析三種不同材料之搭接，針對不同材料之楊氏模數與密

度比了解對自然頻率產生的改變。在鋁-鋁合金的楊氏模數與密度比為 0.025、銅-銅合金的的

楊氏模數與密度比為 0.013 和樹脂-樹脂的楊氏模數與密度比為 0.025 時做比較，發現自然頻

率取決於楊氏模數和密度且成正比，如圖 2-10，因此可透過使用不同材料避開既有固定的外

力頻率，避免材料因振動而產生破壞【26】。 

當一材料在不同週期應力下受到持續的動態變化，其發生疲勞破壞所需的週期數也不相

同，疲勞破壞的產生是由材料發生微小裂縫到整個破壞，因此破壞所需時間較長，往往在毫

無預緊狀況下發生。NimaJafarzadeh Aghdam 等人比較四種摩擦攪拌點銲方式對疲勞破壞的影

響，透過有限元素分析軟體預測以及透過疲勞試驗了解自然頻率與疲勞裂紋的關係，如圖 2-

11，發現疲勞損傷對於自然頻率響應發生的頻域沒有直接的關係，但隨著疲勞損傷程度的增

加，頻率會明顯的降低【27】。 

      
圖 2-10 比較不同材料在模態產生時對應的頻率【26】  圖 2-11 摩擦攪拌點銲試片【27】 

 

有限元素法是眾多數值分析方法之一種，大量應用在汽車工業、船舶工業、電子領域、土

木領域和一些結構分析【28】，有限元素法可幫助求解穩態、暫穩態、線性、非線性、應力、

熱傳、流體力學等，幫助預測不同狀態條件下會產生的現象。聚合物為複合材料的重要組合

物，由於複合材料廣泛的使用於現今生活中，許多人針對其靜態，動態，疲勞損壞等性質做

過許多研究與探討，而如何將聚合物附著於金屬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28】。Bhusnar 等

人使用有限元素分析軟體比較矩形板使用螺栓搭接、焊接搭接和環氧樹脂黏接，三種不同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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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方式在受到衝擊或衝擊載荷作用下的結構的動態特性，研究板材接合的各種因素，如頻率，

模態，阻尼比等。研究發現，自然頻率取決於材料的楊氏模數，蒲松比和密度，相同的材料

使用不同接合方式不同，自然頻率和模態卻是相同的，亦即板材搭接試片在懸臂式振動系統

分析時，自然頻率和模態不會受到接合方式的影響【29】。 

         
(a)                                 (b) 

 
(c) 

圖 2-12 單搭接式懸臂樑(a)示意圖; (b)分析網格; (c)不同振動模態【30】 

 

He 等人探討黏接劑特性對單搭接試片懸臂樑橫向自由振動的影響(如圖 2-12)，該研究採

用有限元素法進行模擬分析【30】。該分析提供了對單搭接式懸臂樑的自然頻率與模態的有

效計算，並且考慮黏結劑的蒲松比和楊氏模數所造成的影響。數值計算的結果提供單搭接式

懸臂樑中，黏結劑的各種性質對接合件自然頻率與模態的影響。研究結果證實，隨著黏結劑

之楊氏模數增加，單搭接懸臂樑的橫向自然頻率明顯增大，但蒲松比的影響不大。振動模態

則顯示有不同的變形行為存在於黏合層中，這些變形可能導致黏合層中的應力升高，並可能

引起局部裂痕與分層破壞。 

 

参、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實驗架構 

本研究實驗架構如圖 3-1 所示，首先將鋁合金表面以 CNC 工具機製作微鑽孔陣列孔洞，

再利用超音波銲接(ultrasonic welding)技術將處理過的鋁合金與 ABS 塑膠進行接合，並在接合

界面加入 ABS 塑膠與稻殼燃燒物質的混合粉末來產生強化作用，最後透過拉伸試驗來瞭解接

合件之接合效果。為了探討鋁合金與塑膠異質接合件在實際應用時面臨的振動問題，本研究

採用單搭接懸臂式振動系統，以有限元素分析軟體分析接合件在承受振動時的自然頻率與模

態，以預測試片可能發生的斷裂行為。接著以雷射都卜勒振動量測儀來觀察異質接合試片的

振動模態，再利用電磁控制的振動台將試片的振動控制在共振狀態下，探討不同混合比例之

ABS 塑膠與稻殼燃燒物質粉末對接合件振動破壞壽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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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本研究架構圖 

 

3.2 異質接合材料與方法 

3.2.1 實驗材料 

本實驗採用 5052 鋁合金以及 ABS 高分子材料作為超音波異質接合試片，ABS 試片則

選用臺化 AE8000 型號。為增加 ABS 高分子材料在熔融時與鋁合金試片的接合強度，在鋁合

金接合區域 30*30 mm2 範圍內，以 CNC 機器在固定間距下，長寬邊分別鑽 20 個直徑 1 mm

的微孔，此陣列有 400 個孔，每個孔深度 1.5 mm，試驗之尺寸及搭接示意圖 3-2 與圖 3-3。鑽

孔完成之鋁合金試片在室溫下浸泡於丙酮進行 20 分鐘的超音波震動，幫助去除鑽孔過程所殘

留的油漬及汙漬。ABS 試片在銲接前會使用＃100 砂紙磨除表面的光滑保護層，目的在提高

表面粗糙度使鋁片和 ABS 試片在超音波銲接時增加摩擦力，讓塑料快速熔融進入微型陣列孔

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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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鋁合金及 ABS 試片接合之尺寸圖            圖 3-3 超音波銲接合示意圖 

 

3.2.2 粉末參雜條件 

為提高超音波銲接之接合強度，本實驗於兩試片間添加 ABS 粉末以及稻穀灰，稻殼於

燃燒過後會留下大量含有 SiO2的粉末，因 SiO2具有高強度，可提供更多的阻力使晶粒在發生

位移時產生阻礙，因此添加於水泥或建材中可增加建築的穩固性及強度。本研究將燃燒後之

稻殼灰與 ABS 粉末加入金屬與塑膠試片之間，透過參雜不同比例之稻殼灰，比較強度提升的

能力，如表 3-1。 

 

表 3-1 粉末參雜比例 

參雜粉末總重量

(g) 
0.2g 

稻殼灰粉末(wt%) 0(0%) 0.01(5%) 0.02(10%) 0.04(20%) 0.1(50%) 

ABS 粉末 (wt%) 0.2(100%) 0.19(95%) 0.18(90%) 0.16(80%) 0.1(50%) 

 

3.2.3 稻殼燃燒灰質粉末製備 

稻殼組成成份含有許多有機物以及無機物，其中包含無機物 SiO2，為取得高純度 SiO2，

本研究透過燃燒稻殼將含碳物質氣化於空氣中。本實驗使用 Dengyng 之高溫爐，進行大氣高

溫燃燒稻殼。稻殼燃燒的溫度會影響稻殼灰內 SiO2純度及結晶性，Andrewor 透過 XRD 觀測

稻殼灰在不同溫度燃燒下之結晶性，當燃燒超過 700℃之稻殼灰才開始有 SiO2之結晶性產生，

且純度也隨著溫度成正比【19】。本實驗將稻殼放入燒杯使用去離子水進行 30 分鐘的離心攪

拌，清洗 10 至 15 分鐘(稻殼：去離子水之比例為 1：10)，去除稻殼表面之灰塵與雜質，再以

超音波震動，震動 30 分鐘分離非稻殼之物質。洗淨過之稻殼放置陶瓷加熱盤上設定烤乾溫度

150℃，待烤乾後放入高溫爐燃燒，溫度設定 700-1000℃，探討不同加熱條件對稻殼燃燒後化

學組成之影響。燃燒過後殘留的稻殼灰再利用球磨機研磨製成微奈米粉末，使稻殼燃燒物質

粉末與 ABS 粉末混合均勻。圖 3-4 分別為稻殼、市售稻殼灰、本實驗燃燒後所獲得之粉末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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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由左至右分別為稻殼、市售稻殼灰、市售稻殼灰研磨粉末、本實驗稻殼燃燒

後之研磨粉末 

 

3.2.4 超音波銲接 

隨著半導體、太陽能電池和 3C 產業不斷的蓬勃發展，超音波銲接提供了可在短時間內

將低熔點之材料熔融接合，包括金屬與金屬、金屬與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與高分子材料

之接合。超音波銲接原理為將電能輸入超音波產生器後，轉化為超音波振盪並透過銲頭聚集

聲能，在接觸面產生強大反覆應力以致摩擦發熱熔接。本實驗所使用之超音波銲接機為金華

超音波公司 Ksonic-KWB1420 標準型超音波塑膠熔接機(圖 3-5)，其超音波銲接參數如表 3-2

所示。銲接時將試片置入夾治具中，鋁合金置於下方，並於微鑽孔陣列處加入定量的混合粉

末，再放上 ABS 塑膠板，固定後依設定條件進行超音波銲接 圖 3-6 接合試片之斷面示意圖

如 圖 3-7 示 。 

表 3-2 超音波銲接參數 

固定參數 

銲接壓力 銲頭加諸於工件的壓力 2 kg/cm2 

頻率 受機型本體限制 20 kHz 

振幅 受機型本體與超音波銲頭限制 20 μ 

延遲時間 

振動筒開始下降至超音波開始發射之時

間，通常需配合下降和緩衝速度，調整

時間至銲頭接觸到工作物之瞬間，超音

波才開始發射 

0.8 秒 

固化時間 
超音波停止發射至振動筒開始上升之時

間，塑膠由熔融狀態趨於固化 
9 秒 

熔接時間 超音波發射的時間 2.5 秒 

              

     圖 3-5 超音波銲接示意圖                  圖 3-6 超音波銲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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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接合試片之斷面示意圖 

3.3 拉伸試驗 

為了探討材料異質接合界面強度，故將兩基板材料設計成拉伸試片，以拉伸試驗機測試

不同條件下鋁合金與ABS塑膠之接合強度。本實驗於夾持試片時在兩端分別黏附兩塊厚3 mm

之材料，以便進行拉伸試驗時，使試片於中心線位置受力。 

3.4 超音波異質銲接振動分析 

為了解超音波異質接合件在單搭接式懸臂樑系統中可能產生的振動行為，本研究使用

Abaqus有限元素分析軟體，分析鋁合金與ABS塑膠板超音波異質(dissimilar)銲接件在承受振動

時的的自然頻率與模態，可以獲得不同模態之振動特徵，透過模擬分析試片在不同自然頻率

下的振動模態，以了解試片可能發生斷裂時的位置。 

本研究初步規劃之模擬步驟如下： 

1. 建立模型：利用Abaqus提供的繪圖功能繪製鋁合金試片以及ABS試片。 

2. 定義材料性質：密度、楊氏模數、蒲松比、降伏強度和塑性變形特徵。 

3. 設定邊界條件：將鋁合金試片前端(40x30 mm2)設為固定端，設定地面為固定不動的邊界條

件，將回授訊號之加速規放置在結合處。 

4. 設定接觸條件：假設接合面設為完全拘束(Tie)，板材之間沒有空隙存在(完全接觸)。 

5. 設定分析步驟為單純自然頻率分析，並選擇分析幾個自然頻率。 

6. 劃分網格，開始進行分析。 

3.5 雷射都卜勒振動量測 

雷射都卜勒振動量測儀(Laser Doppler vibrometer, LDV)為非接觸式量測，透過點對點的

方式，量測試片在給予固定振動速度下所產生的振動速度和位移。LDV基於都卜勒效應

(Doppler-effect)感測試片振動時平面反射的光頻率變化，通過光學鏡頭發射出聚焦的雷射光束，

照射在要測量的位置，光學鏡頭會收集因表面振動而產生散射的光線，並通過光纖傳遞至信

號處理器，產生視覺化振動的過程以幫助分析，如圖3-8所示。 

由於試測試片之自然頻率不只一個，每個自然頻率所產生的振動模態亦不相同，透過

LDV可以快速的獲得不同共振頻率下的振動模態，挑選出合適的共振頻率。本實驗擬向合作

廠商金頓科技公司借用Polytec公司製造的LDV，型號為PSV-400 Scanning Vibrometer(圖3-9)，

用來觀察異質接合試片的振動模態，找出合適的共振頻率，以便進行後續的實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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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8雷射都卜勒振動量測示意圖          圖3-9 PSV-400型雷射都卜勒振動量測儀【31】 

 

3.6 單搭接懸臂式振動試驗 

為比較不同比例的參雜粉末試片之振動性質差異，使用振動試驗機測試試片在多少振動

次數下會開始產生疲勞破壞，以檢視稻殼灰質與ABS粉末的比例對試片振動破壞的影響。當

試片在一周期性變動的外力作用下，所產生的自然頻率與外力變動頻率相同時，則稱此系統

處於共振狀態，而外力變動的頻率稱為共振頻率。共振頻率會隨著材料裂縫的生成而改變。

根據McGuire 等人【32】的研究得知共振頻率正比於，E為彈性模數，為質量密度，由於材料

的有效彈性模數會因為裂縫的產生而下降。因此得知，當試片材料內部開始產生裂縫或傳播

時，將使得共振動頻率下降。 

本研究採用金頓科技公司製造之電磁式振動實驗機(圖3-10)，實驗裝置如如圖3-11所示。

其中1為推動器，2為電腦，3是振動控制器，4是輸出端加速規，5為自行設計之試片專用夾具，

6為輸入端加速規，經由加速規將訊號回饋至控制器可使振動台之出力值獲得有效控制；7是

超音波接合試片，8為主動控制器。實驗設計採用單搭接懸臂式振動系統，由控制端的加速規

將設定的輸出加速度值由振動控制器輸入到振動機台，輸出加速度值以重力加速度(G)表示，

試片之加速度由輸入端加速規記錄試片接合位置的測量值，透過固定振動機台的輸出加速度

值和振動次數來獲得加速度-振動次數之曲線。另一方面，根據前述文獻分析，複合材料中第

二相硬質顆粒的添加，可增加第二相顆粒與基地的界面，進而提高材料的振動阻尼，使得共

振狀態下的振幅降低，因此本研究也將探討稻殼灰質添加對接合件共振壽命之影響。 

本研究擬設定之振動參數及振動實驗步驟如下： 

1. 將銲接好之異質接合試片於ABS試片前端黏一20g的荷重，如圖3-12。 

2. 放置於夾具內鎖緊，鋁合金試片做為固定端。 

3. 使用熱熔槍將輸入端加速規固定放置在試片接合處，ABS試片之上。 

4. 啟動推動器和控制器。 

5. 設定掃描頻率範圍從10Hz~500Hz，使振動頻率由低頻掃描至高頻。 

6. 當加速度達到最大時所對應之頻率即為該試片之共振頻率，可準確獲得共振頻率值。 

7. 輸入共振頻率，將其設為固定振動頻率。 

8. 固定機台出力值及振動時間。 

9. 觀測其加速度值變化。 

10. 針對試片量測位置和粉末參雜比例探討超音波銲接製程對振動壽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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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10 本研究使用之振動試驗機       圖3-11 振動機台示意圖(1.推動器2.電腦 

3.振動控制器4.輸出端加速規5.夾具 

6.輸入端加速規7.超音波接合試片 

8.主動控制器) 

          

      圖3-12 異質接合試片振動試驗示意圖 

 

將試驗得到的量測值繪製成加速度-振動次數曲線，根據Rao的研究發現，振動曲線可分為

三個區域:上升區(第Ι區)、平台區(第II區)、下降曲(第III區)。在第I區時加速度會隨著振動次數

增加而上升，在第II區時，加速度會達到最大值並維持，再進入第III區後，試片因裂縫的產生

和傳播造成自然頻率下降，使原本設定的共振頻率產生偏移，脫離共振頻率。藉由上述三個

區域以及最大加速度來判斷材料振動壽命【22】。 

 

肆、結果與討論 

4.1 稻殼灰粉末製備 

4.1.1 稻殼燃燒灰質粉末XRD分析 

稻穀在成長過程中會吸收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包含矽、磷、砷等，而稻米外部堅硬的保

護層含有大量矽元素，放入加熱爐經由特定溫度及時間燃燒後，能獲得含有大量二氧化矽的

稻殼灰質，本研究將稻殼置於加熱爐內溫度設定分別為700℃、800℃、900℃和1000℃，燃燒

6小時。燃燒後的灰質使用XRD分析儀檢測稻殼灰質中的元素，如圖4-1所示，比較各溫度的

檢測結果，燃燒溫度越高其特徵峰越明顯，表示其結晶性隨燃燒溫度越高越好。當溫度高至

900℃以上時，其特徵峰已非常明顯，所以本研究粉末製備固定以900℃燃燒。 

將量測到的特徵峰與資料庫比對後，其特徵峰顯示皆為SiO2的四方晶系α-方石英。二氧

化矽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因此將稻殼灰質摻入ABS粉末，經由超音波銲接機，使ABS粉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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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狀態下包覆稻殼灰質，同時流入鋁合金孔洞內，待其冷卻固化後，藉由二氧化矽的硬度

提高試片在接合面的支撐強度。 

 

圖4-1 稻殼灰質成分 XRD 分析 

 

4.1.2 稻殼燃燒灰質粉末觀察 

稻殼在燃燒過後的灰質成細條狀，尺寸大於鋁合金孔洞(直徑1.0 mm)，因此使用研磨缽

做第一次研磨，再將其與ABS粉末一起加入球磨機中進行多次研磨混合。為了量測使用球磨

機後的稻殼灰質粒徑大小，使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觀

察，如圖4-2可以發現稻殼灰質在經過多次研磨後，粒徑大小約0.2μm~0.6μm。透過顯微鏡可

以發現稻殼灰質容易團聚，由於稻殼灰質和ABS粉末在使用球磨機混合時，粉體粒徑會從毫

米降至微米，同時增加粉體的表面積，由於粒子之間存在著凡德瓦爾力，隨著粒子間的距離

縮小，凡德瓦爾力相對提高，此種狀況會造成粒子聚集，導致分散性不佳。但為了維持粉體

的乾燥以利後續超音波銲接，本實驗不添加任何分散劑，而是透過改變球磨機的擺盪頻率來

降低內聚力，先以15 Hz研磨30秒再以7 Hz研磨1分鐘。 

    
圖4-2 稻殼灰粉末 TEM 微觀分析 

 

4.2 振動模態模擬 

本實驗使用模擬軟體分析試片在接合後自然頻率以及其振動模態，試片設定尺寸與實際

大小相同，本研究在測量試片共振壽命時為了加速實驗量測，於ABS試片前端增加20g的荷重。

透過分析軟體，模擬試片在未加荷重和增加荷重後的振動模態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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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建立﹕使用軟體內部繪圖功能繪製ABS與鋁合金模型，分別在ABS與鋁合金試片繪製

400個陣列凸點與400個孔洞，如圖4-3和圖4-4。 

2. 邊界條件﹕設定固定鋁合金試片端30 mm×40 mm的位置。 

3. 接觸條件﹕假設接合面設為完全拘束(Tie)，板材之間沒有氣隙(完全接觸)。 

4. 外部負載﹕使用快乾膠黏貼一20 g的荷重(直徑﹕31 mm，高﹕18 mm)距離ABS試片前端約

3 mm的位置。 

自然頻率模態有許多種型式，其中彎曲模態和扭轉模態容易出現在低頻率，本實驗為長

方形板材並固定短邊，因此彎曲模態一定出現在扭轉模態之前。從表 4-1 和表 4-2 的模擬分

析發現，增加與未增加荷重的自然頻率雖然不同，但模態呈特性相同，第一、第二和第四模

態都呈現彎曲模態(bending mode)，由整體結構模擬分析顯示出，ABS 試片是最脆弱的部份；

模態三的最大位移則在試片的左右兩側，呈現扭轉模態(twisting mode)，透過分析可以瞭解其

結構鋼性較弱的部分，並進一步補強。 

         
圖4-3  鋁合金模擬試片                  圖4-4 ABS模擬試片 

 

表4-1 模擬鑽孔接合試片之自然頻率模態 

第一模態 第二模態 第三模態 第四模態 

    

表 4-2 模擬添加荷重的鑽孔接合試片之自然頻率模態 

第一模態 第二模態 第三模態 第四模態 

  

  

 

4.3 雷射都卜勒振動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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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際接合好的試片，使用雷射都卜勒儀器量測試片在共振頻率下的模態，如表4-3、和

表4-4，可以發現稻殼灰質的摻雜量並不會改變其振動模態，且模擬與都卜勒雷射量測的模態

一、模態三和模態四與軟體模擬分析呈現類似的趨勢，其中只有模態二不同，可能原因在於: 

1. 模擬時設定的接合條件為鋁合金孔洞和ABS突起完全緊密接合，但實際接合的試片，鋁合

金孔洞內部可能會有空氣，導致熔接過程中無法完全排出，因此空氣會被擠壓至孔洞底部

並產生缺陷。 

2. 超音波銲接後的試片會因為熔接過程中的熱導致ABS試片變形，但在模擬時，假定ABS試

片與鋁合金試片材質都是完整且均勻的材質。 

透過模擬分析與都卜勒儀器量測結果，發現試片在模態一和模態四的加速度最大，最容

易產生破壞，由於模態四的自然頻率為320 Hz左右，而日常生活中的外在振動大多為低頻，

因此本研究選定每片接合試片的第一模態的自然頻率做為量測共振壽命的共振頻率。 

 

表 4-3 添加 0 wt%稻殼灰質試片的雷射都卜勒量測結果 

第一模態 第二模態 第三模態 第四模態 

  

  

 

 

表4-4 添加5 wt%稻殼灰質試片的雷射都卜勒量測結果 

第一模態 第二模態 第三模態 第四模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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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振動試驗分析 

4.4.1 振動試驗 

本研究透過超音波銲接機將能量傳遞至銲頭，銲頭與試片表面直接接觸並每秒產生20 kHz

的振動，高速振動會使試片之間產生摩擦熱而達到局部高溫，當溫度高於試片的熔點時會熔

融ABS試片，並流入鋁合金孔洞內，待冷卻後試片會重新固化以達到錨固接合。為加速壽命

實驗，在短時間比較試片共振疲勞壽命值，振動機的固定輸出加速度值為15 G(加速度)，並於

塑膠試片前端黏一20 g的荷重，探討鋁合金與ABS試片在不同稻殼灰質摻雜比例的共振疲勞

壽命值。並於試片產生破壞後觀察試片破壞面，比較不同稻殼灰質摻雜量對接合性質的影響。 

試片固定銲接時間為2.5秒，微陣列孔洞深度1.5 mm，比較不同摻雜含量之稻殼灰質: 0 wt%、

5 wt%、10 wt%、20 wt%和50 wt%的共振破壞狀況，如圖4-5~圖4-9所示，每一個條件進行4次

實驗，可以看出在振動狀態下隨著振動次數增加，振動曲線的加速度值會上升，當加速度達

到最大值後會因試片共振內部開始產生破壞，而改變試片的原始自然頻率，脫離原本設定的

共振頻率。本研究將加速度值開始下降前(試片開始產生破壞前)的振動次數定義為此試片所

能承受的最大振動壽命值。將前述的振動壽命值數據取平均值，由圖4-10可以看出，有添加稻

殼灰質的試片比完全無添加的試片具有較佳之共振壽命。從結果數據圖中可以發現，無添加

稻殼灰質試片的振動疲勞壽命最差，平均共振疲勞壽命週期為105次，但當加入稻殼灰質後可

以發現明顯提高共振疲勞壽命。其中，添加5 wt%稻殼灰質比無添加的試片提升26%，效果最

為顯著，由於稻殼灰質含有大量二氧化矽，幫助塑膠試片與鋁合金試片接合時，其接合面能

藉由二氧化矽的強度承受試片在共振時的高頻率振動。 

然而，過多的稻殼灰質粉末反而會使ABS在熔融時無法完全包覆稻殼灰質，造成接合面殘

留無法被熔融的摻雜粉末，如添加稻殼灰質10 wt%、20 wt%及50 wt%的共振疲勞壽命無顯著

提升，原因可能在於粉末混合時產生的團聚性，由於粒子之間存在著凡德瓦爾力，隨著粒子

間的距離縮小，凡德瓦爾力相對提高，導致粉末在熔融時的塑性流隨著稻殼灰質的摻雜量而

不同，在完全添加ABS粉末時，塑性流最強但由於塑膠性質柔軟因此容易產生破壞。添加稻

殼灰質後的塑性流不如純ABS好，但適當的摻雜比例如5 wt%稻殼灰質能夠讓ABS包覆稻殼灰

質達到強化的作用。隨著添加含量提升，塑性流越差，無法包覆稻殼灰質亦無法深入孔洞，

因此無法提高接合性能。 

 
圖4-5 添加0 wt% RHA振動試驗結果          圖4-6 添加5 wt% RHA振動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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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添加10 wt% RHA振動試驗結果          圖4-8 添加20 wt% RHA振動試驗結果 

  
圖4-9 添加50 wt% RHA振動試驗結果      圖4-10 不同摻雜比例振動試驗結果比較 

 

4.4.2 振動試驗破壞型態觀察 

試片在超音波接合後會使用振動機進行共振破壞試驗，分析試片在共振狀態下的疲勞壽

命。本研究在試片產生弱化現象後會出現兩種破壞型態: 

(1) Type Ⅰ:ABS試片在接合處與鋁合金剝離，如圖4-11。  

(2) Type Ⅱ:ABS試片與鋁合金仍接合在一起，只有部分在接合處分離，如圖4-12。 

         
圖4-11 共振破壞型態Type Ⅰ              圖4-12 共振破壞型態Type Ⅱ 

 

從表4-5可以發現，改變其稻殼灰質摻雜量的試片，只有添加5 wt%稻殼灰質的試片有出

現Type Ⅱ的破壞型態，其餘都只有出現Type Ⅰ，配合圖4-6與圖4-10可以發現，振動壽命越

長的試片越多Type Ⅱ型態發生，因此可以判定，ABS與鋁合金試片完全剝離代表強度較弱

(Type Ⅰ)，如果ABS只有部分與鋁合金分離，但沒有剝落，則代表強度較佳(Type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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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改變稻殼灰質摻雜量之破壞型態(孔深1.5 mm、熔接2.5秒) 

RHA 0 wt % 5 wt% 10 wt% 20 wt% 50 wt% 

Type Ⅰ 100% 60% 100% 100% 100% 

Type Ⅱ 0% 40% 0% 0% 0% 

 

4.5 拉伸試驗  

本研究針對ABS與鋁合金試片進行搭接，之後使用拉伸試驗機進行最大荷重試驗，透過

改變稻殼灰質摻雜量，比較所能承受最大拉剪強度荷重值，並比較試片破斷面型態，以了解

其之間的相互關係。 

稻殼灰質的添加量影響試片接合強度的關係可從圖4-13觀察，添加5wt%稻殼灰質的摻雜

粉末具有最佳的拉剪強度，相較於添加100 wt%純ABS粉末提升了32%的拉剪強度。但添加超

過5 wt%的稻殼灰質強度反而略微下降。由於稻殼灰質含有大量二氧化矽，因此添加稻殼灰質

粉末的目的在於提高ABS強度，使ABS塑膠試片與鋁合金試片接合時，其接合面能藉由二氧

化矽的高強度承受較高的拉力，但過多的稻殼灰質粉末會使得ABS在熔融時無法包覆完全，

造成結合面殘留大量尚未熔融的粉末。 

 
圖4-13 不同稻殼灰質摻雜比例試片的拉剪強度 

肆、結論 

本研究成功的以超音波銲接機接合ABS與鋁合金試片，使用CNC陣列鑽孔於鋁合金表面，

並添加稻殼灰質與ABS粉末於試片異質接合界面以提高強度。透過振動試驗與拉剪強度試驗，

證明添加稻殼灰質能有效幫助試片接合效果，並比較不同銲接時間、孔洞深度以及稻殼灰質

添加量的差異性，幫助後續使用者選擇最佳參數，其結果敘述如下: 

1. 稻殼經高溫燃燒後其灰質經XRD分析顯示皆為SiO2的四方晶系α-方石英結構。 

2. 經由數值模擬分析超音波異質接合試片的振動模態，在ABS端增加荷重會影響自然頻率，

但不影響振動模態。 

3. 使用LDV分析異質接合試片的自然頻率，發現模態一和模態四的加速度值最大，在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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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下最容易產生破壞。 

4. 添加適量的稻殼灰質與ABS粉末混合，應用於5052鋁合金與ABS的異質接合，提升拉剪強

度及共振壽命。當稻殼灰質添加比例為5 wt%時，比無添加的接合試片提升32%的拉剪強

度和26%的共振壽命，過量的稻殼灰質則無法顯著提升接合效果。 

5. 觀察振動破壞試驗後的外觀，只有添加5 wt%稻殼灰質的試片部分ABS與鋁合金仍接合在

一起，其餘試片ABS和鋁合金在承受振動作用之後皆完全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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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年 09月 04日 

 

    為了提升研究生的國際視野與表達能力，本年度本計畫共指派郭承典與陳聖兩位

碩士班研究生出席兩個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分別是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以及 2019-edition of Compound 

Semiconductor Week (CSW2019)，包含 the 4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ISCS) and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ium Phosphide and 

Related Materials (IPRM)。會議中學生除了與其他研究者進行討論、互動與技術交流

之外，也分別對發表的口頭及海報論文內容與廠商展示之資訊做進一步的討論，對於

後續的研究與學生個人未來生涯發展有莫大的幫助，感謝科技部提供經費支持。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參加工程，科學和工業應用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計畫編號 MOST 107－2221－E－0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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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CESI)，在日本東京理科大學舉辦，本次會議

有來自 48個國家或地區的 300多名參與者出席了會議。本次會議分成工程、科學、

工業應用 3 個主題，除此之外本次會議也與商業、大數據和決策科學國際會議；教

育、心理學和社會科學國際會議；旅遊、體育管理、健康和食品營養國際會議另外

三個會議聯合舉辦，因此除了工業工程之外我們也有機會可以聽到來自更多領域的

演講，讓很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學者藉由本次機會進行交流。 

此次會議自 2019年 8月 22日起至 2019年 8月 24日為止，共計 3天，包含口

頭報告及海報張貼，在會場二樓有擺設茶點，讓參與者可以在中場休息期間享用點

心並且也由提供午餐讓大家享用，午餐是採用自助式的，並起有很大的空間讓大家

能自由走動與其他參加會議的學者交流聊天，休息室場邊也有桌子與插座讓演講者

可以用電腦準備自己的演講。本研究團隊的論文發表時間安排在 8月 24日上午上半

場 9:00-10:20 的場次，論文編號為#0158，由本人郭承典代表團隊利用英文進行口

頭報告，並與其他研究者進行討論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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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這次的研討會給我一個跟在台灣沒有過的經驗，除了是我第一次使用全英文報

告外，這次的會議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平常在台灣也比較少機會與國外學者交

流聊天，藉由這次機會不僅可以練習英文對話，還可以到不同國家對於不同科技的

重視以及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另外在會議期間聽到一場演講是關於光觸媒材料讓

我印象深刻，演講者剛好是東京理科大學的前校長，像是 TiO2這種材料就有很強的

光氧化活性還有很好的親水性，使用 TiO2薄膜，只要照光就會有淨化和消毒的效果，

可以對空氣、水、或是物體表面進行清潔與除臭。這種光觸媒材料在各個領域都有

潛在的應用價值，例如演講者的團隊就是希望開發高效的光催化材料，作為透明塗

料用於建築物表面與玻璃，達到自我清潔的效果。這次參加國外研討會讓我有一個

很不一樣的經驗增廣見聞，感謝指導教授給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參與到這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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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Vibration fatigue life of aluminum alloy and ABS polymer ultrasonic dissimilar-welding 

sheets strengthened by rice husk ash 

Chin-Pao Cheng, Yu-Chen Chen, Chen-Tien Kuo, Hsin-Yi Peng 

Automation, intellectual, and complexity are in the mainstream of modern machinery 

development theme along with the light-weight and high-quality designs. This constant 

upgrading trend makes the application of aluminum alloy and plastic material in high 

demand. A wid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many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and 

wind turbines need such aluminum alloy and plastic joining techniques. However, cyclic 

vibration during the operation may bring a big challenge to such dissimilar joining 

functions. Moreover, the rice husk generated from rice production process is always an 

environmental burden. The rice husk ash (RHA) which contains rich silica after burning is 

an excellent source to break the dissimilar bonding limitation. The pure organic silica 

exacted from RHA could be used as an interface coupling with plastic powder to the 

welding process. It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joining 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joining 

streng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waste to useful industrial material is a good 

practice to reinforce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makes this research valuable. In this 

study, 5052 aluminum alloy and ABS polymer sheet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o be dissimilar joined and explored the vibration life and tensile shear strength of the 

joints. We are proposing to use CNC micro drilling array for the aluminum alloy 

surface-roughening treatment, followed by adding the ABS and RHA powders and 

ultrasonic welding process to the specimen. The tensile shear test will b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welding function and define the strength as well. Additionally, the cantilever beam 

vibration system will be used to study the vibration behavior dur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Before executing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can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natural frequency and mode of vibration from the ABS and aluminum alloy 

welding compartments. This simulation will support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on of 

breaking behavior on the specimen under different vibration conditions. A laser doppler 

vibrometer (LDV)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mode of vibration on the specimen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bration life of dissimilar joint has been upgraded 26% 

for adding 5% rice husk ash in the interface for the same hole depth of 1.5 mm and a 

welding time of 2.5 seconds. In the same condition, the tensile shear load is increased from 

2.71 kN to 3.59 kN, which has an increment of 32% in strength. When the micro-hole 

depth has been shortened from 1.5 mm to 1.0 mm, the tensile shear load of dissimilar joint 

can be improved from 3.01 kN to 4.35 kN, which has an increment of 44% in strength. It 

can help u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by lowering the vibration destruction 

force on the aluminum and polymer joining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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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 

這次會議將每場報告都會安排不同領域的報告者一起報告，雖然這樣每場都可

以聽到各種領域的報告，但如果能依照不同主題進行分類，對於聽眾比較容易去選

擇到想了解的領域去聽。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ICESI會議手冊一本，包含會議全部的議程與論文摘要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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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19 化合物半導體週(Compound Semiconductor Week 2019, CSW2019)為

國 際 化 合 物 半 導 體 研 討 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ISCS)為國際間的盛大會議，與國際磷化銦及相關材料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ium Phosphide and Related Materials, IPRM)共同

舉辦，是材料界的年度盛事，其技術領域包括：(A) Epitaxy, fabric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B)RF electron devices、(C)High power electron devices、

(D)Photonic device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E) Physics, spintronics, and novel 

device concepts、(F) Nanocharacterization and nanostructures、(G) GaN and related 

semiconductors、 (H) Oxide semiconductors、 (I) Nanocarbon and novel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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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J) Organic semiconductors and flexible materials、(SS1) Gallium oxide: 

materials and devices(Special session)、(SS2) Hexagonal boron nitride(Special 

session)等，不僅議題廣泛、內容豐富，更吸引許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

的學者進行交流。 

學生此次承蒙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為報告者參與本次會議，今年的

會議在日本奈良舉辦，會期自 2019 年 5 月 19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3 日

為止共計 5 日。學生於 2019 年 5 月 19 日下午抵達會場進行報到手續，並於

21 日 Poster Session II 時段張貼海報論文進行報告，在會議期間也參與 Growth 

of Nitrides 、 Nanomechanics, Thermal and phonon transport 、

Superconductor-Semiconductor Hybrid Structures 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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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藉由參與本次會議，我了解到化合物半導體涵蓋的內容廣泛，從材料、製

程、應用，無一不讓人大開眼界，有些議題即使限縮於氮化物或是 Ga 材料，

仍有許多研究及議題被提出，會場匯集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學者，與他

們交流可得知目前世界上之研究發展的趨勢，也可發現到國外學者對於做學問

與研究的精神態度，在交流的過程中也得到許多對於自己論文的想法及不同面

向的思考，更確切明白自己的論文未來發展的方向及應該解決的問題，此外，

使用全英文報告並即時的回答其他學者的提問，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在與國外學者交流時，要使對方明白自己的研究內容並確實的得到回饋，意外

的有點挑戰性。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們給我這樣的機會參與國際研討會，這無

疑是我人生中難忘的一次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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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Indium nitride (InN) is an important semiconductor material [1]. InN has a 

narrow band gap of 0.65–0.9 eV, the highest mobility, the lowest effective mass and 

the highest saturation velocity compared to the other group III-nitrides [2,3]. With 

the narrow band gap, InN can be used in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 

optoelectronic filed such as the possibility of producing terahertz emission and 

infrared photoluminescence in optical communication wavelengths. The growth of 

high quality epitaxial InN is a challenge due to the low dissociation temperature 

(decomposed temperature~550℃). Moreover, the lack of lattice-matched substrates 

and homoepitaxial-structure technique confines the development of InN-based 

products. Among the multiple substrates, Si (111) is the optimal substrate to grow 

InN because of the low lattice mismatch (~8%), 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good 

doping properties. In this study, Si (111) substrate was used to grow single 

crystalline InN on ultra-thin silicon nitride (SixNy) buffer via radio-frequency 

plasma-assisted metal-organic molecular beam epitaxy (RF-MOMBE).  The 

nitrided SixNy layers were grown by RF-plasma cell with different nitridation time. 

Then the InN epi-films were grown on nitrided Si3N4/Si(111) substrate. In Fig. 1. 

(a), the thickness of β-Si3N4 layer was confirmed about 7.23 nm with index of 

refraction (n=2.023) by Ellipsometer. The X-ray diffraction (XRD) pattern exhibit 

two peaks at 2θ= 31.32° and 65.40°, corresponding to (0002) and (0004) of 

wurtzite InN, respectively (Fig. 1. (b)). The diffraction peaks were sharp, indicating 

the films were high c-axis preferred orientation. In addition, the wurtzite InN 

oriented (10-12) was confirmed using XRD phi-scan, and the InN crystallinity with 

different SixNy buffer layer was assessed using XRD rocking curve (Fig. 1. (c)-(d)). 

The mobility of InN layer is in the range of 16.8-64.1 cm2/V-s, determining by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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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zer. We believe the high quality of InN layer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is novel fabric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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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次參與國際研討會收穫甚多，CSW2019 所發表之論文數量高於 350 篇，

其涵蓋領域廣泛、參與國家眾多，希望科技部多補助參與此大型會議之研究

生，使之增廣見聞、提升視野，增進台灣研究生的競爭優勢。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Program：介紹會議期間每一天有何種演講，在哪個時間和地點的說明， 

另外也有早上和下午看板論文的題目及編號的時間。 

(2)會議論文集 USB：收集今年所有的口頭及 Post 論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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