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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針對四行程機車，添加奈米二氧化矽於原廠指定使用的機油
中，研究機車在運行時的定油門車速(km/h)、燃料消耗率(km/L)、
廢氣污染排放以及粒狀汙染物(PM)值做為實驗成果的效益評估。本
研究總共試驗了 0.5、1.5、2.5、3.5、4.5 wt.%的奈米二氧化矽機
油，最後選定磨潤試驗表現較佳的 3.5 wt.%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
在磨潤試驗中，添加 3.5 wt.% 的奈米二氧化矽粉體機油相較無添
加奈米二氧化矽的機油，平均降低 42.43 % 的磨耗量。在 ECE-
40行車型態的燃料消耗率(km/L)、爬坡度、定速測試，添加3.5
wt.%奈米二氧化矽的機油，在CE-40 行車型態的燃料消耗率測試平
均增加了 15.22 %的燃油效耗率，定油門開度測試平均車速增加了
10.30 %， 爬坡度測試平均車速增加了 15.78 %，PM 值測試 0.3
μm 顆粒平均增加了142.48 %、CO 平均減少了 16.9 %、HC 平均減
少 8.36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可以提供較佳的潤滑效果，在未來將
可以測試複合奈米材料，測試其對於機車燃料消耗率、引擎溫度以
及廢氣汙染排放的影響效益。

中文關鍵詞： 奈米二氧化矽、磨潤試驗、燃料消耗率、機車性能、廢氣汙染排放
、粒狀汙染物

英 文 摘 要 ： In this study, nano silica (nano SiO2) was added in to the
original named engine oil. It also be
experimented on the four-stroke motorcyc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iving-experiment, which
includes speed performance, specific fuel consμmption, and
the exhaust emissions, such as HC, CO
and PM, were estimated as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the
further benefit evaluation. Nano SiO2- engine
oil with 0.5, 1.5, 2.5, 3.5 and 4.5 wt.% included have been
conducted. It came out that the best
tribology experimental came to the engine oil with 3.5 wt.%
nano SiO2added. During the tribology
experimental of nano SiO2-engine oil, the engine oil with
3.5 wt.% nano SiO2 added decreased an
average of 42.42 % abrasion loss. The fuel consμmption
(km/L), climbing capacity, constant velocity
testing. The engine oil with 3.5wt.% nano SiO2 added
increased the fuel consμmption, speed of fixed
throttle testing, climbing capacity and 0.3μm particle
with 15.22 %, 10.3%, 15.78
% and 142.48 %, respectively. Besides,it also decreased the
CO and HC with 16.9 % and 8.36 %,
respectively. Overall, the engine oil with 3.5 wt.% nano
SiO2 added improved the effect of
lubricating. In the future, the examination of nano
material includes motorcycle fuel consμmption,
engine temperature and exhaust emissions would be
conducted.



英文關鍵詞： In this study, nano silica (nano SiO2) was added in to the
original named engine oil. It also be
Nano silica, Tribology test, Fuel consumption, Engine
performance, Exhaust emissions, Particulate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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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研究針對四行程機車，添加奈米二氧化矽於原廠指定使用的機油中，研究機車在運行時的

定油門車速(km/h)、燃料消耗率(km/L)、廢氣污染排放以及粒狀汙染物(PM)值做為實驗成果

的效益評估。本研究總共試驗了 0.5、1.5、2.5、3.5、4.5 wt.%的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最後選

定磨潤試驗表現較佳的 3.5 wt.%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在磨潤試驗中，添加 3.5 wt.% 的奈米

二氧化矽粉體機油相較無添加奈米二氧化矽的機油，平均降低 42.43 % 的磨耗量。在 ECE-40

行車型態的燃料消耗率(km/L)、爬坡度、定速測試，添加 3.5 wt.%奈米二氧化矽的機油，在

CE-40 行車型態的燃料消耗率測試平均增加了 15.22 %的燃油效耗率，定油門開度測試平均

車速增加了 10.30 %， 爬坡度測試平均車速增加了 15.78 %，PM 值測試 0.3 μm 顆粒平均

增加了 142.48 %、CO 平均減少了 16.9 %、HC 平均減少 8.36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可以提

供較佳的潤滑效果，在未來將可以測試複合奈米材料，測試其對於機車燃料消耗率、引擎溫

度以及廢氣汙染排放的影響效益。 

中文關鍵字:奈米二氧化矽、磨潤試驗、燃料消耗率、機車性能、廢氣汙染排放、粒狀汙染物 

 

英文摘要:In this study, nano silica (nano SiO2) was added in to the original named engine oil. It also be  

experimented on the four-stroke motorcyc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iving-experiment, which  

includes speed performance, specific fuel consμmption, and the exhaust emissions, such as HC, CO  

and PM, were estimated as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the further benefit evaluation. Nano SiO2- engine  

oil with 0.5, 1.5, 2.5, 3.5 and 4.5 wt.% included have been conducted. It came out that the best  

tribology experimental came to the engine oil with 3.5 wt.% nano SiO2added. During the tribology  

experimental of nano SiO2-engine oil, the engine oil with 3.5 wt.% nano SiO2 added decreased an  

average of 42.42 % abrasion loss. The fuel consμmption (km/L), climbing capacity, constant velocity  

testing. The engine oil with 3.5wt.% nano SiO2 added increased the fuel consμmption, speed of fixed  

throttle testing, climbing capacity and 0.3μm particle with 15.22 %, 10.3%, 15.78  

% and 142.48 %, respectively. Besides,it also decreased the CO and HC with 16.9 % and 8.36 %,  

respectively. Overall, the engine oil with 3.5 wt.% nano SiO2 added improved the effect of  

lubricating. In the future, the examination of nano material includes motorcycle fuel consμmption,  

engine temperature and exhaust emissions would be conducted. 

Keywords: Nano silica, Tribology test, Fuel consumption, Engine performance, Exhaust emissions, 

Particulate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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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台灣機車概況 

    在台灣，交通工具的使用中，使用率最高的是機車，根據台灣交通部公路總局的統計，在 2016年

台灣機車總計有 13,668,227輛，相當於每 10人就有 6人擁有機車，相較於 1991年的 7,409,175輛提

升了約 45 %，堪稱世界機車密度最高之國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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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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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方面，汽機車排放廢氣中含污染物成份計有 HC(碳氫化合物)、CO(一氧化碳)、NOx (氮氧化

物)以及細懸浮微粒(PM2.5)，而 PM2.5 近年來廣受世界媒體大篇幅的報導，才驚覺人類一直都生活在

這種恐怖的環境下，甚至如新聞畫面所播，世界上有些重工業地區，空氣濃如大霧一般連前方車輛都

難以看見[3]。引擎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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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引擎在運作時，活塞會被曲軸帶動，其活塞環與汽缸壁

之間就會產生摩擦，造成能量的散失，因此「潤滑」就是其中一個影響的關鍵點，將影響引擎機件的

磨耗與使用壽命、耗油量、廢氣的粒狀汙染物數量等[4、5]。 

    發展性方面，科技日新月異，奈米材料已經非常普及了，許許多多不同種類的奈米材料，已經被

廣泛的運用在許多的地方，許多研究也發現了，這些奈米材料的特性，如奈米氧化鋁、奈米氧化銅、

奈米二氧化鈦以及奈米二氧化矽等在做為磨潤添加劑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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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提高了抗磨耗性[6、7、8]。 

1.2 奈米流體概況 

    傳統在工作流體中，科學家大多都會添加水當作散熱媒介，因為水較容易取得且水的流體散熱能

力也相當不錯。而現今科技發達，科學家發現奈米粉體，擁有許多特性適合做為工作流體中的添加物，

進而增進散熱效率[9]。其中 Narendara 等人將工作流體中添加奈米級(nm)粒子(Al2O3、CuO)來測試是

否可以增進工作流體中的散熱效率[10]。以往在實驗嘗試時，會加入一些粒徑較大粒徑的顆粒，用來

增加工作流體之間的接觸面積，使流體之間的熱傳導效率提升，藉此提升流體的散熱效率，但是經實

驗發現較大粒徑的顆粒，當流體停止運作時，較容易產生沉降堆積的作用，如此在管路中會造堵塞和

實際使用管徑面積下降。 

磨潤方面現今許多研究將奈米粒子(Nano particles)添加於不同的潤滑油中，因為奈米粉體的顆

粒尺寸非常小，所以在相同的體積中，可以裝入更多的奈米顆粒，使得奈米粉體擁有更大的接觸表面

積，在受力上則能更加平均，並將摩擦表面形成一層潤滑薄膜，提升抗磨耗效果。而在四行程機車引

擎運轉時，添加的奈米粉體會在機油油膜破裂時，利用其微小奈米粉體當作兩接觸面的潤滑劑，延長

機件使用的壽命；相較於一般未添加奈米粉體的原廠機油，在油膜破裂時會造成機件直接的摩擦接觸

[11、12]。 

    本研究利用奈米二氧化矽粉體(Nano-silicon dioxide,SiO2)添加至原廠機油，使原廠機油的性質

獲得改善，使內燃機引擎運轉時，可以獲得較低的磨耗，進而降低機車運轉時的耗油量，若是可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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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特性去開發奈米機油，不僅能奠定奈米機油的理論基礎以及材料特性，也能添加到使用的機車中

或是其他需要潤滑的機具中，相信在未來可以為地球的環境盡一份心力。 

熱導性方面，現今也有許多研究者們發現奈米流體中粒子的聚結及其對熱傳導係數的影響，因為

其粒徑尺寸較小，重力所造成的沉降堆積影響會相較過去輕微粉體多。但是由於顆粒本身粒徑小上許

多，顆粒之間會受到凡得瓦力的影響，顆粒容易受到相互作用力吸引，造成顆粒之間團聚效應而有沉

澱的現象發生，所以為了改善奈米流體的缺點，研究者們開始加入界面活性劑來防止奈米顆粒間的凡

德瓦力，改善團聚沉降的缺點。奈米顆粒會較一般傳統的工作流體熱傳導效率增加的原因有下列幾項

特性[13、14、15]： 

1.  奈米顆粒可以增加工作流體的表面積和熱容量。 

2.  由於奈米顆粒和工作流體分子之間相互碰撞機率上升，使得熱傳導效率提升。 

3.  液體會在固體的交界面形成一層規則液體層，而那層液體層的性質有助於熱傳的增加。 

4.  奈米流體不會有壓降增加的問題存在。 

5.  奈米流體內的波動及擾動隨懸浮粒子增多而增加。 

6.  由於加入的介面活性劑不會全部附著在奈米粒子上，有些界面活性劑的粒子對熱傳也有相當    

 程度的幫助。 

    然而致使粒子產生聚結的作用機制，如: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與團聚作用，也是讓奈米流

體具熱導性的象徵。 

    布朗運動是由 1827 年英國植物學家布朗(Robert Brown) 在顯微鏡中，發現花粉粒子在水中呈現

連續且不規則的運動，然而這發現也引起後續許多相關的研究，此後人們並就將此現象稱為布朗運動。

布朗運動有下列主要特性[16]： 

1. 粒子的運動由平移及轉移所構成，顯得非常沒有規則。 

2. 粒子之移動互不相關，甚至於當粒子互相接近至比其直徑小的距離。 

3. 粒子越小或液體黏性越低溫度越高時，粒子運動越活潑。 

4. 粒子的成分及密度對其運動沒有影響。 

5. 粒子的運動永不停止。 

    由布朗運動得知粒子會在液體中產生移動產生碰撞，因此可藉由粒子間的碰撞的相互接觸將熱能

由一固體粒子傳輸到另一個粒子，所以能增加熱傳導輸率。 

    團聚作用，在奈米流體中的粒子，聚集現象是不可避免的，當聚集發生，粒子隨機運動動能劇烈

情況將會減少，也降低奈米流體的熱交換性能。P. Keblinski 等人也相繼提出，粒子在團聚的結構中，

熱量將可以迅速傳遞[17]。 

1.3 奈米二氧化矽相關研究 

    奈米機油在車輛的應用上，有許多研究者提出許多不同奈米材料用來降低車輛的耗油量以及提升

車輛的燃燒效率，進而改善大氣中的空氣汙染率。而添加奈米材料的機油，藉由奈米材料的許多特性，

使車輛可以不需要去修改原先的機械結構，即能達到預期的成效。 

Ting Luo 等人使用加熱法以及矽烷偶聯劑(Silane Coupling Agent)讓奈米 Al2O3球形顆粒可以良

好地分散在潤滑油。Al2O3 奈米粒子作為潤滑油添加劑的摩擦學性質是通過四球和推力環摩擦進行了許

多研究測試所得出，其說明 Al2O3 奈米粉體可以有效地改善與基礎油相比的潤滑行為，而添加與 Al2O3

性質相似的二氧化矽奈米粉體的機油亦可有效的減少磨耗[18]。 

    Anuj Kumar Sharma 等人備製三種不同的奈米流體分別是二氧化鈦（TiO2），二氧化矽（SiO2）和

氧化鋁（Al2O3），研究發現，三種奈米流體的熱導率隨著溫度和奈米粉體濃度的增加而增加，比熱方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PP7PPXXS/Study#_Ching-Hao_Yan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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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SiO2奈米流體的比熱最高，密度方面 SiO2奈米流體是在三種奈米流體中具有最低的密度奈米流體，

黏度方面 SiO2奈米流體是在三種奈米流體中黏度提升率最高的奈米流體，由此可說明，SiO2奈米粉體

在懸浮性方面較其他三者佳，也較適合成為備製奈米機由的奈米粉體[19]。 

    Yuanliang Zhao 等人將二氧化矽奈米粉體參雜於聚醯亞胺(Polyimide)材料內，研究發現，隨著

奈米 SiO2的增加混合材質的硬度及耐磨性就隨之增加，這種現象可以解釋通過 SiO2奈米粉體的高硬度

和強度以及聚醯亞胺和奈米 SiO2粒子之間的界面相互作用。使得 SiO2粉體擦雜後的聚醯亞胺與純聚醯

亞胺的強度相比具有較高的抗壓強度[20]。 

Sheida Shahnazar等人發現在機油添加奈米添加劑的優點是奈米粉體的尺寸大小能很輕易的進入

摩擦面、並改變熱穩定性，並有效降低摩擦損失及提升耐磨性，這也是影響機油好壞很重要的因素，

機油添加奈米添加劑是可以很有效使摩減少摩耗[21]。 

HongmeiXie 等人將 MoS2 奈米粉體與 SiO2 奈米粉體混合的潤滑劑使用在鎂合金(magnesium 

alloys)/鋼接觸件，混合的潤滑劑使用超音波震盪器(ultrasonic shaker)震盪 2小時，以確保均勻分

散和良好的懸浮穩定性，研究結果顯示 SiO2奈米潤滑劑的摩擦係數首先隨著奈米 SiO2含量的增加而降

低，但在含量到達極限值後反而因 SiO2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當奈米 SiO2的量達到最佳濃度，獲

得明顯的減磨效果。有此可知，如果將過量的奈米 SiO2粉體加入到基礎潤滑劑中，奈米 SiO2將形成不

可逆的附聚物，附聚物將參雜在接觸界面之間導致減磨效果降低[22]。 

Fang-Sheng Li等人使用兩階合成法將奈米Al2O3粒子與引擎機油混合製備成奈米機油，重量百分比

分別為0、0.5、1.5和2.5 wt.%，在磨潤試驗中，發現1.5 wt.%奈米機油磨耗量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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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75％，

而定油門（20％，40％，60％，90％）的油耗則下降了3.57％。實驗結果證明，添加Al2O3奈米粉體的

發動機油顯著降低了燃油消耗[23]。 

 

2. 研究方法 

研究步驟主要為:奈米二氧化矽機油的製備、基本性質量測以及實車應用之研究方法。本研究將奈

米二氧化矽機油使用二階合成法製成，而每種樣本將使用奈米二氧化矽與原廠指定專用機油，將可以

了解到在四行程機車所使用的機油中添加奈米二氧化矽後，機油性質的差異。研究架構如圖1-1所示。 

 

2-1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備置 

本研究研究使用商用20nm 奈米二氧化矽及四行程機車專用機油，採用二階合成法製成奈米二氧

化矽機油，而奈米機油的重量百分比濃度為0.5wt. %、1.5wt. %、2.5 wt .% 、3.5 wt. % 、4.5 wt.%[7-8]，

研究樣本製備流程如下所示: 

1.使用精密電子天平如圖2-1(XS-125A, Precisa, Swiss)秤取出0.5wt.% (0.00025kg)、1.5 wt.% 

(0.00075kg)、2.5wt.%(0.00125kg) 、3.5wt.%(0.00175kg) 、4.5wt.%(0.00225kg)的的奈米二氧化矽粉末。 

2.將步驟1秤量好的奈米二氧化矽，添加於四行程機車專用機油中(溶質、溶劑重量分配如表1-1所

示)。 

3.將奈米二氧化矽奈米機油使用電磁加熱攪拌器如圖2-2 (HMS-102, FARGO, Taiwan)攪拌3 h，使奈

米二氧化矽與機油混合均勻。 

4.使用超音波震盪器，如圖2-3 (B5510-DTH, BRANSON, USA)震盪1 h，溫度設定343.15 K，使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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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矽能更平均分散於機油中。 

5.重複步驟3、4數次，使機油中的奈米二氧化矽能更均質的分布，具有較佳的懸浮性能。 

6.完成研究樣本的製備。 

 

 

 

圖1-1 研究架構 

 

 



 

 

 

7 

 

表1-1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研究樣本濃度表 

Concentration (wt.%) Solvent (g) Solute (g) Solution (g) 

0.5 49.75 0.25 50 

1.5 49.25 0.75 50 

2.5 48.75 1.25 50 

3.5 48.25 1.75 50 

4.5 47.75 2.25 50 

 

 

圖2-1 精密電子天平 

 

  圖2-2 電磁加熱攪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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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超音波震盪器 

 

2-3 奈米機油基本性質測試 

本實驗研究使用商用 20nm SiO2 奈米粉體、四行程機車專用機油，採用二階合成法製成不同重量

百分比濃度(0.5wt. %、1.5wt. %、2.5 wt .% 、3.5 wt. % 、4.5 wt.%)的 SiO2 奈米機油，進行基本性質

測試，其中包括沉降實驗、黏度實驗以及比熱實驗 

1. 沉降實驗:主要是將調製好不同重量百分濃度的奈米機油(0.5wt. %、1.5wt. %、2.5 wt .% 、3.5 wt. 

% 、4.5 wt.%)，經過一段時間 15、30、60 天)的靜置，觀察添加進機油中的奈米氧化物沉降的情

形，進行評估是否適合後續的研究實驗。 

2. 黏度實驗:將重量濃度 0.5wt. %、1.5wt. %、2.5 wt .% 、3.5 wt. % 、4.5 wt.%的奈米二氧化矽機油，

進行電磁加熱攪拌與超音波震盪，並分別在 30 ℃、50℃、70 ℃、90 ℃、110 ℃時，使用手持式

超音波黏度計量測重量濃度 0.5wt. %、1.5wt. %、2.5 wt .%、3.5 wt. %、4.5 wt.%的奈米二氧化矽機

油之黏度，若量測值誤差太大，則重新量測，直到量測數據誤差至合理範圍。 

3. 比熱實驗:將重量濃度 0.5 wt. %、1.5wt. %、2.5 wt .%、3.5 wt. %、4.5 wt.% 的奈米二氧化矽機油，

進行電磁加熱攪拌、超音波震盪，使得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混合均勻，並分別在 10℃~110℃(間格 10 

℃)時，使用熱示差量熱儀，將重量濃度 0.5wt. %、1.5 wt.%、2.5 wt .%、3.5 wt. %、4.5 wt.% 的奈

米二氧化矽機油進行比熱數據量測，若量測值誤差太大，則重新量測，直到量測數據誤差至合理範

圍。 

 

 

 

2-4 奈米SiO2機油應用測試 

實車測試架構如圖 2-5 所示，本研究場地如圖 2-4 所示，主要是利用四象限機車底盤動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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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ometer, Chief, Taiwan)進行四行程機車燃料消耗量測試及使用廢棄分析儀、粒狀汙染物計量器

(TSI Portable Particle Counter)，其中測試的項目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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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行車爬坡度分別為 2 度、4 度、6 度做測

試等。依據上述的實驗項目，檢測待驗機車的燃料消耗量及機車運行中廢氣排放粒狀汙染物之總量作

紀錄。由上述的數據紀錄將可以比較出使用原廠指定四行程專用機油與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對於燃料消

耗量及機車運行時廢氣中的粒狀汙染物進行數據分析比較。其中燃料消耗量測試使用精密電子天平

(Precision electronic bal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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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消耗量。廢氣排放量的檢測，則是

在機車行駛中進行監測與紀錄。在進行實車燃料消耗量測試前，會先將奈米二氧化矽機油透過電磁加

熱攪拌器與超音波震盪器，使機油能夠更加均勻的分散，增加實驗的準確性、減少實驗誤差。本實驗

參數如表 2 所示，而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實車燃油消耗量測試流程如下所示： 

1. 將奈米二氧化矽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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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象限機車底盤動力計參數設定與粒狀汙染物計量器開機流程設定。 

3. 進行機車實車燃油消耗量測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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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以不同油門開度、坡度重複步驟 2~4。 

6. 實驗結果分析。 

 

圖2-4 研究場地 

 

 



 

 

 

10 

 

圖2-5 實車測試研究流程 

 

 

 

 

 

 

 

表2 四象限機車底盤動力計參數設定 

 

 

 

 

 

 

 

      參數

設定 

量測項目 

油門開度(%) 爬坡度(度) 

極速性測試 100 0 

爬坡性測試 60 6 

加速性測試 0~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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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與討論 

3-1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備置結果 

    本實驗研究使用商用 20 nm SiO2 奈米粉體、原廠指定四行程專用機油，採用二階合成法製成 SiO2

奈米機油，而奈米機油的重量百分比濃度分別為 0.5wt. %、1.5wt. %、2.5 wt .% 、3.5 wt. % 、4.5 wt.%，

實驗樣本製備流程如下所示: 

1. 使用精密電子天平(Precision electronic balance ,XS-125A, Precisa, Swiss)秤取出 0.5 wt.%(0.25g)、1.5 

wt.%(0.75g)、2.5 wt.%(1.25g) 、3.5 wt.%(1.75g) 、4.5 wt.%(2.25g)的 SiO2 奈米粉末。 

2. 將步驟 1 秤量好的 SiO2 奈米粉末，依上述比例添加於四行程機車專用機油中(溶質、溶劑重量分

配如下表 1 所示)。 

3. 將 SiO2 奈米機油使用電磁加熱攪拌器(Electromagnetic heating stirrer, HMS-102, FARGO, Taiwan)

攪拌三個小時，使奈米粉體與機油混合均勻[24]。 

4. 使用超音波震盪器(Ultrasonic shaker, B5510-DTH, BRANSON, USA)震盪 1 小時，溫度設定 70 ，

使 SiO2 奈米粉體能更平均分散於機油中[24]。 

5. 重複步驟 3-4 數次，使機油中的奈米粉體能更均質的分布，使奈米機油中的奈米粉體具有較佳的

懸浮性。 

6. 完成實驗樣本的製備流程。(如圖 3-1 所示) 

 

 

圖3-1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調製完成結果 

3-2 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ECE-40行車型態測試結果 

   本研究藉由四象限機車底盤動力計，進行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機車ECE-40行車型態

測試。依據我國測試四行程機車標準，必須要連續測試六次ECE-40 行車型態，總里程為6 km、花費

總時間共1025 s，如圖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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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機車ECE-40行車型態測試結果 

 

3-3 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機車綜合性能測試結果 

3-3-1 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機車油耗量測試結果比較 

    實驗測試結果如圖3-3所示，油耗量測試結果，原廠機油的機車行駛三次ECE-40之油耗量為

82.234 g；二氧化矽機油的機車行駛三次ECE-40之油耗量為69.717 g，表示在長時間的行駛下，奈米二

氧化矽機油可以提供較佳的潤滑效果，減少機車在行駛時的能量散失，引擎在運轉時的負載減小，使

得機車在同樣的車速變化下，有更佳的能量轉換效率，在輸出相同動能的情況下，可以消耗較少的汽

油，使得機車在運行時能夠消耗更少的燃料，油耗量平均降低了15.22 %。 

3-3-2 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平路性能測試結果比較 

     如圖3-3得知，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在油門開度50 %，實驗測試時間為100 s，在平路的平均時

速增加了5.2 km/h，而平路性能增加了10.3 %。 

3-3-3 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爬坡性能測試結果比較 

     爬坡性能測試採用4度的爬坡度(一般在臺灣的使用道路上，根據統計最陡的坡度約為4度左

右，所以本實驗定最陡坡度為4度坡進行測試)，油門開度設定為50 %的油門開度(此油門開度在原廠設

定節流閥與控制噴油時，屬於較省油的經濟模式，也符合一般使用者的巡航車速。如圖14得知，奈米

二氧化矽機油在油門開度50 % 時，效率較佳)，實驗測試時間為100 s，爬坡平均時速增加了4.5 km/h，

爬坡性能增加了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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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a) 油耗量比較結果 (b) 平路性能比較結果 (c) 爬坡性能比較結果 

3-4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整合性能測試結果比較 

    實驗測試結果如圖3-4所示，機車綜合性能測試，平路車速增加10.3 %，爬坡車速增加15.7 %

其行駛中有明顯的改善效率，表示在長時間的行駛下，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可以提供較佳的潤滑效果，

減少機車在行駛時能量的散失，引擎在運轉時因負載減小，使得機車在同樣的油門開度下，引擎產生

的能量能更有效率地轉換成機車的動能，更小的運轉阻力，減少機車在運作時的能量散失，使得機車

車速有顯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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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機車整合性能測試結果 

 

3-5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排放HC,CO結果比較 

    實驗結果如圖3-4所示，原廠機油與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機車在ECE-40行車型態的三次加速均反映出

較高的HC排放，因此，可得知因加速時的空燃比會增濃，使得汽油較不易燃燒完全，會產生較高的HC

排放，符合理論。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機車在HC廢氣排放均低於原廠機油，HC的產生主要原因為

汽缸內的混合氣在燃燒時，有部分的燃料未參與燃燒反應(不完全燃燒)，由此可得知使用奈米二氧化矽

機油在引擎燃燒時，因奈米二氧化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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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可以在較稀的空燃比狀況下，與使用原廠機油的引擎維持相同轉速，引擎燃燒更完全，排放的HC降

低，且由如圖3-5(a)所示，在ECE-40行車型態下，奈米二氧化矽機油相較於原廠機油HC的總排放減少

16.9 %。 

    實驗結果如圖 3-5 所示，使用原廠機油與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機車在 ECE-40 行車型態的三次加速均

反映出較高的 CO 廢氣排放，因此，可得知因加速時的空燃比會增濃，使得燃燒時空氣的量不足，導

致 CO 無法與足夠的氧氣結合，會產生較高的 CO 排放，符合理論。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機車在 CO

廢氣排放均低於原廠機油，CO 的產生主要原因為燃燒後的 CO 無法與足夠的氧氣結合所導致(燃燒不

完全)，由此可得知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在引擎燃燒時，因奈米二氧化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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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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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 CO 降低，且如圖 3-5(b)所示，在 ECE-40 行車型態下，使用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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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二氧化矽機油相較於原廠機油 CO 的總排放值減少 8.36% 

 

圖3-5  (a) ECE-40行車型態排放HC情形 (b) ECE-40行車型態排放CO情形 

3-6 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與原廠機油的排放PM值結果比較 

    研究結果如圖3-6(c)所示，使用原廠機油與奈米二氧化矽機油的機車排放PM值在最小 (0.3 

m)，有最多的數量(奈米機油:9.62x105，原油:6.61x105)，而粒徑在0.5 m(奈米機油: 6.80 x104，

原油: 5.04x104)、1 m(奈米機油: 1.82x104，原油: 1.28x104)、2 m(奈米機油: 6.48x103，原油: 

6.35x103)、3 m(奈米機油: 2.81x103，原油: 2.95x103)及5 m(奈米機油: 1.19x103，原油: 1.34 x103)

數量則逐漸減少，說明現代引擎機車燃燒的效率較佳，在燃燒時可使汽缸中的碳氫化合物分子燃燒得

更完全，產生較細微的廢氣微粒，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機車在5 m及3 m的PM值均少於原廠機油(5 

m總量降低11.65 %、3 m總量降低4.93 %)，但在0.3 m、0.5 m、1 m、2 m的PM值，則均多於原

廠機油(0.3 um總量提升45.44 %、0.5 m總量提升34.99 %、1 m總量提升42.63%、2 m總量提升

1.98%)。由此可知，添加奈米二氧化矽機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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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因此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能使機車引擎燃燒更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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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a) 排放 HC 比較結果 (b) 排放 CO 比較結果 

(c)排放 PM 值結果比較 

 

 

4. 結論 

本研究係將奈米二氧化矽以各種不同比例添加於機車原廠機油中，進行基礎性質量測、磨潤試驗，

藉由實驗所得的數據，比較出添加奈米二氧化矽的機油，是否具有原廠機油的基礎性質、是否降低磨

耗消耗量的功效。並找出最佳比例添加至實車中，藉此評估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添加於四行程機車中是

否能改善機車之性能及廢氣排放。經過實驗結果分析與討論後，將歸納出下列結論: 

1. 將奈米二氧化矽添加於四行程機車使用的機油中，經由基礎性質量測後，可以推論出奈米二氧化

矽機油是可以保有原有奈米材料與原廠機油的特性。 

2.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用於磨潤試驗中，藉由添加不同比例的奈米二氧化矽機油，測驗出試片的磨耗

量與觀察磨疤的情況，藉此挑選出最佳重量百分比例的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實驗最終得出最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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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百分比例為3.5 wt.%。 

3. 在實車測試中，係將奈米二氧化矽以3.5 wt.%的比例添加於機車原廠機油中，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

油進行多項機車綜合性能測試，分別進行了ECE-40行車型態的油耗量、平路性能、爬坡性能、廢

氣HC、CO、PM值等模擬測試，藉此比較奈米二氧化矽機油相較於原廠機油是否具提升機車綜合

性能的功效，由研究結果顯示，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可以提供較佳的潤滑效果，減少機車在行駛時

的能量散失，引擎在運轉時的負載減小，使得機車在同樣的油門開度下，有更佳的能量轉換效率，

更小的運轉阻力，且在相同轉速下的空燃比可以較稀薄，使引擎燃料燃燒得更完全，排放的廢氣

HC、CO也因此降低。 

4. 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在ECE-40行車型態中，機車綜合性能測試，油耗量平均減少了15.2 %平路

性能平均增加10.3 %，爬坡性能平均增加15.7 % ，HC平均降低16.9 %，CO平均降低8.3 %，PM值

呈現燃燒更完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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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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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添加奈米二氧化矽於原廠指定之機油中，並研究使用原廠機油以及1.5
wt. %奈米二氧化矽機油，進行四行程引擎機車在運行時的極速性、加速性、
爬坡性、以及廢氣污染排放HC、CO、PM值，做為研究成果的效益評估。利用奈
米二氧化矽機油可以提供較佳的潤滑效果，減少機車在行駛時的能量散失，讓
引擎在運轉時的負載減小，使得機車在同樣的油門開度下，有更佳的能量轉換
效率，更小的運轉阻力，且在相同轉速下的空燃比可以更稀薄，使引擎可以將
燃料燃燒得更完全，排放的廢氣HC、CO也能因此降低。使用奈米二氧化矽機油
在ECE-40行車型態中，機車綜合性能測試其極速性平均增加5.7 %，加速性平
均增加8.5 %，爬坡性能平均增加4.7 % ，HC平均降低11.5 %，CO平均降低
5.03 %，PM值呈現燃燒更完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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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