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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利用不同基材研究兩種不同微結構的氣體感測器，以量測多
種不同官能基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將氣體感測器搭配反射式光纖
使用，以縮小感測光徑範圍至單一光點即可進行氣體偵測。經熱處
理過的奈米金陽極氧化鋁薄膜感測器，所偵測的八種氣體皆呈現良
好的線性關係及再現性，偵測下限則尚有進步的空間。另外，透過
自組裝薄膜反應機制將多層奈米金粒子修飾於內徑為0.8 mm的玻璃
毛細管內壁，並與氣相層析儀串聯，成功地偵測十六種有機氣體
，其結果顯示具有良好再現性、靈敏度及線性關係，對於分子量、
極性與折射率越大且沸點越高的化合物有較好的靈敏度，其中m-
xylene與cyclohexanone的偵測下限皆小於20 ng。這些局部表面電
漿共振感測器，開啟了未來偵測器進一步微小化的可能性。

中文關鍵詞： 奈米金、二氧化矽、局部表面電漿共振、陽極氧化鋁、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

英 文 摘 要 ：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 two different surface structures
of gas sensors by using different substrates to dectect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al
groups. The above two gas sensors detect gases with the
reflective optical fiber, which can reduce the sensing
range to be just a single light spot. The nanogold anodic
aluminum oxide (AAO) sensor treated by heating detects
eight organic gases, and the result shows good linear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he range of detection limit is still
much to be desired. In addition, the multilayer gold
nanoparticles were coated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glass
capillary tube (i.d. 0.8 mm) by the self-assembled film
reaction. The multilayer gold nanoparticles sensor is
integrated into the gas chromatograph (GC) system to
successfully detect sixteen organic gases.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multilayer gold nanoparticles sensor has
good reproducibility, sensitivity, and linearity. Besides,
the multilayer gold nanoparticles sensor has been
demonstrated better sensitivity for compounds with higher
molecular weight, polarity, refractive index and boiling
point. The detection limit of m-xylene and cyclohexanone
can be below 20 ng. These sensor structures make possible
for future miniaturization of LSPR detectors.

英文關鍵詞： gold naonparticles,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anodic aluminum oxide,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摘  要 

    本研究利用不同基材研究兩種不同微結構的氣體感測器，以量測多種不同官

能基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將氣體感測器搭配反射式光纖使用，以縮小感測光徑

範圍至單一光點即可進行氣體偵測。經熱處理過的奈米金陽極氧化鋁薄膜感測

器，所偵測的八種氣體皆呈現良好的線性關係及再現性，偵測下限則尚有進步的

空間。另外，透過自組裝薄膜反應機制將多層奈米金粒子修飾於內徑為 0.8 mm
的玻璃毛細管內壁，並與氣相層析儀串聯，成功地偵測十六種有機氣體，其結果

顯示具有良好再現性、靈敏度及線性關係，對於分子量、極性與折射率越大且沸

點越高的化合物有較好的靈敏度，其中 m-xylene 與 cyclohexanone 的偵測下限皆

小於 20 ng。這些局部表面電漿共振感測器，開啟了未來偵測器進一步微小化的

可能性。 

關鍵字：奈米金、二氧化矽、局部表面電漿共振、陽極氧化鋁、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 two different surface structures of gas sensors by using 
different substrates to dectect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al groups. The above two gas sensors detect gases with the reflective optical 
fiber, which can reduce the sensing range to be just a single light spot. The nanogold 
anodic aluminum oxide (AAO) sensor treated by heating detects eight organic gases, 
and the result shows good linear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he range of detection limit is 
still much to be desired. In addition, the multilayer gold nanoparticles were coated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glass capillary tube (i.d. 0.8 mm) by the self-assembled film 
reaction. The multilayer gold nanoparticles sensor is integrated into the gas 
chromatograph (GC) system to successfully detect sixteen organic gases.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multilayer gold nanoparticles sensor has good reproducibility, sensitivity, 
and linearity. Besides, the multilayer gold nanoparticles sensor has been demonstrated 
better sensitivity for compounds with higher molecular weight, polarity, refractive 
index and boiling point. The detection limit of m-xylene and cyclohexanone can be 
below 20 ng. These sensor structures make possible for future miniaturization of 
LSPR detectors. 

KEY WORD：gold naonparticles,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anodic aluminum oxide,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第一章 緒論 

    現今在大氣中，充斥著大量的揮發性有機氣體  (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NOX、O3 和羰基化合物等
[1]
有害物質。其中 VOCs 來源

可分為自然產生和人為排放。其中人為排放包括烹飪的油煙、油漆的塗料、工廠

排放的廢氣等，之中又以石化相關產業的影響最為嚴重。揮發性有機物通常具有

高滲透、易脂溶和高揮發等特性，且大部分都具有毒性，若人體長期在無防護的

情況下吸入、食入或接觸，輕者可能引發皮膚炎，重者危害中樞神經。根據國際

癌症研究署(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 )對致癌物的分類

標準
[2]
，當中已有一些 VOCs 被認為具致癌性。為了讓地球上的生物能生生不息，

勢必要有效控制揮發性有機汙染物，使其含量能保持在安全範圍內，以維持生活

環境品質，所以即時監測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就成了重要的課題。 

    雖說傳統氣體偵測器(如：GC-FID、GC-TCD)在感測上有一定的靈敏度，然

而價格不便宜、體積大不易攜帶且無法現場即時偵測、又需使用額外的氣體等缺

點，故研發低成本、裝置簡單、體積小且能快速檢測的高靈敏感測器，即成了當

前勢在必行的研究方向。 

    自奈米材料問世後，不少科學家紛紛投入奈米技術的領域。從而促使局部表

面電漿共振 (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LSPR )
 [3]
之偵測的興起，其

感測原理是利用奈米金屬粒子獨有的光學特性，當奈米金屬粒子表面的電子與電

磁波振動頻率相近時，會產生集體式偶極震盪，並在奈米金屬表面形成表面電漿

波。這一現象在 1857 年由 Faraday 所解釋
[4]
，之後由 Mie 利用 Maxwell´s 

equation 計算結果獲得其理論
[5]
。由於此現象對周遭環境的折射率變化相當敏

感，因此被應用於多項領域檢測。 
    本研究將藉由局部表面電漿共振現象，研發出奈米金陽極氧化鋁薄膜感測

器，並以本實驗團隊前人開發的中空光纖感測器
[6]
及多層金結構應用

[7]
之文獻作

為理論基礎，製作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此二者感測器皆搭配反射式光

纖使用。 



 

第二章 實驗部分 

2.1 藥品、實驗器材與儀器設備 

2.1.1 實驗藥品 

四氯金酸、檸檬酸鈉、3-胺基丙基三乙氧基矽烷、甲醇、四乙氧基矽烷、乙醇、

硫酸、雙氧水、去離子水、硝酸銀、氫氧化鈉、氨水、葡萄糖 

2.1.2 實驗器材 

封口膜、止洩帶、金屬墊圈、T 型玻璃管、塑膠管、市售陽極氧化鋁薄膜、Y 型
反射式光纖、資料擷取卡(USB - 6212)、電源供應器(型號：GS160A12-R7B、
DP-3003)、玻璃毛細管、GC 毛細管柱(Untreated、DB-5)、直線型玻璃連接管、

Hamilton 液體注射針(10 μL、50 μL)、SKC 氣體 Tedlar 採樣袋(3 L)、500 μL Sample 
loop 

2.1.3 儀器設備 

無油式空氣壓縮機、質量氣體流量控制器、氘-鹵素燈光源、高靈敏光纖光譜儀、

場發射槍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超高解析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氣相層析儀 

2.2 奈米金粒子之合成
[8]

 

    將製備好的 1.0 mM 四氯金酸水溶液放入 100 mL 三頸圓底瓶中均勻攪拌並

加熱，反應過程中利用迴流裝置控制溫度，當溶液溫度達沸騰時，加入 38.8 mM
的檸檬酸鈉水溶液，並持續加熱攪拌一段時間，溶液顏色會由最初的淡黃色逐漸

轉為透明，再變成黑色最後轉換成酒紅色。此時停止加熱及攪拌，待溶液冷卻至

室溫之後，可依實驗需求加水稀釋至想要的濃度(吸收度)。 

2.3 陽極氧化鋁薄膜感測器製作流程 

    裁切好的陽極氧化鋁薄膜利用鑷子夾取之並浸入食人魚液中，再快速夾起後

用去離子水洗滌數次即可。接著，浸泡於奈米金溶液裡一段時間後，以肉眼觀察

其表面呈現淡紫色即可，另外熱處理後的奈米金陽極氧化鋁薄膜，則是呈現鮮紅

色。最後，將陽極氧化鋁薄膜以金屬墊圈夾住並用封口膜固定。 

2.4 多層奈米金自組裝於玻璃毛細管內部製作流程 



    首先，玻璃毛細管(i.d. 0.8 mm × o.d. 2 mm) 裁切成所需長度，浸泡於食人

魚液中，利用超音波震盪清洗半小時後，依序用去離子水、酒精沖洗數次，再放

入 80 度烘箱中烘乾。 
    接著，依序於玻璃毛細管內壁修飾上 APTMS、奈米金粒子及二氧化矽薄膜，

此時已完成第一層之步驟。修飾上第二層 APTMS 只需將已修飾二氧化矽薄膜之

玻璃毛細管直接抽入 10% APTMS-甲醇溶液 1 小時，以去離子水與酒精清洗，放

入 80 度烘箱烘乾，取出冷卻至室溫，再修飾上奈米金粒子即完成第二層。故欲

上到第三層則再修飾二氧化矽薄膜重複以上步驟即可。之後，利用載流氣體—氮

氣，吹走玻璃毛細管內多餘的水分，確認玻璃毛細管內為乾燥狀態。 
  

2.5 感測系統之架設 

2.5.1 陽極氧化鋁薄膜感測系統 

    將反射式光纖套入塑膠管，AAO 薄膜感測器則置於塑膠管尾端，並用封口

膜、止洩帶纏住固定，確保光線會照射到 AAO 薄膜，再套上 T 型玻璃管作為氣

體偵測槽，玻璃管另外兩端的其中一端連接氣體生成系統之出氣口，剩下的一端

則作為排氣窗口。最後用鋁箔紙包住整個玻璃管外部，避免外界環境的光影響訊

號、降低感測效果。 
    本實驗所使用的氣體生成系統如下圖所示。透過空壓機把空氣送入生成系統

中，氣流經由三道過濾裝置，同時由質量氣體流量控制器調整三道氣體流速，其

中兩道的一道空氣用來通入盛裝有機溶劑的衝擊瓶，氣體通過有機溶劑後所產生

的飽和有機揮發氣體再與另一道乾淨空氣混合，可得實驗上所需濃度的有機氣

體，而剩下的最後一道氣體則為脫附用之乾淨空氣，將原本吸附在感測器上的有

機氣體吹除。

 

圖 2-1 氣體生成系統示意圖 



 

2.5.2 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系統 

    自組裝之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藉由玻璃連接管與氣相層析儀進行

量測，所搭配的層析管柱為 DB-5、長度 14.3 m、內徑 0.53 mm 的毛細管。載流

氣體選用高純度氮氣。烘箱溫度則以梯度升溫的方式來控制。利用層析管柱將混

合樣品分離，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進行分析，測量有機揮發氣體通過時

之光譜變化。 

    除此之外，透過 Labview 配合 DAQ 卡控制幫浦抽氣時間和六向閥轉閥來完

成自動進樣，以確保每次進樣的體積相同，並大幅降低人為操作的實驗誤差。 

 

圖 2-2 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系統裝置圖 
 



 

第三章 問題與討論 

3.1 奈米金粒子相關之分析 

3.1.1 奈米金溶液之分析 

    根據過去文獻，大多以化學還原法來製備奈米金溶液，依還原劑強度大小可

合成出不同粒徑的奈米金粒子。而本研究選擇檸檬酸鈉作為還原劑，利用檸檬酸

根離子，使四氯金酸的三價金離子還原成金原子，由於奈米金粒子表面帶負電，

在此情況下的排斥力讓奈米金粒子較不易聚集，形成穩定的奈米金膠體溶液，溶

液最大吸收峰約落在 520 nm。由穿透式電子顯微鏡所拍攝的圖片中，可知本研

究所合成的奈米金粒子粒徑大約為 10~20 nm 之間且為球形。 

           
  圖 3-1 奈米金粒子 UV-Vis 吸收光譜圖     圖 3-2 奈米金粒子之 TEM 圖 

3.1.2 奈米金修飾於陽極氧化鋁薄膜之分析 

    完成奈米金塗佈的陽極氧化鋁薄膜，此時其表面為明顯的淡紫色，最大吸收

峰約為 545 nm；而經過熱處理後的奈米金陽極氧化鋁薄膜，則是呈現鮮紅色，

最大吸收峰則是藍位移至 530 nm，由吸收光譜圖可看出兩者之差異。 

       

   圖 3-3 奈米金 AAO 薄膜吸收光譜圖     圖 3-4 奈米金 AAO 薄膜 SEM 圖 



3.1.3 多層奈米金自組裝於玻璃表面之鑑定 

    本研究選用 APTMS 作為修飾劑
[10]
，其矽氧烷基會與已去除有機物的玻璃表

面浮出之羥基鍵結；胺基則會與奈米金溶液中的 H+形成 NH3
+帶正電，奈米金粒

子表面因帶負電，故彼此間會產生靜電吸引力，使得奈米金粒子任意排列於玻璃

表面上。
[11]

 

    隨著玻璃表面奈米金層數增加，粒子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緊密，這會造成表

面電漿共振波互相結合，加上使用反射式光纖的緣故，原本只修飾三層的奈米金

玻璃毛細管內壁，光束先穿過外壁進到玻璃毛細管內，照射到銀鏡之後折返，如

此等同於光線穿過十二層奈米金，導致 LSPR 峰寬變大及明顯紅移的現象發生，

使得多層奈米金最大吸收峰約在 612.19 nm。 

       

圖 3-5 多層奈米金之吸收光譜圖             圖 3-6 多層奈米金 SEM 圖 

3.2 奈米金陽極氧化鋁薄膜熱處理之影響 

    將經高溫熱處理與原始未熱處理的奈米金 AAO 薄膜感測器一同做測試、比

較。利用氣體生成系統調配約 2000 ppm 的 cyclohexanone 氣體，再以電磁閥控制

氣體進出，設定吸、脫附時間皆為 60 秒。圖 3-7 為經熱處理前後的感測器偵測

訊號疊圖，從圖中可以看到，不論是否經熱處理之奈米金 AAO 薄膜，皆具良好

的再現性，而煅燒後的奈米金 AAO 薄膜感測器訊號變化明顯較大，代表較靈敏。

因此可知，透過高溫燒結能除去表面有機物，使奈米金粒子裸露，且提升其表面

固著力，進而增強奈米金的感測效果。 



 

圖 3-7 奈米金 AAO 感測器之 cyclohexanone 偵測訊號 

3.3 奈米金陽極氧化鋁薄膜之氣體偵測結果 

    對煅燒過的奈米金 AAO 薄膜感測器進行多種不同官能基的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之量測，像是芳香醚、鹵代芳香烴、環酮、芳香烴、醇、酯、烷等八種氣體。

將偵測結果製作成靈敏度圖後進行比較，從圖中觀察到，anisole 的靈敏度最好，

因為 anisole 分子量、沸點與折射率都很大，會使奈米金的表面電漿共振波長位

移變化量多，其次是 cyclohexanone、m-xylene，之後依序是 n-butanol、n-butyl 
acetate、chlorobenzene、octane，訊號靈敏度最低的則為 toluene，由於 octane 與
toluene 極性較低，導致偵測效果不佳，而 chlorobenzene 的分散力較弱，故吸附

能力較差。依據結果可以推論，燒結過的奈米金 AAO 薄膜感測器對於極性較高、

折射率大者，具良好的吸附效果。 

 

 

 

 

 

 

 

 

圖 3-8 煅燒後奈米金 AAO 感測器對不同官能基有機氣體之靈敏度 



    搭配反射式光纖使用的奈米金 AAO 薄膜感測器，僅用單一光點進行氣體偵

測，即有不錯的靈敏度及線性關係，偵測下限則尚有改善的空間，故將此偵測方

法的原理，與本研究團隊前人所開發的中空光纖感測器作為基礎，應用在後續章

節所研製的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 

3.4 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實驗參數之探討 

3.4.1 銀鏡有無之影響 

    在此以 toluene 作為測試樣品，實際注入質量約為 9.42 μg，所得實驗結果如

圖所示，可以看出在 155 秒左右訊號有明顯變化，其為氣體樣品經過感測光點時

的訊號。沒有銀鏡的玻璃毛細管因無反射層，光譜儀接收到的只有光照射奈米金

而產生的背向散射光強度，造成光譜圖訊號不佳、不易偵測；反之，外壁鍍上銀

鏡的玻璃毛細管，於同個滯留時間可以看見明顯的 toluene 層析波峰，這也證明

了有銀鏡包覆的感測器具有一定的偵測能力。 

 

圖 3-9 感測器有無銀鏡之偵測訊號 (a)無銀鏡 (b)有銀鏡 

3.4.2 奈米金粒子層數之分析 

    內壁修飾上單層與多層奈米金粒子玻璃毛細管感測器，皆以絕對質量 4.34 
μg 的 m-xylene 進行測試，載流氣體流速皆為 2.8 mL/min，固定烘箱溫度則為 120 
℃。量測結果如圖 3-10 所示，可以發現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的偵測訊

號變化遠大於單層的。表 3-1 則為 m-xylene 被不同層數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

偵測時的訊噪比。 

(a)                                    (b) 



 

   

圖 3-10 不同層數奈米金感測器之 m-xylene 的訊號變化 

3.4.3 載流氣體流速之影響 

    由於奈米金粒子在不同的氣流下，吸附情況會有所差別，多少會影響到層析

圖譜和靈敏度。在此以 1,4-dioxane 與 toluene 兩個不同官能基的化合物作為實驗

樣品，二者絕對值量分別為 7.21 μg、5.65 μg，氣相層析儀烘箱定溫於 70 ℃，在

其他相同控制變因下，改變載流氣體流速為 1.8 mL/min、2.8 mL/min、3.8 

mL/min、4.8 mL/min、5.8 mL/min。量測所得之層析圖如下，依序為水、1,4-dioxane

以及 toluene，圖中可以看到隨著流速增大，兩個有機物的波峰之間的距離也跟

著拉進。 

    為了能更進一步觀察波峰變化，將不同流速的 toluene 的滯留時間調整至同

一位置，並進行疊圖比較，，可以看到流速越快波峰越小，因為當流速增加時，

奈米金粒子能吸附樣品的時間會越短，故感測時間較少、峰寬變窄；另外，流速

變大會有稀釋樣品的情況發生，使得訊號量變小。雖然當流速低時訊號量大，但

會有拖尾的問題；儘管流速調高能減少樣品停留在奈米金粒子感測器的時間，然

而可能會導致之後量測混合氣體分離的困難。所以，為使感測器能有好的偵測效

果，最後選用 2.8 mL/min 的流速，不會有嚴重拖尾及訊號強度銳減等問題。 

層數 訊噪比 
1 11.73 
3 59.70 

表 3-1 不同層數奈米金粒子偵測 m-xylene 



 

圖 3-11 兩種有機氣體樣品於不同流速下之層析圖 

另外，從 Van deemter equation 中可以知道，流動相的流速會影響分離管柱

板高及效率
[12]

，故在此將不同載流氣體流速對有機氣體樣品之波峰高度與波峰

寬度分別作圖亦可觀察之。 

     

圖 3-12 載流氣體對偵測結果之影響 (a)峰高 (b)峰寬 

3.5 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再現性測試 

    選用 m-xylene 作為氣體樣品，其絕對質量為 8.68 μg，氣流速固定為 2.8 
mL/min，烘箱恆溫設定為 105 ℃，每次間隔 50 秒重複進樣 7 次，如圖 3-13 所

示。而每一次進樣，採樣袋背景中的水與 m-xylene 波峰相距約 70 秒，由於在

(a)                                   (b) 



m-xylene 尚未出來時就進行下一次進樣的關係，使得第二次進樣的水分子訊號在

第一次進樣的 m-xylene 前面。 
    其數據經過計算處理後，得到波峰高度之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水為 3.85 %、m-xylene 為 1.80 %，數值皆在合理範圍內，除了檢測的有機

樣品外，也可以藉由背景中的水作為感測器再現性的觀察對象之一。以上偵測結

果表示本研究所自製的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經過多次相同操作其所得結果

差異不大。 

 
圖 3-13 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之再現性測試 

3.6 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之氣體偵測 

    按照前面實驗所探討的實驗參數，選擇了最佳實驗條件後，將多層奈米金玻

璃毛細管感測器串聯於氣相層析儀作為氣體偵測器，使用 DB-5 的分析管柱，烘

箱初始溫度為 40 ℃，維持半分鐘後，以 10 ℃/min 升溫至 120 ℃，流速則為 2.8 
mL/min，測量共十二種混合氣體樣品：iso-propanol (3.69 μg)、ethyl acetate (8.11 
μg)、n-butanol (0.76 μg)、1,4-dioxane (3.60 μg)、toluene (1.88 μg)、octane (2.34 μg)、
n-butyl acetate (1.03 μg) 、 chlorobenzene (1.15 μg) 、 m-xylene (1.09 μg) 、
cyclohexanone (0.40 μg)、anisole (0.44 μg)及 mesitylene (0.25 μg)。把量測所得的

層析圖譜與 GC-FID 相互比較，從兩張不圖偵測器的層析圖途中可以觀察到，由

於採樣袋背景中含有水分子，所以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會有此訊號，而

GC-FID 因為本身對水分子不反應而無訊號，其餘有機化合物的滯留時間兩者大

致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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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混合氣體之層析圖 

    接下來，將針對這 12 種 VOCs 進行不同濃度的檢測，並製作成校正曲線。

另外，彙整出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線性關係、偵測下限以及混合時之層析滯留

時間，表中能看到此 12 種不同的有機氣體皆呈現良好的線性關係，R2 都在 0.99
以上，甚至對 cyclohexanone 偵測下限可靈敏至 17.9 ng。 

        

1. iso-propanol        5. toluene             9. m-xylene 
2. ethyl acetate        6. octane             10. cyclohexanone 
3. n-butanol           7. n-butyl acetate       11.anisole 
4. 1,4-dioxane         8. chlorobenzene        12.mesitylene 

(a)                                    (b) 



 
圖 3-14 混合 12 種 VOCs 之檢量線 

(a) cyclohexanone、iso-propanol、m-xylene、n-butanol 

(b) anisole、1,4-dioxane、mesitylene、n-butyl acetate 

(c) chlorobenzene、ethyl acetate、octane、toluene 

表 3-2 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對 12 種混合氣體之線性關係與 LOD 

    除了對上述 12 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偵測之外，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

測器另外獨立量測了其他四種有機氣體：2-butanone、benzene、1-hexylamine 及

2-heptanone，主要是因為這些氣體的氣相層析滯留時間會與其他化合物重疊在一

起，分別為 ethyl acetate、n-butanol、chlorobenzene 和 cyclohexanone，所以不適

Compound Retention 
time (s) 

Calibration  
Equation R2 LOD (μg) 

iso-propanol 88 y = 7936.4x + 6540.8 0.9990 1.0112 
ethyl acetate 132 y = 5726.1x + 10150 0.9970 1.8016 

n-butanol 164 y = 43393x + 6479.8 0.9975 0.0323 
1,4-dioxane 195 y = 7290.9x + 11901 0.9900 0.9009 

toluene 245 y = 9873.2x + 3973.5 0.9930 0.1644 
octane 271 y = 14050x + 1385.2 0.9931 0.2563 

n-butyl acetate 284 y = 24926x + 33810 0.9909 0.4751 
chlorobenzene 320 y = 9816.2x - 396.3 0.9958 0.2048 

m-xylene 341 y = 37903x + 2831.6 0.9982 0.0196 
cyclohexanone 368 y = 126050x + 2260.4 0.9940 0.0179 

anisole 389 y = 19031x + 20987 0.9985 0.6634 
mesitylene 438 y = 54292x - 10982 0.9953 0.0417 

(c)   



合做混合樣品層析，故在此個別討論其校正曲線，並將以上四個氣體檢量線之線

性關係、R2、LOD 整理成表 3-3。 

 

圖 3-15 獨立測試之 4 種 VOCs 檢量線 

表 3-3 獨立測試的 4 種 VOCs 之線性關係及 LOD 

總結以上偵測結果，將多層奈米金玻璃感測器對所測量的 VOCs 之校正曲線

斜率與蒸氣壓倒數作圖。大致上看來，隨著分子揮發性越大即 1/Pv越小，氣體的

靈敏度會跟著下降，因此可推知奈米金粒子和氣體之間為物理性吸附。另外，還

可以從圖中得知，化合物的分子量、極性、折射率越大與沸點越高者，多層奈米

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對其靈敏度越好。 

Compound Calibration  
Equation R2 LOD (μg) 

2-butanone y = 4057.1x + 14750 0.9929 1.4746 
benzene y = 5224.2x + 3136.9 0.9981 0.0795 

1-hexylamine y = 13228x + 15590 0.9961 0.4139 
2-heptanone y = 44854x + 8276.4 0.9991 0.1950 



 
圖 3-15 混合氣體的靈敏度對蒸氣壓倒數之關係圖 

第四章 結論 

    本研究所研製之不同微結構的氣體感測器皆具良好的再現性及線性關係，靈

敏度也在一定水準之上，其中多層奈米金玻璃毛細管感測器對 m-xylene 與

cyclohexanone 的偵測下限甚至可低於 20 ng。利用搭配反射式光纖的量測方式，

能縮小感測光徑至單一光點即可進行氣體偵測，使得感測器在未來的發展上可更

微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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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人於 2017 年 2月 25 號出發，經西雅圖轉機後於開會第一天清晨到達奧蘭多，

於下榻飯店稍事休息數小時後即赴會場進行註冊與報告會場預勘，第一天議程僅旁

聽一場演講，大略參觀儀器展覽後即回到旅館演練報告，本次報告是由本人以海報

發表，本人回答在場參觀的提問，獲得不少國際友人詢問，主要針對本研究室所開

發之微型氣相層析儀，有學者問及為何需要自行開發儀器，直接向國際大廠如

Agilent 購買現有機器即可，我們所提供的解釋是在於功能擴充的自由度不同，本

研究群所自行開發的儀器，將來要形成即時分析網，並且與雲端功能結合，如果購

買現有儀器，外國公司沒有提供的功能即無法使用，研究發展也會受制。 隔日，

本人一整天參觀研究現在最新的儀器展覽，對儀器界的進步有強烈的感受，本次會

議亦巧遇傅傳博教授以及許多國內儀器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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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與多位國際學者交流，之前只有在論文審查時看過彼此作品，此次可

以當面交流，獲得更進一步的認識，相當有收穫，此外，Pittcon 的儀器展是每年

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展覽，幾乎所有最新的分析儀器都在此展出，本次在電子顯微

鏡與質譜儀的小型化進展最令人印象深刻，此外，會議參與人數之眾，主辦單位能

有條不紊的安排動線與交通事宜，相當不容易，此會議的主題相當廣泛，同一時間

有太多有趣的研究主題在進行報告，無法全部都聽到，實屬可惜。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source direction of VOC emissions employing two µGCs in a school 
surrounded by industrial area. The µGCs both consist of a multi-stage preconcentrator, a 15 
m column and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photon ionization detector (PID) unit (Alphasense, 
UK) were assembled in our lab which is capable of analyzing sub-ppb VOCs. Two µGCs 
distance between 80 meter were placed on the roof in a diagonal position of the school. An 
anemoscope was used to record the wind direction and velocity and a canister/GC-MS 
sampl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provide time-averaged data as the reference for µGCs 
measurements. The µGCs were continuously measure VOCs with each cycle within 15 
minutes for 16 days. Major seven VOCs were found such as acetone, methyl acetate, 
butanone, n-hexane, benzene, toluene and xylene by canister/GC-MS confirmation and 
quantified range from 0.1 to 550 ppb level. Individual VOC concentration trend in the field 



showed log-normal distribution (n > 1500 data for each compound). The probability direction 
of VOC emissions contour was measured by triangulation of direction-dependent 
possibilities from two side-by-side µGC concentration data versus wind direction. The hot 
spot on this contour is supposed to be the location of the pollutant emission source. 
Compounds such acetone, methyl acetate, butanone, hexane, benzene and toluene, were 
found the probability direction of southwest, refers to the surrounding industrial activities. 
For xylene, the probability was found in northwest direction. By using two field-portable 
µGCs, a canister/GC-MS method and an anemoscope that can provide the real-time and large 
numbers of low-ppb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 data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is approach 
is useful in survey multiple VOC releases and to assess the outside concentration impact 
from industrial area to nearby schools or residences. 

 

四、建議 

 本次有許多中國的儀器廠商都在此會議登場展覽，反觀國內儀器商都只做代理

與維修，台灣的自製儀器能力幾乎等於零，已經看出基礎科儀能力弱於對岸，政府

應積極應對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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