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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摩擦起電器(Triboelectric generators, TEG)可以藉由簡單的摩擦
、按壓或彎折運動，將環境中的機械能轉換為電能，儲存於電容即
可供應元件的作動，實現低成本、高穩定性與高效率等特性，相較
於可充電電池，更有利於穿戴式電子產品的應用。本計畫將以液態
金屬(Liquid metal)與創新性的塑性金屬(Plastic metal)(液態金
屬+陶瓷釉粉)作為電極，配合可撓性基板(聚二甲基矽氧烷(PDMS)
與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實現面積大小為50×50 mm2、可
180o彎折、輸出電壓≧100 V且平均功率≧5 mW之高撓性摩擦起電器
。計畫執行要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調配塑性金屬與特性測試：利用GaIn液態金屬與陶瓷釉粉的混合
，形成類似黏土的塑性金屬，不同的混摻比例會有不同的可塑性、
導電性與刮塗性，甚至對不同基材的塗佈性也有所不同，必須預先
加以評估。
2.摩擦層結構微/奈米化與表面改質：本計畫將選用PDMS為摩擦層材
料，在其表面以微/奈米製程技術製作正金字塔、柱狀、條狀之微
/奈米級陣列結構，並且配合大氣電漿進行表面改質，以增加基板的
電子親和性，或是在PDMS摩擦層與PET滑動層間，加上改質之SiO2,
Al2O3或AlN奈米顆粒(200~500 nm)，使得接觸表面的摩擦特性可以
進一步提升。
3.摩擦起電器的製作與封裝：在具有微/奈米級陣列結構之PDMS摩擦
層與PET滑動層之背面，以模板印刷技術塗佈液態金屬或塑性金屬膜
，其表面再以PDMS薄膜覆蓋以防止金屬氧化，接著將彈性間隔物
(2~5 mm)固定於PDMS摩擦層與PET滑動層間，以形成兩層間的距離
，外圍再以膠帶封裝固定，即可完成50×50 mm2大小之TEG元件製作
。
4.摩擦起電器測試與充電電路設計：本計畫將自行設計製作可造成
TEG元件按壓與彎折之曲柄-滑塊機構，用於測試製作完成TEG元件的
摩擦起電效應。其中，按壓或彎折的頻率、力量、角度的改變，將
影響輸出電壓、電流的特性。另外，為了提升充電的效果，TEG元件
將結合橋式整流器(Bridge rectifier)以整流成一致的電流輸出方
向，並且透過電容器儲存電能，其負載電阻、電容器的大小，均會
影響充電的速度與飽和輸出值。
5.摩擦起電器的實務應用效能評估：本計畫完成的高撓性TEG元件
，也將進行一些實務應用的可行性評估。例如，放置於鞋底、縫合
於衣服、貼合於機械振動組件上(如避震器)等，將生活中常見的機
械能轉換為電能，再透過電容器的儲存。另外，因按壓TEG元件會產
生電壓的變化，所以也適合應用於壓力感測器，故將高撓性TEG元件
貼合於手腳肌肉表面，可作為手腳部位肌肉運動生理訊號的感測元
件，甚至將其貼附於心臟部位，用於評估心跳的訊號輸出，以作為
心臟病患的心跳監控感測元件，或監控癱瘓重症病患的生命訊號
，以提早獲知介入搶救的黃金時間。

中文關鍵詞： 穿戴式裝置、摩擦起電器、液態金屬、塑性金屬、高撓性基板、壓
力感測器

英 文 摘 要 ： Triboelectric generators (TEGs) can convert mechanical
energy into electrical energy by friction, compression or
bending actions, and then the electrical energy stored in a



capacitor is provided to electronic components with low
cost, high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However, current
electrode materials used in TEG devices are mainly metal
and ITO films, which can’t endure high deflection and
deformation. As a result, this project will use liquid
metal and innovative plastic metal as electrode materials,
and PDMS and PET are used as flexible substrates to achieve
TEG devices with a size of 50 × 50 mm2, 180 degree bending
available, output voltage ≧ 100 V, and average power ≧ 5
mW. The working item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ed:
1.Blend plastic metals and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GaIn
and ceramic glaze powder are mixed to form a clay-like
plastic metal. Different blending ratio will produce
distinct plasticity, conductivity and scratchability, prior
evaluation will be essential.
2.Friction layer micro/nanostructurized and surface
modification: The project will use PDMS as the friction
layer material, micro/nano-fabrication processes are used
to produce array structures of pyramid, pillar, and line
features. Besides,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is executed
with the atmospheric plasma to improve the electron
affinity of the substrate. The modified SiO2, Al2O3, AlN
nanoparticles (200 to 500 nm) will be also added into
PDMS/PET contact interface, to further enhance the fr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G devices.
3.TEG fabrication and package: Liquid metal or plastic
metal films are coated with stencil printing techniques on
the backside of the PDMS friction layer and the PET sliding
layer as electrode. Their surface should be covered by PDMS
film to prevent from metal oxidation. Then, elastic spacers
(2 to 5 mm) are fixed between PDMS/PET contact interface to
form a distance between PDMS/PET contact layers. Finally,
the periphery is packaged with the adhesive tape to
complete the TEG device with a size of 50 × 50 mm2.
4.TEG test and charging circuit design: The pressing and
bending of TEG devices by a crank-slider mechanism is used
to test the friction electrification effect. The change of
frequency, force and angle during pressing or bending will
affect the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To
enhance the charging effect, TEG devices will be combined
with bridge rectifier and store energy through the
capacitor. It is expected TEG performance can achieve
output voltage ≧ 100 V and average power ≧5 mW.
5.TEG practical application evaluation: The finished high-
flexibility TEG devices will also be evaluated for som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or instance, TEG is placed in the
sole, stitched in the clothes, or attached to shock
absorbers to transfer life common mechanical energy into



electrical energy and store in a capacitor. In addition,
TEGs will also be applied as pressure sensor for monitoring
the physiological signal of the hands/feet muscle and
heartbeat to assess its practical feasibility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al application.

英文關鍵詞： wearable device, triboeletric generators, liquid metal,
plastic metal, high flexibility substrate, pressur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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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中文摘要: 

    關鍵詞： 穿戴式裝置、摩擦起電器、液態金屬、塑性金屬、高撓性基板、壓力感測器。 

  穿戴式裝置與軟性電子元件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但是電源供應的限制往往是元件無法更輕薄短小與普

及應用之瓶頸所在，而發展自供電元件則是解決此關鍵問題的技術之一。摩擦起電器(Triboelectric generators, 

TEG)可以藉由簡單的摩擦、按壓或彎折運動，將環境中的機械能轉換為電能，儲存於電容即可供應元件的作

動，實現低成本、高穩定性與高效率等特性，相較於可充電電池，更有利於穿戴式電子產品的應用。然而，

目前的TEG元件所使用的電極材料，主要以金屬、ITO薄膜為主，其無法承受高撓曲之變形，故本計畫將以

液態金屬(Liquid metal)與創新性的塑性金屬(Plastic metal)(液態金屬+陶瓷釉粉)作為電極，配合可撓性基板(聚

二甲基矽氧烷(PDMS) 與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實現面積大小為50×50 mm2、可180o彎折、輸出電壓≧

100 V且平均功率≧5 mW之高撓性摩擦起電器。整體的計畫執行要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 調配塑性金屬與特性測試：利用GaIn液態金屬與陶瓷釉粉的混合，形成類似黏土的塑性金屬，不同的混

摻比例會有不同的可塑性、導電性與刮塗性，甚至對不同基材的塗佈性也有所不同，必須預先加以評估。選

定最佳的GaIn/釉粉調配比例，塗佈線形圖案於PDMS基板上，並測量各種彎折角度(-180o ~ +180o)、拉伸長度

(應變率 0~100 %)下的電阻值變化，評估其延展性與導電率的相關性。 

2. 摩擦層結構微/奈米化與表面改質：本計畫將選用PDMS為摩擦層材料，在其表面以微/奈米製程技術製

作正金字塔、柱狀、條狀之微/奈米級陣列結構，並且配合大氣電漿進行表面改質，以增加基板的電子親和性，

或是在PDMS摩擦層與PET滑動層間，加上改質之SiO2, Al2O3或AlN奈米顆粒(200~500 nm)，使得接觸表面的

摩擦特性可以進一步提升。 

3. 摩擦起電器的製作與封裝：在具有微/奈米級陣列結構之PDMS摩擦層與PET滑動層之背面，以模板印刷

技術塗佈液態金屬或塑性金屬膜，其表面再以PDMS薄膜覆蓋以防止金屬氧化，接著將彈性間隔物(2~5 mm)

固定於PDMS摩擦層與PET滑動層間，以形成兩層間的距離，外圍再以膠帶封裝固定，即可完成50×50 mm2大

小之TEG元件製作。  

4. 摩擦起電器測試與充電電路設計：本計畫將自行設計製作可造成TEG元件按壓與彎折之曲柄-滑塊機構，

用於測試製作完成TEG元件的摩擦起電效應。其中，按壓或彎折的頻率、力量、角度的改變，將影響輸出電

壓、電流的特性。另外，為了提升充電的效果，TEG元件將結合橋式整流器(Bridge rectifier)以整流成一致的

電流輸出方向，並且透過電容器儲存電能，其中負載電阻、電容器的大小，均會影響充電的速度與飽和輸出

值，希望可以利用最佳之電路參數組合，達到輸出電壓≧100 V、平均功率≧5 mW的性能表現。 

5. 摩擦起電器的實務應用效能評估：本計畫完成的高撓性TEG元件，也將進行一些實務應用的可行性評估。

例如，放置於鞋底、縫合於衣服、貼合於機械振動組件上(如避震器)等，將生活中常見的機械能轉換為電能，

再透過電容器的儲存。另外，因按壓TEG元件會產生電壓的變化，所以也適合應用於壓力感測器，故將高撓

性TEG元件貼合於手腳肌肉表面，可作為手腳部位肌肉運動生理訊號的感測元件，甚至將其貼附於心臟部位，

用於評估心跳的訊號輸出，以作為心臟病患的心跳監控感測元件，或監控癱瘓重症病患的生命訊號，以提早

獲知介入搶救的黃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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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英文摘要: 

Keywords : wearable device, triboeletric generators, liquid metal, plastic metal, high flexibility 

substrate, pressure sensor  

  Wearable devices and soft electronic components are receiving hig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limitation of power supply is often the main reason why they can’t be smaller and more 

common application. The key technology for solving this critical problem is to develop self-powered 

devices. Triboelectric generators (TEGs) can convert mechanical energy into electrical energy by friction, 

compression or bending actions, and then the electrical energy stored in a capacitor is provided to 

electronic components with low cost, high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However, current electrode materials 

used in TEG devices are mainly metal and ITO films, which can’t endure high deflection and deformation. 

As a result, this project will use liquid metal and innovative plastic metal as electrode materials, and 

PDMS and PET are used as flexible substrates to achieve TEG devices with a size of 50 × 50 mm2, 180 

degree bending available, output voltage ≧ 100 V, and average power ≧ 5 mW. The working item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ed: 

1. Blend plastic metals and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GaIn and ceramic glaze powder are mixed to form 

a clay-like plastic metal. Different blending ratio will produce distinct plasticity, conductivity and 

scratchability, prior evaluation will be essential. Line pattern will be coated on PDMS substrate using 

optimum GaIn/glaze ratio, and the change of the resistance under various bending angles (-180 °~+180 

°) and strain rate (0-100 %) will be measure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uctility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2. Friction layer micro/nanostructurized and surface modification: The project will use PDMS as the 

friction layer material, micro/nano-fabrication processes are used to produce array structures of pyramid, 

pillar, and line features. Besides,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is executed with the atmospheric plasma to 

improve the electron affinity of the substrate. The modified SiO2, Al2O3, AlN nanoparticles (200 to 500 

nm) will be also added into PDMS/PET contact interface, to further enhance the fr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G devices. 

3. TEG fabrication and package: Liquid metal or plastic metal films are coated with stencil printing 

techniques on the backside of the PDMS friction layer and the PET sliding layer as electrode. Their 

surface should be covered by PDMS film to prevent from metal oxidation. Then, elastic spacers (2 to 5 

mm) are fixed between PDMS/PET contact interface to form a distance between PDMS/PET contact 

layers. Finally, the periphery is packaged with the adhesive tape to complete the TEG device with a size 

of 50 × 50 mm2. 

4. TEG test and charging circuit design: The pressing and bending of TEG devices by a crank-slider 

mechanism is used to test the friction electrification effect. The change of frequency, force and angle 

during pressing or bending will affect the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To enhance the 

charging effect, TEG devices will be combined with bridge rectifier and store energy through the 

capacitor. It is expected TEG performance can achieve output voltage ≧ 100 V and average power ≧

5 mW. 

5. TEG practical application evaluation: The finished high-flexibility TEG devices will also be evaluated 

for som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or instance, TEG is placed in the sole, stitched in the clothes, or attached 

to shock absorbers to transfer life common mechanical energy into electrical energy and store in a 

capacitor. In addition, TEGs will also be applied as pressure sensor for monitoring the physiological 

signal of the hands/feet muscle and heartbeat to assess its practical feasibility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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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發展趨勢，是朝向微型化、可攜帶性、多功能性，甚至是可穿戴性、自

供電性的發展模式，其中，電腦即為微型化的典型例子，從早期以真空管為電子元件所製造出的大尺

寸機器，至現代以固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MOSFET）為主的主機以及筆記型電腦。此外，手機普及率的大幅成長亦是可攜式與智慧型電子產品

的典型例子之一。為了創造更多的功能於現有的電子產品，且將人們身上的穿戴配件智慧化，因此發

展了穿戴式電子裝置，如智慧眼鏡、智慧手錶、智慧手環等，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穿戴式電

子裝置的應用實現在生活之中，使每個人皆可擁有。然而，目前的穿戴式電子裝置還是以使用可充電

電池進行供電為主，當數量龐大且分佈範圍廣時，會導致可充電電池難以追踪與回收，勢必會對環境

與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對於改善穿戴式電子裝置的壽命、儲能容量、與自供電的能力，將會是影響

未來其發展的關鍵。穿戴式電子裝置在超低功率消耗下操作，如果能夠藉由能量轉換的方式進行供電，

使操作的電源獨立且連續，可避免以上所提及電池數量龐大難以追踪與回收，以及會對環境與健康造

成危害的問題。因此，2006 年 Z. L. Wang 團隊【1】研發了第一部壓電奈米發電機（Piezoelectric 

nanogenerator, PNG），成功地利用氧化鋅奈米線（ZnO nanowires）將機械能轉化為電能，但其製備的

過程相當複雜。摩擦靜電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象，但所產生的電量一直被忽視，而摩擦起電器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TEG）是一種以簡單的摩擦起電與靜電感應之耦合，將機械能轉換為電能的

能量收集裝置，其結構是以兩種摩擦起電正、負特性差異較大的材料接觸組合而成，並在頂部與底部

形成導電電極，所以製備過程與所使用的材料簡單，且具有高效率、高可靠性、低成本與環保等優點。

此外，與電磁（Electromagnetic）、熱電（Pyroelectric）或其它能量轉換的方式相比，摩擦起電器最大

的優勢在於不僅擁有自供電的特性，使電子裝置不需要更換電池，更能夠與人體運動以及環境中產生

的振動結合。綜合以上之論述，摩擦起電器成為近年來備受矚目的研究議題之一。 

 

1.1 靜電的形成方式 

(一) 接觸起電 

兩物體不需要摩擦，僅彼此接觸就會發生靜電現象，稱為接觸起電（Contact electrification）。此

種單純接觸所引起的帶電現象，條件必須為兩金屬表面之間無雜質存在、表面間隙在奈米（10-9 m）

以下，且為絕對電導體，這樣電子才能由乾淨的金屬表面轉移至不同性質且介電常數較低的金屬表面。

例如，一帶正電的導體靠近另一電中性導體時，因同性相斥的關係使電中性導體內部正負電荷分離；

當帶電導體接觸電中性導體時，會在靠近電中性導體處堆積較多與帶電導體對應的異性電荷。 

(二) 摩擦起電 

當兩種不同的物質相互摩擦時，兩物質表面之間的某些部分會形成化學鍵，且電荷會從一物質移

動至另一物質，以達到電位的平衡，轉移的電荷可以是電子、離子或分子。當兩物質分離時，部分的

原子鍵可保留多餘的電子而呈現釋放電子的趨勢，以在表面產生摩擦電荷，此帶電的方式稱為摩擦起

電（Triboelectric）。摩擦起電的方式僅適用於絕緣體，不適用於導體，因摩擦過程中，導體上即使有

淨電荷的產生，但由於導體可導電，很容易會因接觸傳導使正、負電荷中和而消失。 

(三) 感應起電 

  導體受到外加靜電力的作用，進而使其內部的正負電荷分離，此現象稱為感應起電（Electrostatic 

induction），或稱為靜電感應。感應起電的對象僅適用於導體，因絕緣體內原子核與核外電子的束縛

力較強，雖然兩者之間因外來靜電力的作用而略微分離，但仍會束縛在一起，此時原子靠近帶電體的

一端為負電，另一端則為正電。將外來靜電力的來源去除後，又會立即恢復成原來電中性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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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摩擦起電器簡介 

  傳統的摩擦起電發電機是在高電壓下，藉由接觸充電產生靜電儲存的一種機械裝置。其中最著名

的摩擦起電發電機分別為 1882 年所發明的韋氏起電機（Wimshurst machine）與 1929 年所發明的范德

格拉夫起電機（Van de Graaff generator）。兩者皆使用由摩擦起電產生累積下來的靜電荷，藉由尖端放

電，摩擦電荷會從旋轉皮帶轉移至金屬刷上，一旦積累的電荷密度達到臨界值時，會在兩相對電極間

發生放電，如圖 1-1 所示。所以，傳統的摩擦起電發電機為一種高電壓源，除非有放電的發生，不然

並不會有電流的產生【2】。 

  而現今發展的摩擦起電器，徹底改善了傳統摩擦起電發電機不能產生電流的缺點，且具有製備過

程簡單、高效率、高可靠性、低成本與環保等優勢，已被視為新一代的供電能源。利用機械能轉換成

電能的特性，結合日常生活中所浪費掉的能量，如人體運動、機械振動，輪胎的轉動、風力、水流等，

便能不斷地提供電能，突破了以往能源的技術，再加上近年來能源替代的問題日益興盛，所以必須更

加重視摩擦起電器的發展潛力。 

1.2.1 摩擦起電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圖 1-2 為摩擦起電器的工作原理示意圖【3】，發電機制主要有三個步驟：電荷產生、電荷分離與

電荷流動。將兩種能夠相對滑動的絕緣高分子材料堆疊，當受到彈性變形時，兩材料之間的內層表面

在相互接觸與摩擦下，可分別產生了正負相反的電荷。當變形逐漸恢復時，電性相反的摩擦電荷會因

氣隙的產生而分離，形成了偶極矩，使正負電荷相吸的引力變小，造成兩平面電極具有電位差，進而

產生電流。平衡後，若再次受到彈性變形，氣隙將因兩材料的接觸而消失，使偶極矩變為零，此時兩

平面電極會再次形成電位差，因而產生了逆向電流。因此，藉由反覆彎曲與釋放此摩擦起電器，便能

產生電流。 

 

 

Figure 1-1 Wimshurst machine and Van de Graaff generato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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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Schematic diagram of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triboelectric generator【3】. 

 

1.3 液態金屬之簡介與其應用發展 

  液態金屬（Liquid metal, LM）一般是指常溫下保持液態形式的金屬，如汞（Hg）、銫（Cs）、鎵

（Ga）、以及不同配比製成的鎵銦合金（Ga-In alloy）或鎵銦錫合金（Galinstan）等，而一般金屬則必

須藉由加熱使其達到熔點而成為液態。液態金屬近年來備受關注，主要歸因於其卓越的物理特性，如

表 1-1 所示，具有高導熱性、高導電性、高拉伸柔性等優點，因此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4】。 

  隨著電力、石油、化工、材料、航太等工程與高科技領域的快速發展，大量的熱傳導研究與能源

議題日益凸顯，熱交換器的熱負載與傳導強度上升的速率極快，使一般的流體在此條件下難以滿足熱

傳與冷卻的要求。為了提高熱傳導能力，2010 年 Y. Deng 等人【5】將液態金屬作為高功率發光二極

體（Light-emitting diode, LED）的散熱劑，經由實驗結果與理論解析，證實使用液態金屬對於高功率

LED 的散熱是可行且有效的。2012 年 Y. Gao 與 J. Liu【6】使用液態鎵金屬作為熱界面材料，如圖 1-

3 所示，熱傳導率在室溫下可達到~13.07 W/m ∙ K，明顯高於目前市售最佳熱傳導率為 7 W/m ∙ K

的導熱膏。 

  液態金屬可視為理想的工作流體，能夠在不同的能量形式之間進行轉換。2012 年 A. Lenert 與 E. 

N. Wang【7】的研究，提到利用奈米流體的特殊光學性質，能夠提升直接吸收太陽能集熱器的效率。

然而，液態金屬具有高反射率且不透明，難以吸收陽光，故無法應用。為了解決此問題，可藉由添加

奈米顆粒對其特性進行改質。而在直接吸收收集系統中，液態金屬可在太陽能電池板底部的流動通道

中收集熱，以提高光熱轉換的效率。 

  此外，由於液態金屬具有優異的相變可逆性，因此可作為相變化材料（Phase-change material）。

H. Ge 與 J. Liu【8】在 2012 年時利用液態鎵金屬來有效地吸收通用序列匯流排（Universal serial bus, 

USB）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使用中所產生的熱，防止因高溫造成資料傳輸的速度過慢以及內

部晶片損壞之問題發生，實驗設置如圖 1-4 所示。亦有學者將液態金屬高導電性之特性應用在摩擦起

電器的電極，2015 年 W. Tang 等人【9】為了克服氧化銦錫（Indium tin oxide, ITO）作為電極材料時

無法承受基板大變形的問題，嘗試使用液態金屬作為摩擦起電器的電極材料，如圖 1-5 所示。然而，

使用液體金屬作為電極材料仍然具有一些顯著的缺點，如安全性，汞具有毒性；銫則為活性金屬，若

暴露在空氣中會與水氣結合，容易產生爆炸性的氫氣；而在使用上則不方便處理、不容易圖案化、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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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漏、需要密封、基板選擇性、需要均勻的塗層等缺點。因此，為了進一步改善以上的缺點，2017 年

S. Y. Yang 等人【10】使用塑性金屬（Plastic metal）作為摩擦起電器的電極材料。塑性金屬的生成是

使用鎵銦合金的液態金屬作為基礎，並在特定的比例下加入釉粉，不僅可透過刮刀均勻塗佈成為薄膜，

且在彎曲角度高於 180˚時，依然能夠保持優異的導電性，如圖 1-6 所示。由於新材料與新技術的迅速

發展，因此也有更多的學者開始積極投入對液態金屬的結構與性質的研究，期望能將液態金屬更廣泛

且貼切地應用在現今的科技發展中。 

 

Table 1-1 Thermal properties of typical liquid metals【4】. 

Liquid metals Melting point 

(˚C) 

Boiling point 

(˚C) 

Thermal conductivity 

(W/m∙K) 

Surface tension 

(mN/m) 

Mercury ‐38.87 356.65 8.34a 455a 

Cesium 28.65 2023.84 17.4c 248 

Gallium 29.8 2204.8 29.4b 707b 

Indium 156.8 2023.8 36.4d 550 m 

Rubidium 38.85 685.73 29.3e 81 

Potassium 63.2 756.5 54e 103c 

Note: (a) 25˚C ; (b) 50˚C ; (c) 100˚C ; (d) 160˚C ; (e) at melting point. 

 

 

Figure 1-3 Liquid metals as thermal interface material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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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Experimental setup of the thermal phenomenon of the USB flash memory during data transmission

【8】. 

 

Figure 1-5 Schematic illustration showing the device configuration of the liquid metal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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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bending angle on the resistance value using plastic metal as tested 

materia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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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2.1 實驗動機與目的 

  穿戴式電子裝置已逐漸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中，也為現實的人類生活帶來便利性，並隨著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興起，兩者的結合更能使人們朝向智慧科技的生活與生產模式邁進。然而，

不同領域的穿戴式電子裝置，皆要有穩定的供電，但現今的穿戴式電子裝置還是以使用可充電電池進

行供電為主，若要應用在物聯網的發展上並不適合。可充電電池雖然具有容量大、功率強、充電快速

等優點，但仍然存在著許多的缺點，如成本昂貴、危險性高、會對環境與健康造成危害、對於大量電

池的回收也難以控管等，要改善以上所面臨到的問題相當地困難。若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摩擦靜電現

象與感應起電作為基礎，發展摩擦起電器，不僅能簡單地將機械能轉換為電能，也能實現低成本、高

安全性、高穩定性與高效率等特性，相較於可充電電池，更有利應用於穿戴式電子產品的發展與應用。 

  目前已有許多學者致力於摩擦起電器的研究，然而，摩擦層皆以高分子材料為主，鮮少使用織物

作為摩擦層；而電極材料主要是使用金屬與ITO薄膜，並以濺鍍（Sputter）的方式沉積，不僅提高了

摩擦起電器製作的成本，更無法承受高撓曲之摩擦、按壓、彎折或振動變形。雖然已有一篇文獻使用

汞與鎵液態金屬作為電極材料，但其存在顯著的缺點，如安全性、使用上不方便處理、不容易圖案化、

易滲漏、需要密封、有基板選擇性、需要均勻的塗層等，故本計畫使用創新性的導電黏土，作為電極

材料的解決方法，並採用尼龍（Nylon）與聚酯纖維（Polyester）織物作為摩擦層，以低成本實現高穩

定性、高導電性、面積大小為60 × 60 mm2的摩擦起電器，其目的不僅是為了提升摩擦起電器的可撓

性，且能夠在保有柔軟與舒適的特性下與穿戴式電子裝置結合。此外，為了改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

較低的問題，將在尼龍摩擦層的表面以繡字技術製作微小圖案陣列結構，亦可添加奈米顆粒與製備靜

電紡絲於摩擦層的表面，以提高接觸表面的摩擦特性。接著，將製作完成的摩擦起電器進行耐久性與

耐洗性評估，探討經一段時間的使用後以及水洗次數對摩擦起電器性能之影響。最後，將摩擦起電器

安裝於鞋底、縫合於衣服或褲子上等，同時結合橋式整流器（Bridge rectifier）與電容，將人體運動時

所獲取不同種類的機械能經整流後，對其進行電性測試，期望達到發電與蓄電的作用，使摩擦起電器

能形成獨立的自供電系統。 

2.2 調配導電黏土與特性測試 

2.2.1 導電黏土之調配比例最佳化與混摻步驟 

    本計畫以1:1至16:1的比例混摻液態金屬與釉粉，以選定最佳的調配比例。調配過程中，使用手持

攪拌棒進行混拌時，可能會產生空氣混入的問題，對於高黏性的漿料，也不易混合均勻，進而將影響

導電黏土的特性。因此，為了避免以上的情形發生，採用行星式真空脫泡攪拌機（Vacuum degassing 

mixer）進行去除氣泡之均勻攪拌，其原理示意圖如圖2-1所示。此必須進行兩階段攪拌，其中第一階

段的公轉轉速為1000 rpm、自轉轉速為400 rpm，時間為60秒，使液態金屬與釉粉可充分獲得均勻混

拌；第二階段的公轉轉速為1200 rpm，自轉轉速900 rpm，時間為180秒，並同時進行真空抽氣，將導

電黏土中的氣泡與氣隙去除，此步驟可完全地混拌液態金屬與釉粉，以達到導電黏土的高均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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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vacuum degassing mixer. 

 

2.3 導電黏土性能評估 

  將各混摻比例下所調配完成的導電黏土，進行導電性、塗佈性與成膜性之評估。使用尺寸為30 mm 

× 1.5 mm × 0.3 mm的PET板作為模板印刷的模具，將不同混摻比例的導電黏土刮塗於PDMS基板，藉

由數位萬用電錶量測其線電阻，進行導電性之評估。而評估塗佈性時，則使用星形的PET遮罩進行圖

案化之定義，塗佈的基底為PDMS，刮塗後將模具取下即可藉由肉眼觀察，初步比較其差異。其中，

PDMS基板的製備是將A劑（主劑）與B劑（硬化劑）以10:1的比例，置於行星式真空脫泡攪拌機進行

混合，將完成均勻攪拌後的PDMS膠體使用塗佈機旋塗於黃銅（Brass）基板上，旋塗條件共分為三個

階段：（1）150 rpm，5秒；（2）200 rpm，30秒；（3）150 rpm，5秒。最後，再於80˚C下加熱，等

待完全固化後即可完成。以光學顯微鏡（Optical microscope, OM）拍攝斷面的輪廓，仔細評估模板印

刷之圖案邊緣的銳利性。綜合以上的結果，尋求最佳的調配比例，此外，針對最佳比例的導電黏土進

行變形測試，探討不同的彎曲角度以及應變率對電阻值的影響【10】，以證明本計畫所發展的導電黏

土具有高可撓性，不僅適合作為織物摩擦起電器的電極，且亦有實現在軟性電子（Flexible electronics）

領域之潛力。 

2.4 摩擦層微/奈米級結構的製作 

  為了提高摩擦起電效應，可藉由在摩擦層的表面製作微/奈米級結構，使織物摩擦起電器產生較

高的電氣輸出特性。然而，目前常用於設計與製作微/奈米結構的方法主要為黃光微影製程技術

（Photolithography）或反應離子蝕刻技術，但由於此兩種方法製程複雜且成本昂貴，故需要更為簡單、

符合成本效益、耐用以及可被普及的方法，即可達到製作摩擦層表面的微/奈米級結構之目的，而本計

畫預計採用兩種方式，一為添加微/奈米級的顆粒；另一則為製作靜電紡絲（Electrospinning）奈米纖

維（Nanofibers），評估有無添加微米級顆粒與製作靜電紡絲奈米纖維，對於織物摩擦起電器之輸出特

性的影響。以下將詳細地進行製程介紹與說明。 

2.4.1 微/奈米級顆粒的添加 

  本研究將在尼龍與聚酯纖維摩擦層間添加微/奈米顆粒如氧化鋁（Al2O3）、氮化鋁（AlN）、PTFE

與聚偏二氟乙烯（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以增加接觸表面的摩擦特性，進而提升織物摩擦起

電器的輸出性能。添加顆粒的方法主要是將微米顆粒分散於水或酒精中形成懸浮液，直接噴塗在摩擦

層的表面，並放置於室溫下等待陰乾；顆粒分佈於摩擦層表面的情況與均勻性，會以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進行拍攝觀察。 

2.4.2 靜電紡絲奈米纖維的製作 

靜電紡絲奈米纖維具有許多獨特的性質，如屬於一維形態、纖維長度極長、比表面積高且結構分

層多孔【43】，故若將其製作在摩擦界面上形成奈米結構，可進一步增加表面的粗糙度，對於織物摩

擦起電器性能的提升，具有極大的效用。此外，奈米纖維亦具有重量輕、柔軟、高孔隙率等特點，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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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應用於穿戴式電子裝置。本研究將利用靜電紡絲技術製作PVDF奈米纖維，而在進行靜電紡絲製程

前，需先製備PVDF前驅液。首先，將1.8 g的PVDF粉末加入6 mL的二甲基甲醯胺（Dimethylformamide, 

DMF）溶液中，並以100˚C加熱攪拌2小時。接著，等待溶液冷卻後再加入4 mL的丙酮（Acetone），於

室溫下均勻攪拌30分鐘。為了減少溶液內密集微小的氣泡殘留，可將製備完成的溶液靜置30分鐘，即

完成15 wt%的PVDF靜電紡絲前驅液。需特別注意的是，由於DMF具有較強的吸水性，且丙酮屬於高

揮發性的溶劑，故本實驗必須在密封的環境下攪拌，以防止製備過程中前驅液受到吸水或揮發的影響。 

製作靜電紡絲纖維之實驗架設示意圖如圖2-2所示。首先將PVDF前驅液吸入注射器中，並設置連接接

地線的收集板，固定注射器的針頭與收集板間的距離為10 cm，而後於注射器的針頭上施加10 kV的高

電壓與300 μA的限制電流，而通以限制電流的目的在於避免電路瞬間短路，導致電流過大進而造成

機台或實驗者受到傷害。控制微量注射泵的流速為0.1 mL/h，此時PVDF前驅液會因為在高壓靜電場

中受到電場的作用力而被拉伸，當電場力大於前驅液液滴的表面張力時，得以形成噴射細流，在噴射

的過程中，因有機溶劑的揮發可使靜電紡絲奈米纖維固化。纖維的收集則是先在收集板上鋪上一層鋁

箔紙，接著再將織物黏貼在鋁箔紙上，並控制收集板的旋轉速度為10 rpm，以避免靜電紡絲奈米纖維

在噴射的過程中因產生鞭甩運動（Whipping motion），進而造成纖維分佈區域不均勻的問題發生；靜

電紡絲的時間為15分鐘。製作完成之靜電紡絲奈米纖維，會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其分佈於摩擦層

表面的型態與均勻性。 

Syringe pump
High voltage power supply

Collector

Movable stage

 

Figure 2-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lectrospinning apparatus used in this study. 

2.4.2 織物摩擦起電器的製程與性能測試 

  本計畫的織物摩擦起電器之製作流程如圖2-3所示。將聚酯纖維摩擦層以及具有微小圖案陣列結

構的尼龍摩擦層之背面，先使用矽氧樹脂覆蓋固化成膜，防止日後導電黏土從織物的纖維中滲出。另

外，在兩織物摩擦層之間添加微/奈米級顆粒，或是藉由靜電紡絲的技術，在織物的摩擦表面製作奈米

纖維，可使接觸表面的摩擦特性進一步得到提升。以模板印刷技術塗佈範圍為50 × 50 mm2的導電黏

土膜於矽氧樹脂的上方作為導電電極，並連接電極金屬的漆包銅線作為電性輸出端，漆包線的使用也

讓外部雜訊干擾降低。接著，導電黏土膜的表面再以另一背面具有矽氧樹脂覆蓋固化成膜之織物黏貼

遮蓋，以防止金屬膜氧化。最後，將厚度為2~14 mm的彈性海綿黏合於尼龍與聚酯纖維摩擦層之間，

作為固定於兩摩擦層之間的間隔物（Spacer），使兩層間隙的距離固定，且按壓後也具有回彈的機制，

即可完成60 × 60 mm2大小之織物摩擦起電器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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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以自行組裝之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產生按壓與彎折兩種測試模式，以作動織物摩擦起電

器，並藉由連接示波器（Oscilloscope）、數位式萬用電表（Digital multimeter）、電腦（Computer）等

訊號量測儀器，測試製作完成的織物摩擦起電器之摩擦起電效應，其測試與量測的設置示意圖如圖2-

4所示。空氣壓縮機（Air compressor）所產生的壓縮空氣會流經於所連接的管線，藉由調壓閥（Pressure 

regulator）與流量控制閥（Flow control valve）調控進氣的壓力與流量，進而控制作用於織物摩擦起電

器的力量與頻率。極限開關（Limit switch）用以限定氣壓缸的運動極限位置，其原理是在氣壓缸作動

的路徑上安裝一擋塊，並搭配五口二位方向閥（5/2方向閥）切換進氣與排氣方向，而當極限開關觸碰

於擋塊時，方可使氣壓缸進行往復運動。其中，力量可經由P = F/A計算而得，P為壓力；F為所受到的

力；A為受力面積。頻率的測定則是在沖頭上安裝加速規（Accelerometer），並連接放大器（Amplifier）

擴大產生的電荷訊號與降低輸出阻抗，並有效減少外部的雜訊，以便相容於量測裝置，且亦可提供穩

定的電壓源驅動加速規的運作，量測的結果可藉由頻譜分析儀（Spectrum analyzer）得知。因此，往

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能夠以不同的力量與頻率去按壓或彎折織物摩擦起電器，評估輸出電壓與輸出電

流的特性。此外，為了驗證本計畫所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是否有應用於穿戴式裝置之潛力，藉由放

置於鞋底、安裝於人的手肘與膝蓋、縫合於衣服或褲子上等，將人體運動時所產生不同種類的機械能

轉換為電能。最後，也將對製作完成的織物摩擦起電器進行耐久性與耐洗性的評估，探討經過一段時

間的使用後以及清洗次數對其性能之影響。 

Nylon SiliconeConductive clay SpongePolyester Copper

(2) Fabricate the features on nylon 

      layer and coating silicone

(3) Coating the conductive clay

(4) Insert the copper terminal

(5) Seal the conductive clay

(6) Adhere the spacer

(1) Prepare nylon and polyester 

 

 

Figure 2-3 Fabrication processes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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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4 Schematic diagram of signal measurement and a driving platform of pneumatic cylinder. 

 

2.4.3 織物摩擦起電器充電電路的設計與實務應用 

  摩擦起電器的電流輸出方向，會因為按壓階段與釋放階段而有所不同，故本研究為了要提升充電

的效果，將織物摩擦起電器結合橋式整流器，以整流成一致的電流輸出方向，並且藉由電容器進行電

能儲存，其示意圖如圖2-5所示。其中，負載電阻與電容器的大小，均會影響充電的速度與飽和輸出

值，為了得到最佳的電路參數組合，將針對510 kΩ ~ 1 GΩ的負載電阻進行評估，以尋求最大的發電

功率。在實務應用的可行性評估方面，將製作完成的織物摩擦起電元件，利用所測試出最佳的驅動方

式進行作動，將機械能轉換為電能，再透過電容器加以儲存，期望能夠點亮市售的LED燈泡或擴展至

其它領域之應用。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Bridge rectifier

Capac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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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nergy-harvesting and charging circuit when the device is in the states 

of (a) original state, (b) pressing and (c) rel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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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3.1 導電黏土調配比例最佳化 

本計畫開發創新性的導電黏土，並應用於織物摩擦起電器之電極，目的是為了大幅提升摩擦起電

器的可撓性，期望能夠在保有柔軟與舒適的特性下與穿戴式電子裝置結合。本章節將探討導電黏土的

特性，並評估液態金屬與釉粉在不同的混摻比例下，對於導電性、塗佈性與成膜性的影響，以選定最

佳的調配比例。 

3.1.1 導電黏土的特性 

    本計畫所使用的液態金屬為 70/30 wt%的鎵銦合金，在室溫下（~ 24˚C）為液態，且對於大多數的

材料具有抗黏附性，因此不適合作為塗料。然而，在進行實驗的過程中，偶然發現液態金屬對於蠟、

防水薄膜、油墨等基底，具有較佳的附著性。因此，為了能夠進一步展示液態金屬可進行圖案的定義，

本研究藉由印刷技術，在名片上設計本磨潤科技研究室之陣列排列的徽標圖案，印製完成的名片照相

圖，如圖 3-1(a)所示。其中，單一徽標圖案的尺寸為 27 mm × 8 mm；名片的基底材質為西卡紙（Bristol 

board）；油墨為不可食用的大豆油墨（Soybean oil ink）。圖 3-1(b)為圖 3-1(a)的局部放大圖。液態金屬

塗佈於名片後的結果呈現於圖 3-1(c)所示，而圖 3-1(d)則為圖 3-1(c)的局部放大圖，經由圖中可以明顯

地發現有印上油墨的部分（即陣列排列的徽標圖案），液態金屬可有效且完整地附著；未印上油墨的部

分（即西卡紙），液態金屬則完全無法附著。因此，藉由本實驗的方式，可以提升液態金屬對於表面的

親和力，以進行後續圖案化的定義，但由於所使用的油墨僅能夠印刷在名片上，故對於實際的應用將

會受到侷限，不過也為此液態金屬的圖案定義技術，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若將液態金屬封裝在彈性體間，除了能防止氧化，亦可使其具有柔軟的特性，故可望

製作成為軟性電子產品。本研究依循上述所提及的名片印刷技術，先設計出複雜多變的迴路圖案，再

塗佈上液態金屬，接著以 PDMS 膠體進行覆蓋，並於 60˚C 下加熱 2 小時使 PDMS 固化。完成固化後，

小心地將固化膜取下，液態金屬即能夠轉移至 PDMS 上，其照相圖如圖 3-2(a)所示。圖 3-2(b)為圖 3-

2(a)之局部放大圖，經由觀察後可得知圖案的線徑約為 800 μm。最後，連接上導線，並再將具有迴路

圖案之一面覆蓋上 PDMS 膠體，並同樣於 60˚C 下加熱 2 小時進行固化，即可完成迴路圖案的封裝程

序，完成後的照相圖呈現於圖 3-2(c-e)所示，並以彎曲、扭轉與拉伸之變形，展現其具有良好的機械特

性。此外，為了證明液態金屬經封裝後依然保有優異的導電性，本實驗以電池開關作為電源，並將 LED

燈泡與所設計的迴路圖案進行連接，經通電後，即可點亮 4 顆 LED 燈泡，如圖 3-3(a)所示。而由圖 3-

3(b-d)的照相圖，顯示即使以~ 60°的角度彎折、~ 180°的角度扭轉以及 20%的拉伸應變，LED 燈泡依

舊能夠維持發光的狀態。 

使用接觸角量測儀對液態金屬進行接觸角的測量，接觸角量測儀的原理是利用液滴法（Sessile drop 

method）在固體平面上進行液滴滴定。固體平面上的固‐液‐氣三相交界點處，分別具有氣‐液界面之切

線（γ_VL）、液‐固界面之切線（γ_LS）以及固‐氣界面之切線（γ_SV），而液滴夾在其中所形成之夾角

（θ）即為接觸角，其示意圖如圖 3-4 所示。氣體與固體兩者間的表面張力稱為表面自由能（Surface free 

energy），當表面自由能愈小時，可吸附的液滴能力與面積就愈小，造成表面的接觸角就愈大。圖 3-5

為液態金屬滴置於 PDMS 基材上所量測到的接觸角，由於液態金屬容易受到固‐液‐氣三相界面能的相

互作用【11】，故液滴會呈現約為 142˚。此外，可經由圖中觀察到液態金屬液滴上方的形狀尖凸，此乃

因液態金屬的表面存在著微薄的氧化層【12】，且亦為接觸角能夠保持穩定的原因。 

關於能夠與液態金屬混摻的顆粒，金屬顆粒如金、銀、銅、鋁、鐵、鎳等；氧化物顆粒如氧化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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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鋁、氧化鋅、氧化鈦等；其它顆粒如奈米碳管（Carbon nanotube）、氮化物、碳化物等。由於顆粒

的選擇甚多，不同性質的顆粒，在液態金屬與其合金的改質中也具有不同的成效，因此能夠形成具有

特定功能的複合材料。圖 3-6 為 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四種不同性質的釉粉顆粒混摻後之照

片圖，由圖中可以觀察到釉粉能夠均勻地被分散在液態金屬中，混合完後顏色呈現亮銀色，且形態如

同黏土般。然而，與氧化鋁、氧化鋅以及矽酸鋯顆粒卻無法混合在一起，且顏色皆為深灰色，推測可

能是因為此三種材料的活性皆大於鎵銦合金液態金屬，故導致在混合過程中液態金屬原有的特性會發

生置換反應，而本計畫所使用的釉粉，對於液態金屬具有較高的親和力，且能夠幫助提高液態金屬分

散的穩定性。調配完成的導電黏土，其可塑性與塗佈性更優於液態金屬。事實上，導電黏土能夠製作

成任何形狀，如圖 3-7 所示，將導電黏土製作成類似於人形，並將電池開關的導線連接在導電黏土人

形的頭部與腳部兩側，經由通電後，可點亮 3 顆 LED 燈泡，驗證導電黏土經塑形後仍具有良好的導電

性。本計畫所發展的導電黏土，與石墨烯片以及銀奈米線或奈米碳管所形成的導電膜進行比較，其特

點在於電流是流經屬於基材的液態金屬，故傳遞路徑的選擇性較多且連續性佳，而石墨烯片與奈米線

材則是需要靠彼此互相搭接成膜，電流必須流經無數個搭接點，易產生阻抗大而導電性不佳的現象。 

 

     

             (a)                 (b) 

     

             (c)                 (d) 

Figure 3-1 (a) Photograph of customized business cards. (b) A close-up view of customized business cards in 

(a). (c) Liquid metal coated on customized business cards. (d) A close-up view of liquid metal after coated on 

customized business cards 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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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2 (a) Photograph of liquid metal with loop line patter after transform from customized business cards 

to PDMS. (b) A close-up view of (a). (c-e) Photographs of deformation (bending, twisting, and stretching) of 

the pattern of liquid metal with loop line shape emerged on the P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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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Figure 3-3 (a) LED-integrated liquid metal circuit with a battery switch. (b-d) Deformation (bending, twisting, 

and stretching) of loop line pattern of liquid metal with mounted LEDs. 

γVL

γLS

θγSV

 

Figure 3-4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act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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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5 Contact angle of liquid metal using PDMS film as substrate. 

  

(a) (b) 

  

(c) (d) 

Figure 3-6 Photographs of liquid metal mixed with (a) Al2O3, (b) ZnO, (c) ZrSiO4 and (d) glaze powder in ratio 

of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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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7 LED lamps lighted using a human-like of the proposed conductive clay. 

 

3.1.2 導電性之評估 

導電黏土的導電性主要取決於鎵銦合金液態金屬之鎵與銦的比例，以及釉粉所添加的量。因此，

以下將進行探討質量比對導電黏土導電率的影響。利用模板印刷技術在 PDMS 基底上定義液態金屬與

導電黏土的圖案，其中，所使用的遮罩材質為 PET 模板，尺寸為 30 mm × 1.5 mm × 0.3 mm，藉由定義

相同的形狀量測液態金屬以及導電黏土的電阻值。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會在 1:1、2:1、

4:1、8:1 與 16:1 的比例下混合形成導電黏土。經由量測後，得到的電阻值分別為 202.87 × 106 Ω、1.615 

Ω、0.0219 Ω、0.0198 Ω 與 0.0179 Ω。最後，再藉由（3-1）式求得電阻率。 

            
wt

L
                                                               (3-1) 

其中，σ 為電阻率；ρ 為電阻值；L 為長度；w 為寬度；t 為厚度。 

圖 3-8 為計算後的結果，由左至右顯示對應的電阻率分別為 3.04 × 105 Ω-cm、2.43 × 10-3 Ω-cm、

3.29 × 10-5 Ω-cm、2.97 × 10-5 Ω-cm 與 2.69 × 10-5 Ω-cm，而液態金屬經由量測後所得到的電阻值為 0.0032 

Ω，代入（4-1）式求得的電阻率為 4.80 × 10-6 Ω-cm。根據 D. Zrnic 等人使用 75/25 wt%的鎵銦合金液

態金屬，量測到的電阻率為 29.4 × 10-6 Ω-cm【13】，而本計畫所使用的 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

具有更好的導電性，原因在於銦的電阻小於鎵，較高含量的銦可得到導電性較高的鎵銦合金。 

分析上述之實驗結果，發現隨著降低釉粉的量，即可得到較低的導電率，但由於本計畫所開發的

導電黏土，除了必須具有良好的導電性外，也必須同時兼具較佳的塗佈性以及塑形的能力，但此兩者

並非與導電性呈正比關係，故後續將再針對 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於 1:1、2:1、4:1、

8:1 與 16:1 的比例下，所混合形成的導電黏土進行後續塗佈性與成膜性的探討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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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8 Resistivity of liquid metal and glaze powder at different ratio. The inset displays an enlarged image 

of resistivity of liquid metal and glaze powder in ratio of 4:1, 8:1, 16:1 and LM. 

 

3.1.3 塗佈性之評估 

在上節中，已經證實了 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的比例為 1:1 與 2:1 時，具有極高的

電阻率。相反地，隨著 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的比值愈高時，電阻率則會隨之降低。然

而，塗佈能力的優劣並不一定和 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之比值呈正相關，故本節將再次

針對 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在 1:1、2:1、4:1、8:1 與 16:1 的比例下，所混合形成之導電

黏土進行塗佈性的比較。 

為了能夠精確地觀察各個比例下所混合形成的導電黏土，其表面經塗佈後的情形，本實驗使用星

形遮罩進行圖案化的定義，底材為 PDMS，並以橡皮刮刀進行塗佈，完成塗佈後的外觀如圖 3-9 所示。

從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於 4:1 之比例下所混合形成的導電黏

土，塗佈後的形狀完好且表面平整均勻，具有較優異的塗佈品質。當比例為 1:1 與 2:1 時，均無法達到

導電黏土所須具備的塑形性，且因過於粉狀的緣故，造成表面呈現不均勻且鬆散的形貌，此外，後續

使用也容易造成脫落的問題發生。而在 8:1 與 16:1 之比例下，雖然已於前一節證明其具有良好的導電

性，但由於調配完成後的形態皆較為濕潤，且容易產生液珠，進而導致塗佈後的表面不均勻。此外，

也因使用較多的液態金屬，進而使得材料的成本提高。 

  因此，本計畫將使用混合比例為 4:1 時，所形成的導電黏土，作為織物摩擦起電器的電極。值得

一提的是，本計畫所開發的導電黏土，對於大多數的材料皆具有沾黏性，因此，不必像液態金屬一樣，

必須特別製作特殊的底材，方可進行塗佈，故在使用上也比液態金屬更為方便且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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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r mask (b) 1:1 (c) 2:1 

   

(d) 4:1 (e) 8:1 (f) 16:1 

Figure 3-9 Photographs of the surface appearance of conductive clay at different ratio after coating. 

 

3.1.4 成膜性之評估 

本節中，為了證明70/30 wt%的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的比例為4:1時，為本計畫之最佳混合比

例，故將2:1與8:1之比例下所混合形成的導電黏土，一同進行圖案成膜性的探討。此外，本實驗也將進

一步觀察最佳混合比例之導電黏土內釉粉的分佈，以評估混摻後的品質是否均勻。 

在進行圖案成膜性的探討時，所製備的導電黏土線形圖案，與上述用於量測電阻率的樣品相同，

模板的尺寸為30 mm × 1.5 mm × 0.3 mm，使用的基底為PDMS，並利用長工作距離顯微鏡進行觀察斷

面的形貌，實驗結果如圖3-10所示。當混摻的比例為2:1時，已於上節中證明其會呈現粉狀，再加上拍

攝影像時會將樣品垂直翻轉90°，故會導致粉末脫落，進而使得圖案完全無法成形。若將最佳混合比例

的導電黏土，與8:1之比例相比，可觀察到具有更高的邊緣精度以及更精確的尺寸，而此斷面圖證明即

使將遮罩取下，依然能夠保持矩形圖案，反觀比例為8:1時，則略為呈現圓弧形，此實驗結果也說明最

佳混合比例的導電黏土，其可塑性更易於藉由模板遮罩定義塗層的厚度與形狀。 

圖3-11為使用光學顯微鏡拍攝的導電黏土破斷面圖，以觀察液態金屬內釉粉的分佈。圖中箭頭所

指出的位置即為釉粉，尺寸約為325 mesh（~ 45 μm），顏色呈透明，且其形貌如同針孔狀。 

雖然已經能夠從光學顯微鏡圖中觀察到液態金屬內釉粉的分佈，但因為所拍攝的圖像品質不盡理

想，故必須再藉由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進一步檢視。由於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的解析度更高，且放大倍率

能夠達到數十萬倍以上，因此可用來進一步檢驗液態金屬內釉粉的分佈，拍攝完後的圖像如圖3-12所

示。經由圖中，可清楚地觀察到釉粉會均勻地分佈在液態金屬中，且顆粒大小皆差異不大。此外，亦

可發現圖中大多還是為液態金屬，其作為導電黏土的基材，仍然具有極佳的導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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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 1                                        (b)4 : 1 

 

(c) 8:1 

Figure 3-10 OM images of the cross-section profile of conductive clay at different ratio. 

 

 

Figure 3-11 OM image of distribution of the glaze powder in conductive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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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12 SEM image of distribution of the glaze powder in conductive clay. 

 

3.2 摩擦層之微/奈米級結構的形貌分析 

    提高摩擦起電器的性能，最基本的方式在於控制摩擦層表面的電荷密度，故可藉由製作微/奈米級

陣列結構來提高摩擦起電的效應。本實驗於尼龍與聚酯纖維摩擦層間添加微/奈米顆粒如Al2O3、AlN、

PTFE與PVDF，以及製作PVDF靜電紡絲奈米纖維，以增加接觸表面的摩擦特性，進而提升織物摩擦起

電器的輸出性能。顆粒與靜電紡絲奈米纖維分佈於摩擦層表面的情況與均勻性，會以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進行拍攝觀察。 

圖3-13為Al2O3顆粒添加於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在兩種不同倍率下所拍攝的SEM圖。經由5,000X倍率

的圖中，可觀察到Al2O3顆粒均勻分佈在整個摩擦層表面，若進一步放大至10,000X倍率，發現圖中之

顆粒呈現不規則的形貌，且尺寸分佈範圍約在300~500 nm之間。添加AlN顆粒於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

之兩種不同倍率的SEM圖，如圖3-14所示。與Al2O3顆粒相比，AlN顆粒的尺寸較大，即可由1,000X與

2,000X倍率的圖中窺其全貌，得知其大小約為30 μm，而顆粒的形貌則呈圓形。圖3-15為添加PTFE顆粒

於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之兩種不同倍率的SEM圖，在5,000X倍率的圖中，可發現PTFE顆粒的形貌如同

片狀結構，彼此搭接在整個摩擦層表面，而從10,000X倍率的圖中，清楚地觀察出其尺寸分佈範圍約在

1~4 μm之間。添加PVDF顆粒於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之兩種不同倍率的SEM圖，如圖3-16所示。於

10,000X之倍率下進行觀察，發現PVDF顆粒星羅棋布，且其形貌呈現圓形，與AlN顆粒之形貌相似，並

經由30,000X倍率的放大，可得知其尺寸範圍約在150~250 nm之間。圖3-17為製作PVDF靜電紡絲奈米

纖維於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在低倍率與高倍率下所拍攝的SEM圖。由1,000X之低倍率圖中，可觀察

到PVDF靜電紡絲奈米纖維的整體形貌極為緻密，且均勻佈滿在整個摩擦層表面，若進一步從10,000X

之高倍率下觀察，可得知其纖維直徑範圍約在260~440 nm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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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00X                                  (b) 30,000X 

Figure 3-13 SEM images of Al2O3 particles on the surface of polyester layer 

   

(a) 1,000X                                      (b) 2,000X 

Figure 3-14 SEM images of AlN particles on the surface of polyester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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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00X                                   (b) 10,000X 

Figure 3-15 SEM images of PTFE particles on the surface of polyester layer. 

 

   

(a) 10,000X                                       (b) 30,000X 

Figure 3-16 SEM images of PVDF particles on the surface of polyester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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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0X                                     (b) 30,000X 

Figure 3-17 SEM images of PVDF nanofibers on the surface of polyester layer. 

3.3 織物摩擦起電器的組裝 

    首先，剪裁60 × 60 mm2的聚酯纖維織物以及尼龍織物作為摩擦起電器之摩擦層，其中，選用織物

的原因在於其表面本身就是由許多線狀纖維所編織而成的微結構，故對於提高電氣輸出特性亦有著重

要的作用。圖3-18為聚酯纖維織物的SEM圖，從100X之倍率下可觀察到表面具有許多的線狀纖維，且

纖維間的孔隙緊密，此特點能夠使聚酯纖維織物具有較大的強度、不易破裂、強力伸縮等優點。而從

2,000X之倍率下則可得知本計畫所使用的聚酯纖維織物，其纖維線寬約為12~15 μm。圖3-19為尼龍織

物的SEM圖，從100X之倍率圖中可觀察到尼龍織物纖維的編織紋路與聚酯纖維類似，但其纖維中間的

孔隙較多，主要的原因是因本計畫所使用的尼龍織物，其丹尼數為70丹尼，目前市面上較為常見的尼

龍織物有70丹尼、210丹尼、420丹尼、840丹尼等。當取用的原絲愈細時，編織出的尼龍織物就愈薄，

也代表尼龍布的丹尼數愈低，故具有較薄與較柔軟的特性。而經由1,000X之倍率下所觀察到的尼龍織

物，可得知其纖維線寬約為10~17 μm。此外，本實驗為了進一步提升接觸表面的摩擦特性，會以繡字

技術實現微小方形圖案陣列結構於尼龍織物，如圖3-20所示，繡線亦為尼龍材質，且經由圖3-21的SEM

圖中，可得知單一方形圖案陣列結構的高度約為1.37 mm。再者，為了進行比較，會另外製作微小圓形

圖案陣列結構於尼龍織物，如圖3-22所示，而從圖3-23的SEM圖中，得知單一圓形圖案陣列結構的高度

約為1.22 mm。 

  接著，將聚酯纖維摩擦層與尼龍摩擦層的背面使用矽氧樹脂覆蓋固化成膜，以防止日後導電黏土

從織物纖維中滲出。之後，以模板印刷技術塗佈範圍為50 × 50 mm2的導電黏土膜於矽氧樹脂的上方作

為導電電極，並將連接於電極金屬的漆包銅線作為電性輸出端，漆包線的使用可使外部雜訊干擾降低。

為了防止金屬膜氧化，導電黏土膜的表面再以另一背面具有矽氧樹脂覆蓋固化成膜之織物黏貼遮蓋。

最後，將厚度為2~14 mm的彈性海綿黏合於尼龍與聚酯纖維摩擦層之間，作為固定於兩摩擦層之間的

間隔物，使兩層間隙的距離固定，且按壓後也具有回彈的機制，即可完成60 × 60 mm2大小的織物摩擦

起電器之製作，如圖3-24所示。圖3-25為組裝完成後的織物摩擦起電器之前視圖，其中，上層為尼龍摩

擦層，底層為聚酯纖維摩擦層，並剪裁4塊相同尺寸的彈性海綿，作為在兩摩擦層間的間隔物。圖3-26

展示本計畫所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兼具柔軟與高可撓之特性，因此，具有與穿戴式電子裝置結合

的潛力。 

  在進行性能與可靠度測試前，本計畫藉由改變間隔物的厚度，探討織物摩擦起電器對電氣輸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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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響，以尋求最佳的參數條件，實驗過程均採用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固定衝程距離為8.5 cm，

並以4 bar的氣體壓力與4 Hz的作動頻率進行測試，實驗結果如圖3-27所示，顯示在間隔物厚度為10 mm

時，具有最大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其值分別約為6.27 V與0.38 μA。根據Y. Yang等人的研究【14】，

可將摩擦起電器的輸出電壓Voc近似成為（3-2）式： 

             
0

OC

d
V




                                                                (3-2) 

其中，σ為表面的摩擦電荷密度；d為間隔物的厚度；ε0為真空介電常數。 

從（3-2）式中，可得知織物摩擦起電器的輸出電壓應該要隨著間隔物的厚度增加而提高。然而，

實驗結果卻發現間隔物的厚度增加超過10 mm時，輸出電壓就會開始降低，推測原因有兩種可能：（1）

當厚度大於10 mm時，造成在摩擦的過程中，聚酯纖維摩擦層與尼龍摩擦層之間的接觸並不完全，且

會隨著間隔物厚度的增加，性能衰減的趨勢會變得更加明顯【15】；（2）若電荷達到最大值的反應時間

為一定值，當厚度大於10 mm時，海綿回彈速度將會變得愈來愈快，造成聚酯纖維摩擦層與尼龍摩擦

層之間電荷分離的能力降低，進而使電荷無足夠的時間進行反應，故導致輸出性能降低。因此，經由

以上的實驗與理論解析，本計畫將使用厚度為10 mm的彈性海綿，作為織物摩擦起電器之間隔物，以

進行後續性能的量測以及可靠度測試之探討。 

    

  

(a) 100X                                         (b) 2,000X  

Figure 3-18 SEM images of the microstructure surface of polyester 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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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X                                           (b) 1,000X 

Figure 3-19 SEM images of the microstructure surface of nylon fabric. 

 

 

Figure 3-20 Photograph of square array on nylon layer. 

 

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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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21 SEM image of the cross-section of a square feature. 

 

 

Figure 3-22 Photograph of circular array on nylon layer. 

 

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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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23 SEM image of the cross-section of a circular feature. 

 

 

Figure 3-24 Top view of a finished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Figure 3-25 Side view of a finished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Nylon layer 

Spacer Polyester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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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26 An ultra-high flexibility device demonstrated by a handheld bending test. 

 

 

Figure 3-27 Effect of thickness of the spacers on electric performance of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3.4 織物摩擦起電器的性能測試 

    本實驗將對組裝完成的織物摩擦起電器，進行發電機制、電氣輸出特性與可靠度的測試與討論。

此外，亦會對本計畫所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進行實務應用的可行性評估，如整合在人體身上形成

穿戴式電子裝置，或是藉由結合橋式整流器，並以電容器進行電能儲存，期望能夠點亮市售的LED燈

泡或擴展至其它領域之應用。 

3.4.1 織物摩擦起電器的發電機制 

    織物摩擦起電器在變形過程中因外力的施加，使其兩摩擦層彼此接觸摩擦，儘管摩擦的程度較小，

但由於織物表面本身就具有微/奈米級的粗糙度，故能夠在兩摩擦層的表面產生正負相反之靜電荷。其

中，尼龍摩擦層帶正電，聚酯纖維摩擦層帶負電，且兩界面間會形成一偶極層（Dipole layer），亦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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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摩擦電位層（Triboelectric potential layer），此偶極層會在兩金屬電極間形成電位差。感應電荷不會快

速流失的原因在於織物具有絕緣性，而為了得到摩擦電位所產生的能量，藉由在兩電極間連接外部迴

路，以誘導自由電荷流過，同時，摩擦層間的間距會因受到摩擦作用而減小。假設C為系統中的電容，

V為兩電極的電壓，故可將橫跨於外部迴路所產生的電流I表示為（3-3）式【16】： 

                 
V C

I C V
t t

 
 

 
                                                     (3-3) 

其中，等號右邊第一項為靜電感應電荷造成頂部與底部電極間的電位變化，而第二項為裝置受到機械

變形時，系統中頂部與底部電極間的距離被改變，所造成的電容變化。 

  此公式僅在摩擦起電效應於兩電極間存在電位差時才有效，經由觸發織物摩擦起電器後，產生的

開路電壓如圖3-28(a)所示。系統中電容的變化，是因受到機械壓縮力造成兩電極間的距離改變，若進

一步將圖3-28(a)於2.04~2.18秒的區間放大，可觀察到電氣輸出訊號為一正半波。然而，若將外力去除，

兩摩擦層會逐漸恢復成原始狀態，且兩電極上的感應電荷亦會進行重組，因此，所得到的輸出訊號為

一負半波，如圖3-28(b)所示。圖3-28(c)為量測電氣輸出訊號時將織物摩擦起電器以反向連接，亦可得

到相似之結果，差別僅在於其輸出波形會與圖3-28(a)相反。圖3-28(d)則為圖3-28(c)於2.04~2.18秒的區

間放大圖。此外，由輸出訊號可發現正負半波的波形趨近於對稱，推測可能與尼龍與聚酯纖維之電荷

的親和力有關，其值分別為+30 nC/J與-40 nC/J【17】，與親和力為0 nC/J的材料相比，並無較明顯之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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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等號右邊第一項為靜電感應電荷造成頂部與底部電極間的電位變化，而第二項為裝置受到機械

變形時，系統中頂部與底部電極間的距離被改變，所造成的電容變化。 

  此公式僅在摩擦起電效應於兩電極間存在電位差時才有效，經由觸發織物摩擦起電器後，產生的

開路電壓如圖3-28(a)所示。系統中電容的變化，是因受到機械壓縮力造成兩電極間的距離改變，若進

一步將圖3-28(a)於2.04~2.18秒的區間放大，可觀察到電氣輸出訊號為一正半波。然而，若將外力去除，

兩摩擦層會逐漸恢復成原始狀態，且兩電極上的感應電荷亦會進行重組，因此，所得到的輸出訊號為

一負半波，如圖3-28(b)所示。圖3-28(c)為量測電氣輸出訊號時將織物摩擦起電器以反向連接，亦可得

到相似之結果，差別僅在於其輸出波形會與圖3-28(a)相反。圖3-28(d)則為圖3-28(c)於2.04~2.18秒的區

間放大圖。此外，由輸出訊號可發現正負半波的波形趨近於對稱，推測可能與尼龍與聚酯纖維之電荷

的親和力有關，其值分別為+30 nC/J與-40 nC/J【17】，與親和力為0 nC/J的材料相比，並無較明顯之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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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Figure 3-28 Switching-polarity test of the output voltage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a-b) Open circuit 

voltage when forward-connected to measurement system. (c-d) Open circuit voltage when reverse-connected 

to measurement system. 

3.4.2 電器輸出特性之量測 

本計畫使用自行組裝之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進行測試，評估織物摩擦起電器的電氣輸出特

性，實驗裝置之照相圖如圖 3-29(a)所示。一般來說，摩擦起電器能夠在彎折與按壓兩種模式下產生

電氣輸出訊號，故本實驗將先進行探討此兩種模式對織物摩擦起電器輸出性能的影響，實際的照相

圖分別如圖 3-29(b)與圖 3-29(c)所示，以尋求最佳的操作模式。 

圖 3-30 為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以 4 bar 的氣體壓力與 4 Hz 的作動頻率，並在固定 4.5 cm 與

8.5 cm 的衝程距離，分別進行彎折與按壓兩種測試模式所量測到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訊號。其中，

輸出電流訊號則會另外連接 510 kΩ 的外部負載進行量測。實驗結果顯示，在彎折的操作下，得到

的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分別僅有 0.72 V 與 0.06 μA，如圖 3-30(a)所示；然而，以按壓的方式進

行作動，最大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可分別提升至 6.29 V 與 0.42 μA，如圖 3-30(b)所示。因此，經

由以上的實驗結果，可得知驅動類型對於織物摩擦起電器的輸出特性具有顯著的影響性，即按壓的

效果比彎折更加明顯，此乃因垂直按壓的操作模式，可使織物摩擦起電器的摩擦界面接觸更為完全

且確實，故所獲得的接觸面積更大，輸出性能亦較佳。 

為了瞭解摩擦界面的微小圖案陣列結構，對於織物摩擦起電器性能的影響，因而製作了三種不

同的表面形態於尼龍摩擦層：第一即尼龍摩擦層為平坦表面；其次為尼龍摩擦層的表面具有圓形圖

案陣列結構；最後則為尼龍摩擦層的表面具有方形圖案陣列結構。圖 3-31(a)與圖 3-31(b)分別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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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量測之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的結果，圖中顯示尼龍摩擦層為平坦表面時，僅能產生較低的輸出電

壓與輸出電流，其值分別為 2.38 V 與 0.17 μA；具有圓形圖案陣列結構時，所測得的最大輸出電壓

與輸出電流分別為 4.56 V 與 0.32 μA；而具有方形圖案陣列結構時，則量測到的最大輸出電壓與輸

出電流可分別達到 6.76 V 與 0.46 μA。因此，綜合以上的實驗結果，顯示尼龍摩擦層的表面不論是

具有圓形或方形圖案陣列結構，得到的輸出性能皆比尼龍摩擦層為平坦表面時之性能還要好，其原

因在於尼龍摩擦層上之微小圖案陣列結構，可擴大與聚酯纖維摩擦層之間的接觸面積，且粗糙的結

構表面具有較大的摩擦起電效應，能夠在摩擦界面產生更多的電荷。此外，結構化的表面也有利於

電荷之分離，進而使兩摩擦層間形成較大的偶極矩【18】。其中，尼龍摩擦層的表面具有方形圖案

陣列結構之輸出性能最佳，相比於摩擦層為平坦表面時的結果，其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可分別

提升約 2.84 倍與 2.71 倍；而與具有圓形圖案陣列的結構進行比較，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則分

別相差約 1.48 倍與 1.44 倍，推測是因方形圖案陣列結構的面積與高度，皆比圓形圖案陣列結構要

大且高的緣故（如先前的圖 3-17 至圖 3-20 之照相圖與 SEM 圖所示），故具有更佳的接觸表面摩擦

特性。此外，當聚酯纖維摩擦層與尼龍摩擦層接觸時存在的空隙愈大，即能夠在變形過程中有效地

達到接觸與分離，進而形成更大的偶極矩，故能得到較高的輸出性能。 

本研究已證明於摩擦層上製作微小圖案陣列結構，可提高織物摩擦起電器的性能，而本實驗為

了得到更高的輸出特性，除了選用具有方形圖案陣列結構之尼龍摩擦層，亦會進一步在聚酯纖維摩

擦層上添加微/奈米級的顆粒與製作靜電紡絲奈米纖維，以改變摩擦層材料的接觸特性以及增加摩

擦過程中的接觸面積。其中，本實驗均藉由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固定衝程距離為 8.5 cm，並以

4 bar 的氣體壓力與 4 Hz 的作動頻率進行測試織物摩擦起電器。圖 3-32 為將 Al2O3顆粒添加在聚酯

纖維摩擦層表面，所量測到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訊號。實驗結果顯示，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

分別為 12.82 V 與 1.36 μA。圖 3-33 為將 AlN 顆粒添加在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所量測到的輸出電

壓與輸出電流訊號，得到的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分別為 16.76 V 與 1.81 μA。圖 3-34 為將 PTFE

顆粒添加在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所量測到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訊號，其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

流分別為 18.47 V 與 2.23 μA。圖 3-35 為 PVDF 顆粒添加在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所量測得到的輸

出電壓與輸出電流訊號，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則分別為 16.68 V 與 1.84 μA。圖 3-36 為製作

PVDF 靜電紡絲奈米纖維於聚酯纖維摩擦層表面，所測得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訊號，其最大輸出

電壓與輸出電流分別可達到 30.96 V 與 3.07 μA。 

因此，綜合上述於摩擦層間添加不同的顆粒材料與製作靜電紡絲奈米纖維的實驗結果，茲將其

統整成圖 3-37，並與僅有在摩擦層上製作微小方形圖案陣列結構之織物摩擦起電器進行比較。實驗

結果皆顯示，不論是在摩擦層間添加微/奈米級的顆粒或製作靜電紡絲奈米纖維，均可明顯地增強織

物摩擦起電器的電氣輸出特性。其中，添加 Al2O3顆粒後，得到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可分別提升

89.65%與 195.65%；而添加 AlN 顆粒後，可分別提升 147.93%與 293.48%；添加 PTFE 顆粒後，則

可分別提升 173.22%與 384.78%；而添加 PVDF 顆粒後，其可分別提升 146.75%與 299.13%。對於

分別添加不同顆粒於摩擦層間所造成的性能差異，可歸因於材料的摩擦起電正負電性排序，而經由

相比之下，以添加 PTFE 顆粒於聚酯纖維摩擦層之輸出性能為最佳，原因在於其作為負電性

（Electronegativity）材料，與作為正電性（Electropositivity）材料的尼龍摩擦層之得失電子的能力

差異甚大，故可產生較大的偶極矩；其次為 PVDF 顆粒添加於聚酯纖維摩擦層的織物摩擦起電器，

此乃因 PTFE 比 PVDF 具有更大的負電性【52】；再者為添加 AlN 顆粒於聚酯纖維摩擦層之織物摩

擦起電器，並觀察其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的訊號，可發現正半波的峰值比負半波的峰值大，故得知

此時的尼龍摩擦層是作為負電性材料，而 AlN 顆粒則作為正電性材料，且結果與 PVDF 作為負電

性材料與尼龍作為正電性材料相當；最後則為Al2O3顆粒添加於聚酯纖維摩擦層的織物摩擦起電器，

但此實驗需值得注意的是，Al2O3與尼龍的摩擦起電正負電性排序比尼龍與聚酯纖維更為接近【19】，

但實驗結果卻顯示其性能較大，推測可能是因於摩擦層的表面又另外製作微結構的緣故，使摩擦時

能夠增加接觸特性，進而提高摩擦起電效應。此外，亦由實驗結果發現製作 PVDF 靜電紡絲奈米纖

維於聚酯纖維摩擦層的表面時，能讓織物摩擦起電器具有更佳的輸出特性，其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

分別可提升 357.98%與 567.39%。雖然添加 PVDF 顆粒於聚酯纖維摩擦層的表面，所得到的輸出電

壓與輸出電流不盡理想，但值得一提的是，由於 PVDF 即屬於強壓電性的 β 相材料，故可藉由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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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極化使其纖維的壓電特性獲得提升【20】。因此，將 PVDF 靜電紡絲奈米纖維製作在聚酯纖維摩

擦層，當織物摩擦起電器受到摩擦作用時，可同時產生壓電電荷與摩擦起電電荷，具有雙重的效果。 

為了尋求最大的發電功率，本實驗使用性能最佳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即尼龍摩擦層具有方形圖案陣

列結構，且於聚酯纖維摩擦層上製作 PVDF 靜電紡絲奈米纖維），並針對不同的負載電阻，進行輸

出電壓與輸出電流的量測，而後利用公式計算出功率，即 P = IV，其中 P 為功率；I 為電流；V 為

電壓。圖 3-38 為在 510 kΩ ~ 1 GΩ 的負載電阻下，所量測得到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之變化。本實

驗依舊藉由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固定衝程距離為 8.5 cm，並以 4 bar 的氣體壓力與 4 Hz 的作動

頻率進行測試。由實驗結果，可觀察到當負載電阻愈低時，輸出電壓愈趨近於零。然而，隨著負載

電阻的增加，電壓也隨之提高，最終在 1 GΩ 時達到的最大值為 31.12 V，而電流與負載電阻的關係

則呈現相反的趨勢，在 510 kΩ 時可量測出最大輸出電流值為 3.09 μA。因此，將圖 3-38 的實驗結

果，代入計算功率的公式中，可得到負載電阻對功率的影響曲線圖，如圖 3-39 所示，故當負載電阻

為 10 MΩ 時，能夠得到的最大功率為 13.97 μW。 

1 2 3 4 5 6 7

 

(a) 

       

(b)                                     (c) 

Figure 3-29 (a) Experimental setup. 1: flow control valve; 2: pressure regulator; 3: pneumatic cylinder; 4: 

oscilloscope; 5: fabric TEG; 6: digital multimeter; 7: computer. A driving platform of pneumatic cylinder 

integrated with (b) pressing and (c) bend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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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igure 3-30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under (a) bending and (b) pressure driv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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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Figure 3-31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for three surface configurations 

of the nylon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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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3-32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for polyester layer with Al2O3 particles. 

 

  

(a) (b) 

Figure 3-33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for polyester layer with AlN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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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3-34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for polyester layer with PTFE particles. 

  

(a) (b) 

Figure 3-35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for polyester layer with PVDF particles. 

  

(a) (b) 

Figure 3-36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for polyester layer with PVDF nano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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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37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for polyester layer with the 

different micro/nanostructures. 

 

 

 

Figure 3-38 Dependence of the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on external load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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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39 Dependence of the output power on external load resistance. 

 

3.5 可靠度之評估 

    可靠度乃探討裝置在特定的工作與環境條件下，執行完特定的性能檢測後之品質特性。本計畫為

了驗證所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之可行性，藉由進行頻率、耐久性與耐洗性的測試，作為評估可靠度

的依據。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能量如人體運動、機械振動、輪胎轉動、風能、水能等，皆能夠產生不同的頻

率，故本研究以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在固定 8.5 cm 的衝程距離與 4 bar 的氣體壓力下，探討 2~6 

Hz 的作動頻率對輸出性能之影響，實驗結果如圖 3-40 所示，由圖中可得知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會隨

著頻率的增加而提高，其中電壓可從 20.38 V 提升至 40.04 V；電流則從 1.95 μA 提升至 3.68 μA，此原

因在於當提高氣壓缸之作動頻率時，會導致電荷累積的速度愈快，且單位時間內通過外部迴路上某一

截面的電荷量愈多，故能夠產生較大的輸出性能，但電荷轉移的總量在給定的摩擦條件與分離距離時

仍然保持恆定【21】。圖 3-41 為使用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在固定 8.5 cm 的衝程距離與 4 bar 的氣

體壓力下，以 6 Hz 的頻率作動織物摩擦起電器 1200 秒，評估其耐久性。本實驗共經歷了 7200 次的循

環週期，而得到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波形在開始至結束期間，清楚地呈現其輸出性能極為穩定。 

  此外，為了檢驗本計畫所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其是否能夠像一般的衣服一樣可清洗，故將自

來水與洗潔精滲入織物纖維中，並以手輕揉洗滌 1 分鐘，如圖 3-42 之照相圖所示。圖 3-43 為清洗次

數對織物摩擦起電器性能的影響圖，本實驗每次清洗完皆會等待陰乾，之後才會以往復式氣壓缸驅動

平台，在固定 8.5 cm 的衝程距離、4 bar 的氣體壓力與 4 Hz 的作動頻率下，進行輸出性能的量測。而

經由實驗結果，可發現清洗 10 次後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其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值皆無明顯的下降趨

勢，故顯示本計畫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具有良好的耐洗性。值得一提的是，亦可結合鈕扣帶或魔鬼

氈綁帶之設計，使織物摩擦起電器具有可拆卸性，此特點在於不僅能直接進行清洗與更換，且在實際

應用上也較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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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Figure 3-40 Amplitudes of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as a function 

of operating frequency in the range of 2~6 Hz.  

 

2 Hz 3 Hz 4 Hz 5 Hz 6 Hz 

2 Hz 3 Hz 4 Hz 5 Hz 6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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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Figure 3-41 Durability and stability test. (a) Output voltage and (b) current of a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was put under 6 Hz of continuous cycles of operating for 1200 seconds, show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a) (b) 

Figure 3-42 Washing process of the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a) washing with detergent and water, and 

(b) using hands to gently w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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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43 Effect of clean number on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3.6 織物摩擦起電器的實務應用 

  於上節中，驗證了本計畫所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具有極佳的穩定性，這也代表著可大幅拓展

其應用價值，特別是穿戴式電子裝置，故本節進一步將織物摩擦起電器整合至衣服、鞋子與長褲，藉

由人體運動獲取機械能，並對所獲得的輸出訊號進行量測。圖 3-44(a)為將織物摩擦起電器縫合於衣服

中，藉由搖晃與拍打衣服來獲取機械能，而圖 3-44(b)顯示其得到的平均輸出電壓約為 16.78 V。圖 3-

45(a)為將織物摩擦起電器黏貼於鞋底，以獲取行走過程中所產生的能量，而經由實驗結果，可得知其

輸出電壓大於 5 V，如圖 3-45(b)所示，且每個步伐皆可形成一週期訊號，故也具有作為計步感測器的

潛力。此外，亦可藉由人體腿部與手部關節的活動產生機械能。若將織物摩擦起電器搭配護膝一同整

合至褲子，即可在膝關節彎曲與伸直過程中獲取能量，如圖 3-46(a)所示，膝關節的活動能使織物摩擦

起電器於護膝與褲子之間產生形變，而圖 3-46(b)顯示對應的最大輸出電壓約為 0.09 V。圖 3-47(a)為織

物摩擦起電器與護肘搭配一同整合至袖子上，以致能從手肘關節的運動獲取能量，所得到的最大輸出

電壓約為 0.33 V，如圖 3-47(b)所示。圖 3-48(a)為織物摩擦起電器與護腕搭配一同安裝在手腕部位，藉

由手腕上下甩動，所得到的輸出電壓如圖 3-48(b)所示，可發現此部位的輸出電壓訊號形式明顯與膝關

節以及手肘關節不同，最大值約為 0.42 V。經由以上的實驗結果，即可觀察到人體各部位運動時所獲

得的輸出電壓訊號之形式皆略有不同，因此，除了穿戴式電子裝置外，對於可攜式裝置或感測器，亦

具有極佳的應用潛力。 

  另一方面，本研究亦藉由結合橋式全波整流電路，將織物摩擦起電器產生的交流電訊號轉換成直

流電訊號，以期望能點亮市售的 LED 燈泡，而經轉換後的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則如圖 3-49 所示，

分別為 29.67 V 與 2.06 μA。其中，可發現轉換後的值比轉換前小，此原因可能是連接電路與二極體時

所造成的能量消耗。此外，亦會藉由連接一電容器將所產生的電能進行儲存。然而，若直接將電容器

與 LED 燈泡以並聯的方式進行充電，所產生的能量可能會被 LED 燈泡的內電阻消耗，故為了解決此

問題，藉由在電容器與 LED 燈泡之間另外連接上按鍵開關，以防止電量的耗損，而經改良後的充電電

路示意圖如圖 3-50(a)所示，圖 3-50(b)則為連接完成後的充電電路實體照相圖。圖 3-51 為使用往復式

氣壓缸驅動平台，以 6 Hz 的頻率作動織物摩擦起電器，並連接 22 μF 電容器進行蓄電，所得到的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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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與時間之關係曲線圖。圖中顯示當電容器進行充電約 60 秒後，電壓值可超過 4 V，而總充電時間

約為 120 秒，接著將按鍵開關啟動，即可點亮 LED 燈泡，而點亮後會因電量的瞬間釋放，造成電壓有

逐漸下降的趨勢。點亮 LED 燈泡之照相圖則呈現於圖 3-52 所示。 

 

 

 
 

(a) (b) 

Figure 3-44 (a) Photograph of a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integrated in a coat harvesting energy from the 

shaking of clothes. (b) Output voltage generated by the coat. 

 

 

 
 

(a) (b) 

Figure 3-45 (a) Photograph of an assembled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that could harvest energy from 

footsteps. (b) Output voltage generated by the s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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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3-46 (a) Photograph of a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harvesting energy from knee joints bend. (b) 

Output voltage generated by the knee joints. 

 

 

 

 
 

(a) (b) 

Figure 3-47 (a) Photograph of a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harvesting energy from arm joints. (b) Output 

voltage generated by the arm j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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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3-48 (a) Photograph of a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harvesting energy from wrist joints swing. (b) 

Output voltage generated by the wrist joints. 

 

  

(a) (b) 

Figure 3-49 Measurement of (a) rectified output voltage and (b)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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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3-50 (a) Circuit for charging a capacitor and lighting a LED bulb. (b) The digital photograph of the 

prototype energy harvesting circuit. 

 

Figure 3-51 Dependence of charged voltage of the capacitor 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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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3-52 Demonstration of lighting up a commercial LED light bulb by charging the capacitor with fabric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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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計畫以低成本與簡單的製程所發展之織物摩擦起電器，是使用尼龍與聚酯纖維織物作為摩擦層

材料，並開發創新性的導電黏土應用於電極，可實現高可撓性、高導電性與高穩定性之特點。此外，

也因保有柔軟與舒適的特性，故期望能夠與智慧眼鏡、智慧手錶、智慧手環等穿戴式電子裝置進行結

合，以及藉由充電電路之設計，點亮市售的 LED 燈泡。茲將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歸納如下： 

(1) 以 4:1 之比例混合鎵銦合金液態金屬與釉粉，形成的導電黏土具有極佳的導電性（σ = 3.29 × 10-5 

Ω-cm）、塗佈性與成膜性。此外，導電黏土能夠製作成任何形狀，並已驗證其經過塑形後仍具有良

好的導電性。 

(2) 採用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固定衝程距離為 8.5 cm，並以 4 bar 的氣體壓力與 4 Hz 的作動頻率，

探討間隔物厚度對織物摩擦起電器之輸出性能的影響，其中，摩擦層為聚酯纖維與具有微小方形

圖案陣列結構的尼龍，得知當厚度為 10 mm 時，具有最大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其值分別約為

6.27 V 與 0.38 μA。 

(3) 為了尋求最佳的驅動類型，以往復式氣壓驅動平台於 4 bar 的氣體壓力與 4 Hz 的作動頻率，並固

定 4.5 cm 與 8.5 cm 的衝程距離，對織物摩擦起電器分別進行彎折與按壓兩種測試模式。在彎折的

操作下，得到的最大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分別僅有 0.72 V 與 0.06 μA，但以按壓的方式進行作動，

最大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可分別提升至 6.29 V 與 0.42 μA，即按壓的效果比彎折更加明顯。 

(4) 藉由在尼龍摩擦層上製作三種不同的表面形態，並於聚酯纖維摩擦層間添加微/奈米顆粒或製作靜

電紡絲奈米纖維，以增加接觸表面的摩擦特性，進而提高織物摩擦起電器的性能。其中，以尼龍

摩擦層具有方形圖案陣列結構，且製作 PVDF 靜電紡絲奈米纖維於聚酯纖維摩擦層上，具有最佳

的輸出性能，最大的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分別為 30.96 V 與 3.07 μA。 

(5) 以性能最佳的織物摩擦起電器，探討負載電阻對輸出電壓與輸出電流的影響， 

(6) 本實驗藉由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固定衝程距離為 8.5 cm，並以 4 bar 的氣體壓力與 4 Hz 的作

動頻率進行測試。隨著負載電阻的增加，電壓將隨之提高，而電流則與負載電阻的關係則呈現相

反的趨勢，並可進一步由功率的公式，得知當負載電阻為 10 MΩ 時，得到的最大功率為 13.97 μW。 

(7) 探討不同的作動頻率對輸出性能之影響，其中，往復式氣壓缸驅動平台的衝程距離為 8.5 cm、氣

體壓力為 4 bar，並以性能最佳的織物摩擦起電器進行測試。輸出性能會隨著作動頻率的增加而提

高，當頻率由 2 Hz 增加至 6 Hz 時，輸出電壓可從 20.38 V 提升至 40.04 V；輸出電流則從 1.95 μA

提升至 3.68 μA。  

(8) 經 7200 次的循環測試與洗滌 5 次後之實驗結果，發現輸出性能皆無明顯的下降趨勢，故可證實本

計畫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具有極為穩定的特性。 

(9) 於實務應用中，證實本計畫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可整合至衣服、鞋子與長褲，以獲取運動過程

中所產生的能量，故具有作為穿戴式電子裝置之潛力。將織物摩擦起電器縫合於衣服中，並以搖

晃與拍打的方式作動，得到的平均輸出電壓約為 16.78 V；當黏貼於鞋底時，可得到大於 5 V 之輸

出電壓。此外，亦可將織物摩擦起電器與護膝、護肘及護腕搭配，並整合至褲子、袖子與手腕，

藉由關節活動的過程獲取機械能，而得到的最大輸出電壓分別約為 0.09 V、0.33 V 與 0.42 V。最

後，藉由設計充電電路，已可實現點亮市售的 LED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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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展望 

  本計畫以開發創新性的導電黏土，並設計與製作高撓性、高導電性與高穩定性的織物摩擦起電

器為主要研究目標，已成功將其作為穿戴式裝置以及點亮市售 LED 燈泡的新型電源。針對目前研究

結果所遭遇的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 

1. 本研究僅達到此領域之基本門檻，未來將持續蒐集相關資料，以利研究的改善。 

2. 目前織物摩擦層與導電黏土電極皆為獨立的個體，故未來可將兩者直接結合形成導電布料，預期

能提升織物摩擦起電器整體的電氣輸出特性，此外，亦可朝向智慧衣或各類型監控感測元件的應用。 

3. 雖然本研究發展的織物摩擦起電器具有較高的輸出電壓，但其輸出電流極小，故在能源應用方面

將會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尋找合適的電源管理方法，將輸出電壓降低且以最小的功率損耗來提高輸

出電流值。 

4. 本研究於穿戴式裝置的實務應用，僅以簡單的方式進行呈現，未來可嘗試與感測器整合，使織物摩

擦起電器在實際的環境中能形成獨立的自供電系統。此外，雖已成功點亮市售的 LED 燈泡，但亦期

望藉由將充電電路的設計進行改良，以增長其發光的時間且可同時點亮更多顆的 LED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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