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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氧化鎢（Tungsten oxide,WO3）薄膜具有化學穩定性及數個過渡相
，適當的控制氧化鎢的化學劑量比與組織、結構等，有利於提昇薄
膜的機械性質，且有研究指出氧化鎢薄膜具抗磨耗特性，在機械工
業上具有應用潛力。本研究利用電沉積法來製備氧化鎢薄膜，首先
進行製程參數探討與特性分析，分別在氧化銦錫 (ITO) 導電玻璃以
及SKD-11工具鋼上進行鍍膜，經由控制沉積時間及熱處理條件獲得
不同膜厚與結晶型態等物理特性，以求出薄膜製程的最佳化參數。
接著再以SEM、XRD、奈米壓痕機、磨耗試驗機等儀器對薄膜進行量
測分析，進一步探討製程參數對薄膜的表面粗糙度、結晶性、硬度
、楊氏係數與抗磨耗等特性之影響。實驗結果顯示，適當控制製程
參數可以在平整之基板表面上形成均勻且完整的氧化鎢薄膜，而後
續熱處理為影響氧化鎢薄膜結晶性的主要因素，在未經退火及
400℃以下的熱處理條件，薄膜呈非晶態；在經過500℃ 以上的熱處
理條件時呈現立方晶結構。而薄膜的表面粗糙度、硬度、楊氏模數
等性質則受到結晶性的影響，非晶型態的薄膜表面粗糙度較低，而
經過熱處理之薄膜因晶粒逐漸成長而具有較大的表面粗糙度；而經
過500℃ 以上熱處理後，表面粗糙度下降，實驗結果顯示薄膜親疏
水性質與表面粗糙度大小有關。另一方面，由奈米壓痕試驗機量測
分析結果發現，在 SKD-11 工具鋼上電沉積氧化鎢薄膜的楊氏模數
與硬度值隨熱處理上升而提高。磨耗試驗的結果證實本研究之氧化
鎢薄膜具有一定程度的抗磨耗能力，其中又以經過500℃ 以上熱處
理的氧化鎢薄膜抗磨耗特性較佳。

中文關鍵詞： 電沉積、氧化鎢、薄膜、SKD-11工具鋼、奈米壓痕、磨耗、結晶性
、熱處理

英 文 摘 要 ： Tungsten oxide (WO3), a type of transition metal oxides, is
well recognized by its stable chemical property and
transition phases for many applications namely
photocatalysis, sensing, and anti-abrasion coating. The
excellent mechanical and anti-wear properties of tungsten
oxide thin film could also improve the tribology behavior
for many machinery applications. The optimized tungsten
oxide thin film was created by electrodeposition for this
study.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were carefully controlled
during the thin film manufacturing process. Firstly, the
process parameters and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coating was performed on indium tin oxide
(ITO) conductive glass and SKD-11 tool steel. Physical
properties such as different film thickness and crystal
form were obtained by controlling deposition time and heat
treatment conditions. Furthermore, the film was measur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X-ray diffraction
(XRD), nanoindentation machine, abrasion testing machine
and other instruments. The surface roughness,
crystallinity, hardness, Young's modulus and anti-wear
properties of the film were further studi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proper control of the



process parameters can form an even and complete tungsten
oxide film on the flat substrate surface. In the unannealed
and heat treatment conditions below 400°C, the subsequent
heat treatment wa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crystallinity. The film exhibited amorphous under this
treatment, while a cubic crystal structure was formed upon
heat treatment over 500°C. The surface roughness, hardness,
Young's modulus and other properties of the film are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crystallinity. The surface
roughness is low on amorphous film, and the heat-treated
film has a larger surface roughness due to the gradual
growth of the crystal grains. However, the surface
roughness decreases after heat treatment over 500 °C.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ydrophobicity of the
film is impacted by the surface roughness. Moreover, the
nanoindent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oung's modulus and
hardness of the film increases when temperature of the heat
treatment increases. The results of the abrasion test
confirmed that the film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anti-wear
ability, and the anti-wear property will be enhanced when
the heat treatment at 500 °C or higher.

英文關鍵詞： electrodeposition, tungsten oxide, thin film, SKD-11 tool
steel, Young's modulus, wear, crystallinity , heat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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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因為切削加工速度的提升以及嚴酷環境的需求，奈米薄膜批覆在切削刀具或模具

上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其主要功能效益包括：著色、提高硬度、增加抗蝕、耐磨耗性質、

延長使用壽命等，這些硬質薄膜大都以過渡金屬之氮化物及碳化物為主【1】，通常要求較低

之摩擦係數及較佳之耐磨耗性，及較優異之抗氧化、抗腐蝕能力等。然而這些材料抗氧化能

力較差是一大問題。因此具有較佳氧化穩定性之氧化物材料，如氧化鎢等材料也逐漸受到重

視【2】。 

    氧化鎢是一種過渡金屬氧化物具有化學性質穩定、無毒、高著色能力、可逆性佳等優點，

最常被應用在製造電致色變元件、汽車防眩後視鏡、建築玻璃等【3】。氧化鎢薄膜係由 Deb 

等人於 1969 年最早發現具有電致色變性質，其單位晶胞結構為類似於鈣鈦礦結構(perovskite-

like structure)【4】，鎢原子佔據晶格角落，氧原子則位於晶格的邊上，而晶格中心位置則為

空缺(vacancy site)，因而形成一個缺陷的鈣鈦礦結構，亦稱為氧化錸結構(ReO3 Structure)，如

圖 1。理想情況下，氧化鎢結晶為以每個鎢原子相連六個氧原子為頂點之 WO6 共角八面體排

列而成，每個八面體以共用頂點相互連結而形成。一般而言，共角八面體會相互連接形成單

斜結構，八面體依不同的連結排列方式可形成四邊形、五邊形及六邊形隧道，此種開放結構

可以允許陽離子迅速的進出，若陽離子進入佔據八面體內之空隙位置，則可使得氧化鎢產生

著色現象【5】。當氧化鎢產生電致色變反應時，可將變色反應式如下式表示： 

33 WOMxexMWO x 
 ....................................... (1) 

當施加驅動電壓於氧化鎢時，電子及陽離子同時進入於氧化鎢層中，其中陽離子 M+可為 H+、

Li+、Na+或 K+等，而當氧化鎢與電子和陽離子反應後生成 MxWO3，MxWO3 俗稱為鎢青銅

(Tungsten bronze)呈青銅色或深藍色，其 x 值大約在 0~0.5 之間，其大小決定於通入薄膜之電

量。 

此外，由於奈米結構氧化鎢有多個過渡相並呈現鐵電性，具有特殊的物理性質，亦有一

些研究探討其氣體感測、光觸媒等特性。雖然目前常用的觸媒材料為 TiO2，但氧化鎢在此

領域的重要性日益提昇，與 TiO2 相較，氧化鎢的優勢是當能階在 2.6~3.2 eV 之間時，容易

被太陽光譜中的藍光激發，且製成奈米結構更能提昇其光催化效果【6】。光觸媒

（photocatalysis）指的是因吸收光線而產生的一種催化反應【7】，亦稱為光催化或光誘導

反應。反應過程中藉由吸收足夠能量之光子才可以活化觸媒本身，而這能量必須等於或高

於觸媒本身之能隙（energy gap, 簡稱 Eg）【8】。半導體（如: TiO2、ZnO、Fe2O3、CdS、

ZnS、WO3 以及 SnO2）因化學組合上其金屬原子具有飽和價帶和空乏導帶，而之間具有能

階或能隙之電子結構，故可當作一種光觸媒材料【9】。光觸媒經過光的照射後導致電荷分

離，促使電子（e -）從觸媒的價電帶（valence band, 簡稱 VB）被激發而躍升至傳導帶

（conduction band, 簡稱 CB），隨後在價電帶產生電洞（h+），【10】。這些電子電洞對可

以互相結合，也可以分別與其他分子結合。換句話說，價電帶與傳導帶之間具有能階或能

隙的材料就屬半導體。 

目前有一些研究探討氧化鎢薄膜的奈米硬度等機械性質與抗磨耗特性【11-19】，但相關

報導並不多，主要方向著重於薄膜結構、結晶特性對於機械性質、附著性與磨潤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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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ological property)，例如 Greenwood 等人的研究認為 WO3能降低鍍層之摩擦係數，其研究

利用電子束蒸鍍在藍寶石基板上沉積 WO3，並進行 pin-on-disc 及 sliding 試驗，改變沉積的溫

度，控制成長的薄膜結構為非晶質(amorphous)、多晶(polycrystalline)及磊晶(epitaxial)型態。沉

積完成之薄膜利用藍寶石球與不銹鋼球分別對 WO3薄膜進行磨耗試驗，實驗結果發現，磊晶

型態之 WO3薄膜有較低之摩擦係數(~0.3)，具備較佳之磨耗特性，如圖 1-1【11】。 

   

圖 1-1 磊晶與非晶 WO3薄膜 pin-on-disk 測試表面特徵【11】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長久以來，氧化鎢薄膜的應用大都侷限於電致色變節能窗方面，重點都著重在光穿透率

等光學性質。然而，前述有關研究啟發了氧化鎢薄膜在機械工業上的應用層面，但由於成果

仍然相當有限，目前尚未有工業應用的考量，值得進一步探究。 

在製程方面，目前雖已發展出許多不同製備氧化鎢薄膜的方法，如濺鍍法（sputter 

deposition）【20】、蒸鍍法（evaporation deposition）【21】、陽極氧化法（anodic oxidation）

【22】及溶膠-凝膠法（sol-gel process）【23】等。陽極氧化法雖操作簡單且成本低，但其組

成成份比較不易控制，因此較少採用。蒸鍍法所沉積的薄膜，其階梯覆蓋（stepcoverage）的

能力非常差，再加上坩堝材質的原子或分子也有一定的蒸發能力，使得沉積薄膜的純度不易

控制。濺鍍法雖然可獲得緻密的薄膜，但設備成本高，也是電致色變薄膜無法普及的原因之

一。溶膠-凝膠法為目前最有量產潛力的製備方式，目前之溶膠凝膠法均採浸鍍及旋鍍技術來

成膜，不易進行大面積之鍍膜，也無法應用於連續製程。電沉積法在製備上較為簡單【24】，

並具有低成本的優勢，製備環境需求也低，不需抽真空且在常溫常壓下即可完成，製備速度

也很快速、並且容易控制材料成份及材料厚度、可量化製造、也可在非平面的玻璃或其他基

材上進行鍍膜。基於前述討論，本研究之動機如下︰ 

(1) 電沈積法製備氧化鎢薄膜具有成本低、技術簡單、成膜時間短等優點。 

(2) 氧化鎢薄膜在高溫時具有較佳的氧化穩定性。 

(3) 適當的控制氧化鎢薄膜的化學劑量比與組織、結構可以改變其機械性質與抗磨耗性。 

(4) 氧化鎢薄膜在機械工業上具有應用潛力，但其機械性質與磨潤、抗磨耗特性尚未被充

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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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室累積多年研究電致色變氧化鎢薄膜的經驗，之前曾研究利用濺鍍法【25】、旋

鍍法【26】、網印法【27】與電沉積法【28-31】來製備氧化鎢薄膜，獲得不同的品質與效果，

研究重點著重於電致色變應用特性分析。此次沿用之前的電沉積法，此製程相較於其他製程

方法，具有設備簡單、成本低、成長薄膜之時間短等優勢，以目前的試片規格，不含溶液調

配，成長薄膜的時間只需30秒至數分鐘，較其他鍍膜方式降低許多時間。研究主軸在改變不

同之製程參數與配方，分別於ITO玻璃以及SKD-11工具鋼上製作氧化鎢薄膜，最後再探討氧

化鎢薄膜在刀具鍍層方面之應用性。綜合言之，本研究欲完成之主要目的如下： 

(1) 使用電沈積法在ITO玻璃以及SKD-11工具鋼上製作氧化鎢薄膜，並進行表面形貌、附

著性等特性分析，以求出薄膜製程的最佳化參數。 

(2) 將電沉積法所製備之氧化鎢薄膜，經由控制製程參數獲得不同膜厚、表面粗糙度以及

薄膜結晶性等物理特性，並分析這些特性對薄膜機械性質之影響。 

(3) 將電沉積法在SKD-11工具鋼材上所製備之氧化鎢薄膜，進行磨耗分析探討其耐磨耗特

性。 

 

貳、文獻探討 

2.1 氧化鎢製備方法相關研究 

目前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多有關氧化鎢電致色變之研究報導與成果，分析許多相關文獻的

研究發現，多半是針對新材料的開發，製備薄膜技術的改良及電致色變材料性質的研究，包

括對薄膜反應機制與結構的探討，或是針對固態電解質方面的改善，進而觀察電致色變元件

性質的變化，大部分的研究都屬於此類。 

 (a).濺鍍法（sputter deposition） 

濺鍍法【32】製備氧化鎢薄膜具有成膜速度快，高純度，高密度以及良好的電致色變性

質等優點，可經由控制不同氣氛(Ar/O2 比)或基板溫度和濺鍍功率等得到高性能氧化鎢薄膜，

但製備過程需高真空環境，設備成本高，也是電致色變薄膜無法普及的原因之一。 

 (b).蒸鍍法（evaporation deposition） 

蒸鍍法【33】是使用熱蒸鍍機，將高純度氧化鎢粉末(99.99%, Merck) 放在加熱鉬舟上置

於高真空環境下，將氧化鎢變為蒸氣狀態，鉬舟與基板距離為 45 cm，金屬蒸氣在基板上冷

凝，然後沉積在氧化鎢基板上，即得氧化鎢薄膜。蒸鍍法對於合金或化合物沉積成份組成控

制並不理想，再加上坩堝材質的原子或分子也有一定的蒸發能力，使得沉積氧化鎢薄膜的純

度不易控制。 

 (c).溶膠-凝膠法 （sol-gel process） 

藉由金屬醇類或金屬鹽類溶於具有極性的有機溶劑或水，進行水解-縮合反應後產生成溶

膠，經過熟化再生成凝膠，藉由旋塗法或浸鍍法，製作出氧化鎢薄膜。影響電致色變薄膜品

質的主要因素在於其微結構，電致色變薄膜的微結構會影響其耐久性（使用壽命）、著色效率

以及離子儲存的時間，微結構中的微孔大小可以控制離子進出薄膜的速度，微孔必須大得足

以讓離子通過，並具有一定的傳導速率，但又不行太小導致反應速率過慢，而溶膠凝膠法是

可以控制藉由結構導向劑如添加螯合劑或製作模版，這些結構導向劑能控制氧化鎢薄膜微結

構，也可以透過對於薄膜摻雜金屬、控制溶液 pH 值、熟化時間與退火熱處理溫度等製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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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控制薄膜厚度及微觀結構。 

在不同的前驅物選擇方面，過去研究中常使用的前驅物有：鎢酸（H2WO4）【34】、鎢

酸鈉（Na2WO4）【35】、氯化鎢（WCl6）【36】、鎢粉與過氧化氫反應【37】以及鎢粉與過

氧化氫與冰醋酸混合液反應【38】，將其溶在醇類做為前驅溶液（precursor）。Krings 等人以

WOCl4 製備出具有 40％穿透率差之氧化鎢薄膜【39】，在波長 633 nm 條件下著色效率為 100 

cm2C-1，但使用含氯的前驅溶液，與醇類反應會生成氯化氫，因氯離子存在而造成薄膜品質不

穩定。 

Deepa 等人以 APTA 為前驅物，以草酸為有機配位基，觀察薄膜電致色變特性【40】，其

電致色變成品原型如圖 4 所示。未添加草酸之氧化鎢薄膜為非晶型結構，著色態時以 W6+ -

W5+為主，可見光與紅外光平均穿透率差分別為為 63.2％、42.0％，反射率差為 3.0％、14.0％，

著色效率 70.2 cm2C-1、85.0 cm2C-1；添加草酸之氧化鎢薄膜為結晶型結構，著色態時存在 W6+ 

-W5+與 W5+ -W4+，可見光與紅外光平均穿透率差分別為為 57.5％、43.4％，反射率差為 8.2％、

22.4％，著色效率 51.0 cm2C-1、85.0 cm2C-1。 

(d).電沉積法製作氧化鎢薄膜 

傳統電沉積的原理是將電流通入可導電之電解液中，陽極金屬會因氧化作用溶解成為金

屬離子而進入溶液，離子會藉由擴散(diffusion)、對流(convection)和遷移(migration)等方式傳

送到陰極附近。在陰極處，金屬離子因得到電子而與其他粒子相遇，並形成晶核(nucleus)，且

隨電鍍時間增加，晶體會逐漸長大形成鍍層或結構。 

 電鍍係一種電化學反應，在含金屬離子的電解液中，放置陰陽兩極，在通電後，陽極會

產生氧化反應放出電子；陰極則是得到電子產生還原反應。以銅電鍍為例其反應試如下： 

  Anode                 Cu → Cu2+ + 2e-    ....................................... (2) 

   4OH- → 2H2O + O2 +4e- 

  Cathode                Cu2+ + 2e- → Cu   ....................................... (3) 

H+ + e- → 1/2H2 

Meulenkamp等人於1997年提出了氧化鎢薄膜鍍液調配與電沉積的理論【41】，其中電鍍

液是利用鎢粉與過氧化氫水溶液調配而成。Meulenkamp認為在電鍍液中最主要進行電化學反

應的離子為過鎢酸根(W2O11
2-)，其中鎢是位於一個氧化態，而氧則是提供一個過氧化氫配位。

其鍍液調配反應式如下: 

2W + 10H2O2 → W2O11
2- + 2H+ + 9H2O   ...................................... (4) 

而在鍍液中，此過鎢酸根並非安定存在，而會緩慢與過氧化氫反應並堆積如下兩式 

  W2O11
2- + 2H+ → 2WO3↓ + 2O2↑ + 3H2O ....................................... (5) 

  6W2O11
2-+6H+ → W12O39

6- + 12O2 + 3H2O .................................... (6) 

此外，Meulenkamp發現在鍍液中加入乙醇或者異丙醇可以有效的抑制這種自發沉降反應，至

於電化學沉積之化學反應方程式如下: 

W2O11
2- + (2 + x)H+ + xe- → 2WO3 + ((8-x)/4)O2 + ((2-x)/2)H2O ... (7) 

 

電鍍液的調配方式大同小異，皆是由原本溶膠凝膠法之膠體添加安定劑使電鍍液不易沉

降，調配方法之一是將純鎢粉(W)放入雙氧水中(H2O2)，使鎢粉漸漸溶解並生成過鎢酸根

(W2O11
2-)，然後再用各種方式去除過多的雙氧水。如Leftheriotis等人之團隊【42】是利用6.5 g 

之鎢粉加入40 ml 雙氧水(30 %)中，並且於低溫(2 ℃)中久置12天使鎢粉完全溶解並同時使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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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水完全分解，文中提到此種方式雖然非常耗時，但卻可以提供較其他方式更純淨無雜質的

氧化鎢電鍍液，這是由於其他去除雙氧水的方式都會造成過鎢酸根自行與氫離子反應生成氧

化鎢顆粒懸浮於鍍液中。另外，本研究同時探討鍍液靜置時間之影響，並與E-gun 鍍膜之成

果比較，結果顯示以電沉積法製作之氧化鎢薄膜之著色效率較高，具有較優異之電致色變效

果。Deepa以及Srivastava等人【43,44】同樣是用鎢粉6.5 g加入30 %的雙氧水40 ml中，最後在

55 ℃中迴流6個小時以去除過多的雙氧水。此方法既可以有效的去除殘餘的雙氧水，又能保持

鍍液在良好的品質狀態。缺點是鍍液中還是會有非常些微的懸浮氧化鎢顆粒產生，於迴流後

過濾即可去除這些雜質。 

另外也有使用稀釋法的文獻，如Habazaki等人【45】是將2 g鎢粉加入10 ml、30 %雙氧水

中，溶解後將此原液加入100 ml 去離子水與30 ml 異丙醇，此稀釋法可使過鎢酸根與殘餘的

雙氧水在鍍液中濃度極低，使此兩者不易發生反應，達到穩定鍍液的效果，而缺點也是因為

鍍液濃度過低所以需要很長的電沉積時間。Deepa等人的研究【46】另改變不同的退火溫度來

探討電沉積法成長之氧化鎢薄膜的結晶型態，及其對電致色變性質之影響，溫度範圍由室溫

變化至500℃。研究結果顯示，隨著退火溫度增加，薄膜由非晶質型態轉變為結晶態。 

綜合上述研究，電沉積法相較於其他真空鍍膜製備方式或溶膠凝膠方式，具有較佳之電

致色變效果，更有大面積生產與連續製程的優勢，但其反應機制與鍍膜參數尚未系統化建立，

而薄膜結晶型態的變化則是另一個影響因素，值得進一步研究。 

 

 2.2 氧化鎢薄膜機械性質與抗磨耗相關研究 

一般而言，應用在抗磨耗的薄膜材料主要是氮化物或碳化物為主，然而，這些材料抗氧

化能力較差是一大問題。因此氧化物材料由於具有較佳之氧化穩定性(oxidation stability)，逐

漸受到重視【2】。有關氧化鎢薄膜在抗磨耗方面的研究並不多，但仍有一些研究證實其具備

抗磨耗之能力。Greenwood等人認為WO3能降低鍍層之摩擦係數，其研究利用電子束蒸鍍在藍

寶石基板上沉積WO3，並進行pin-on-disc及sliding試驗，實驗結果發現，磊晶型態之WO3薄膜

有較低之摩擦係數(~0.3)，具備較佳之磨耗特性，如圖2-1【11】。Polcar等人的研究利用DC反

應式磁控濺鍍製備氧含量分別為13及17%之氧化鎢薄膜，其薄膜的硬度值隨著氧含量增加而

下降，由25 GPa降低至7.7 GPa。利用pin-on-disc在室溫測試薄膜之磨潤性質，結果顯示W87O13

鍍層具有較高之磨耗率，其摩擦係數高達0.7~0.75，而W25O75則稍微降低至~0.50【12】。

Lugscheider等人以濺鍍法製備含氧量較低之氧化鎢薄膜，基板選用粉末冶金高速鋼及含鈷碳

化鎢，亦利用pin-on-disc的方法在室溫測試薄膜之抗磨耗性質，實驗結果顯示薄膜之摩擦係數

約為~0.2，顯示其抗磨耗性佳，如圖2-2【13】。Enriquez-Carrejo等人使用DC磁控濺鍍法來製

作氧化鎢薄膜，初鍍狀態為非晶結構，進行500℃退火後則轉變為結晶態，薄膜之硬度與彈性

模數均隨之提升，如圖2-3【16】。然而，Mamun等人的研究利用Atomic layer deposition(ALD)

的方式在Si基板上製作氧化鎢薄膜，並分別進行500℃、600℃與700℃退火，結果卻發現經過

退火後的薄膜呈現軟化的現象，硬度與彈性模數均低於初鍍狀態的非晶薄膜，如圖2-4所示

【18】，與其他研究論文的結果不盡相同，顯然還有一些問題待釐清。 

Dimitrova等人利用CVD來製作氧化鎢薄膜，探討其結構、應力與光學性質【19】。其研

究認為薄膜所承受的總應力在室溫下包含兩個部分︰薄膜本質應力(intrinsic stress)與熱應力

(thermal stress)，本質應力是在製程中存在於薄膜內部的應力，而熱應力則是因薄膜與基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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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膨脹係數不同所造成的。本質應力與生產方式有關，而熱應力的大小可以利用下列公式表

達︰ 

𝜎𝑡ℎ = (
𝐸𝑓

1−𝜈𝑓
)Δ𝛼Δ𝑇 ……………………….. (8) 

其中Δα表示線性熱膨脹係數，ΔT是鍍膜溫度與量測溫度之差值，E為楊氏模數，ν則是蒲

松氏比。在CVD製程中，鍍膜溫度會決定薄膜的結晶程度，薄膜平均應力主要和其結晶性與

反應氣體比例有關。而在所有條件下薄膜均會產生應變，但應力值很小。 

        
圖2-1 氧化鎢薄膜分別在藍寶石球與不銹鋼球分別對WO3薄膜進行磨耗試驗：

(a)非晶質；(b)多晶；(c)磊晶型態【11】 

 

圖2-2 濺鍍法製備氧化鎢薄膜之磨耗試驗結果【13】 

 

圖 2-3 未退火與經 500℃退火之薄膜硬度與彈性模數比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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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初鍍與經不同溫度退火之薄膜硬度與彈性模數比較【18】 

近年來有關氧化鎢薄膜在機械性質與磨耗特性測試的研究整理如表2-1所示，經由這些

研究成果來看，氧化鎢薄膜具有不錯的抗磨耗能力，其中薄膜之結晶型態與化學組成計量比

是主要影響因素，但製備方法以蒸鍍、濺鍍(PVD)與化學氣相沉積(CVD)為主，設備成本高、

製程複雜，因此利用電沉積法來製作WO3薄膜應該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 

 

表 2-1 近年來有關氧化鎢薄膜在機械性質與磨耗特性測試的研究整理 

研究團隊 製程方法 實驗參數 測試性質 重要發現 

Greenwood 等
(1999) 

電子束蒸

鍍 

改變鍍膜溫

度以獲得不

同結晶狀態

的薄膜 

pin-on-disc 及

sliding 試驗 

磊晶型態之 WO3薄膜

有較低之摩擦係數

(~0.3)，具備較佳之磨

耗特性。 

Lugscheider 等

(2000) 

以濺鍍法

製備含氧

量較低之

氧化鎢薄

膜 

控制不同氧

氣含量 

pin-on-disc 的方

法在室溫測試薄

膜之抗磨耗性質 

pin-on-disc 的方法在室

溫測試薄膜之抗磨耗性

質，實驗結果顯示薄膜

之摩擦係數約為

~0.2，顯示其抗磨耗

性佳。 

Dimitrova 等
(2005) 

化學氣相

沈積

（CVD） 

改變不同鍍

膜溫度與氧

氣流率 

XRD 相及晶粒

尺寸鑑定、奈米

壓痕及刮痕測

試、磨耗試驗 

鍍膜溫度會決定薄膜的

結晶程度，應力值與結

晶性有關。而在所有條

件下薄膜均會產生應

變，但應力值很小。 

Polcar 等 

(2007) 

DC 反應式

磁控濺鍍 

氧含量分別

為 13%及

17%之氧化

鎢薄膜 

pin-on-disc 在室

溫測試薄膜之磨

潤性質 

薄膜的硬度值隨著氧含

量增加而下降。 

Hasan 等（2012） RF 反應性

磁控濺鍍 

改變不同鍍

膜溫度 

薄膜機械應力與

密度 

鍍膜溫度提高使薄膜結

晶化，改善其機械性質

與抗磨耗性。 

Mamun 等

（2015）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分別進行

500℃、600

表面形貌

(AFM)、奈米硬

經過退火後的薄膜呈現

軟化的現象，硬度與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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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 ℃與 700℃

退火 

度、楊氏係數 性模數均低於初鍍狀態

的非晶薄膜。 

Enriquez-Carrejo

等(2016) 

DC 磁控濺

鍍法 

進行 500℃

退火 

表面形貌、奈米

硬度、楊氏係數 

結晶態薄膜之硬度與彈

性模數均隨之提升。 

本研究（2018） 電沈積法 鍍液配方調

整與電沈積

電壓與電流

控制、改變

退火溫度 

表面形貌

(AFM)、奈米硬

度、楊氏係數、

殘留應力

(XRD)、磨耗性

質、切削應用 

1. 薄膜機械性質與殘

留應力 

2. 結晶性與抗磨耗性 

3. 切削加工應用 

 

参、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分別於ITO導電玻璃及SKD-11工具鋼上沉積薄膜，並經過不同參數的熱處理後，

進行各項特性的量測與分析，如圖3-1所示，並分別說明如下。 

 

圖3-1 本研究架構圖 

 

3.1 電沉積法成長氧化鎢薄膜之作法 

本研究使用金屬醇氧化合物（metal alkoxide, M-OR）製備氧化鎢溶膠凝膠溶液，為了獲得

良好穩定前驅物，本實驗使用鎢粉過氧化聚鎢酸法，合成乙醯過氧鎢酸溶液。 

(1) 鍍液調配 

鍍液製備方法為將30ml、30%的過氧化氫溶液，取4.2克鎢粉與之混合，放置5℃的冰浴

中以避免劇烈反應，其反應過程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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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 + 10H2O2 → W2O11
2- + 2H+ + 9H2O 

 

待反應較平緩後取出，置於室溫中繼續攪拌使鎢粉與過氧化氫反應完全，24小時後使用12

μm濾紙濾除鍍液中雜質，加入30毫升的醋酸並加熱至55℃攪拌，在試管口使用蛇形冷凝管通

以15℃冰水進行迴流法，將冷卻的蒸氣迴流至鍍液中，以去除過氧化氫並使過氧鎢酸乙醯化。

待12小時反應完成後加入60毫升的乙醇均勻混合，即得到本實驗電沉積法所需之鍍液，如圖

3-2所示。 

 

 

圖 3-2 本研究所需電沉積鍍液製程示意圖 

 

(2) 基板前處理 

在製作氧化鎢薄膜前，先清洗基板，清洗流程依序為丙酮(acetone)、異丙醇(isopropanol)，

分別在超音波震盪器清洗試片10分鐘，去除試片表面油脂以及有機物，最後再使用去離子水

(deionized water)清洗試片，以去除試片表面殘留的丙酮及異丙醇，最後使用氮氣槍吹乾試片

表面。 

(3) 電沉積法製備氧化鎢電致色變層 

本實驗使用二極式電沉積法製作電致色變層，將調配好的鍍液倒入沉積槽中，被鍍基板置

於負極，白金片置於正極，使用電源供應器當作能量來源，改變不同大小之定電流及定電壓

模式進行電沉積。圖3-3是本研究初步以簡易槽體，施加4V電壓沉積之結果，可看出氧化鎢薄

膜相當緻密且平整。為提昇實驗之穩定性，本研究自行組裝電沉積實驗裝置如圖12所示，將

試片放入過濾篩選過後之懸浮鍍液中，通以一穩定電源，使鍍液中離子吸附於陰極，將氧化

鎢薄膜沉積於試片上。實驗裝置設計之特性簡述如下： 

(a)使用定電流電源供應器進行電沈積。 

(b)電源 DC12V 供應致冷晶片（Peltier chip）以及散熱風扇。致冷晶片的控制是由溫度控制

器的熱電偶監控鍍液溫度以及比較設定溫度值來驅動固態電驛（Solid-state relays, 

SSR），SSR 利用波寬調變控制致冷晶片的有效電壓來達到恆溫的效果。 

(c)不銹鋼冷卻槽外面披覆 1.5cm 的保溫材料來保溫以維持溫度穩定。 

(d)玻璃槽與不銹鋼槽之間是利用水做熱傳媒介，使用玻璃槽是為了避免化學變化影響鍍液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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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本研究以簡易槽體沉積氧化鎢薄膜之結果 

 3.2 電沈積法製作氧化鎢薄膜之特性分析 

第一階段的研究重點在於製程參數探討與特性分析，使用電沈積法在 ITO 玻璃以及 SKD-

11 工具鋼上製作氧化鎢薄膜，並進行特性分析以求出薄膜製程的最佳化參數。在製程中可透

過變化靜置時間及溫度來控制鍍液的濃度，藉由改變不同的電功率大小及溫度等條件，則可

以變化鍍膜的密度、厚度及表面粗糙度，尋找最適當條件以獲得最佳化之鍍膜品質。以目前

的試片規格而言，成長薄膜的時間只需 30 秒至數分鐘。研究參數詳述如下：分別改變沈積電

流、沈積時間在 ITO 玻璃與 SKD-11 工具鋼基板上進行鍍膜，各條件至少 3 個樣本，SKD-11

工具鋼的成分如表 3.1。 

表 3.1 SKD-11 成分 

 C Si Mn P S Cr Mo V 

wt% 1.4~1.6 ≤0.40 ≤0.60 ≤0.030 ≤0.030 11.0-13.0 0.80-1.20 0.20-0.50 

 

3.2.1 薄膜表面及微結構之分析 

(1)場發射電子顯微鏡(FESEM) 

本實驗預計使用本系 JEOL JSM-7610F 高解析度場發射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圖 3-4)，觀

察氧化鎢薄膜表面形貌、表面缺陷與晶粒尺寸，並可量測膜厚等。 

(2)共軛焦顯微鏡 

薄膜表面形貌分析使用本系自有之共軛焦顯微鏡(圖 3-5)，藉由分析薄膜表面型態與粗糙

度(RMS)，可與 SEM 對照比較薄膜表面型態。使用 Olympus OLS4100 雷射共軛焦顯微鏡

對電沉積氧化鎢試片進行表面形貌及粗糙度量測。 

2.XRD 結晶結構分析 

X-Ray 繞射分析預計使用本實驗室自有之 Bruker D8 Discover 多功能高解析 X 光繞射

儀(圖 3-6)，分析氧化鎢薄膜結晶性與晶體結構，以銅靶(λ= 1.5406Å)為 X 光光源。 

   

圖 3-4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圖 3-5 雷射共軛焦顯微鏡          圖 3-6 X 光繞射儀 

Glass 

ITO 

W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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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出最佳參數：前述鍍膜實驗中所獲得薄膜之表觀與附著性最佳者，ITO 玻璃與 SKD-11 

工具鋼基板各選出 2~3 件再進行鍍率研究，分別改變沈積時間 30、60、90、120、150 sec，

並經由多項式回歸提出各最佳參數的鍍率經驗公式，再經過表觀與鍍率的篩選決定出 ITO

玻璃與 SKD-11 工具鋼基板各 1 件的最佳製程參數。 

4. 結晶狀態分析：利用電沉積法所製成之薄膜主要是非晶質狀態，為瞭解薄膜結晶狀態對其

特性之影響，將上述最佳表觀參數分別進行退火處理，再以 XRD 探討溫度對於結晶狀態

的影響，此時亦可再使用 FESEM 做表觀分析，剔除薄膜破裂或脫落的不良樣本。X-Ray 繞

射分析預計使用本實驗室自有之 Bruker D8 Discover 多功能高解析 X 光繞射儀，分析氧化

鎢薄膜結晶性與晶體結構，以銅靶(λ= 1.5406Å)為 X 光光源。。 

3.3 氧化鎢薄膜應用於抗磨耗工具表面改質之研究 

氧化鎢除了是優異的電致色變材料外，同時也具備優異之抗磨耗特性，可以應用在機械

工業之切削刀具、模具等之表面鍍層。本研究第二階段的研究重點主要是將第一階段電沉積

法在SKD-11 工具鋼材上所製備之氧化鎢薄膜，進行磨耗分析，探討其耐磨耗特性。 

基於第一階段的實驗結果，以最佳參數在SKD-11工具鋼材磨耗試片上鍍不同厚度的薄膜，

並變化溫度進行退火處理，改變薄膜之結晶狀態。藉由奈米硬度試驗與磨耗實驗測試鍍層之

硬度與抗磨耗性能（磨潤測試機的測試圓盤參考CNS近似的磨潤測試標準），測試方法是參考

ASTM G 99的pin-on-disk tribometer）。 

 

3.3.1 奈米壓痕實驗 

    薄膜的硬度值會影響其耐磨耗性，而其硬度值大小可能與其結晶特性與緻密性有關。本

研究使用本系德國 ASMEC 型號: UNAT 奈米壓痕試驗機量測薄膜之硬度與彈性模數，如圖

3-7 所示。分別對於氧化鎢薄膜進行多次奈米壓痕測試。奈米壓痕測試利用奈米鑽石壓痕器，

將極微小之荷重作用在待測薄膜表面，使其發生變形。利用位移感測器可測得壓痕器之壓入

深度，進而得知下壓面積；而藉由測試所得之荷重-深度曲線，可進一步計算得到材料之硬度

及彈性係數等資料。由壓痕過程所得的負載-深度曲線，即可計算出試片的彈性係數和硬度。

圖 3-8 為標準的壓痕試驗的負載-深度曲線【47】，在探針的加載過程，探針的壓入深度隨著

負載力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在卸載過程，因彈性變形逐漸恢復，探針的深度也隨之變小。 

 

     

     圖 3-7 本系之奈米壓痕設備     圖 3-8 標準的壓痕試驗的負載-深度曲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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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界面分析 

    高溫燒結過程也可能會在界面產生元素擴散現象或形成化合物反應，本實驗使用電子微

探測分析儀(EPMA)進行材料成分之定性、定量分析以及線掃描分析，實驗儀器為國立台灣大

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提供之 JEOL-JXA 8200 型電子微探測分析儀，將刀具與鍍層接合面

進行掃描分析，藉此瞭解是否產生化合物或元素擴散情形。 

 

3.3.3 磨耗實驗 

本實驗利用銷(球)對盤試驗法(Pin-on-disk) 磨耗試驗機進行磨耗試驗來評估薄膜的磨耗

性能(參考 ASTM G 99 試驗標準)，先將軸承鋼（AISIE-52100/SUJ2）製成的試片以電沈積法

配合不同鍍膜參數鍍上 WO3 薄膜。然後利用電刻筆刻字編號，並以精密電子天平(0.1mg, 

GR200, A&D)針對各試片秤重。然後將試片固定在磨耗試驗機的試片台上並放入鋼珠(5mm)

之後進行乾式磨耗測試。磨耗機的設計與磨耗測試方式參照 ASTM G 99 的 pin-on-disk 法。各

鍍膜試片在固定荷重、轉速與室溫之下進行 30 分鐘的乾式磨耗測試，另外改變速度及負載等

條件，探討實驗參數對摩擦係數與磨耗率的影響。測試完成將各試片泡在丙酮之中並藉由超

音波清洗，接著將試片以氮氣吹乾之後使用金相顯微鏡或電子顯微鏡觀察磨疤以及微觀組織

的變化。磨耗測試的步驟如圖 3-9 所示，磨耗設備實體圖則如圖 3-10 所示。 

Weighing Wear tests(ASTM G99) Ultrasonic cleaning

N

F

Wear scar observed

 

圖 3-9 磨耗測試的步驟示意圖 

 

圖 3-10 磨耗設備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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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4.1 ITO基板沉積氧化鎢薄膜之特性分析 

4.1.1 表面形貌及膜厚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ITO導電玻璃為基板，採固定電流為0.03A進行沉積，沉積時間分別為60／

90／120／150秒，將沉積完成的試片放入真空爐，ITO試片以20℃/每分鐘的升溫速率，分別

加熱至250℃、350℃及500℃持溫30分鐘，並於爐中冷卻至室溫。以場發射掃描式SEM放大至

10萬倍對不同條件沉積之試片表面進行觀察，並分別量測數個表面晶粒大小進行平均後得到

各參數之晶粒尺寸，如圖4-1所示。 

從圖中可看出，初鍍之薄膜表面呈現不規則之結構，並無明顯規則的形狀，與文獻中記

錄初鍍之氧化鎢膜為非晶型態相符合，隨著熱處理上升開始出現較明顯之晶粒結構；於250℃

熱處理條件時開始出現少量且微小的晶粒結構，經過量測分析後，晶粒尺寸約為13 nm，在經

過350℃熱處理後雖還有部分不規則之結構，但以能看出大部分為分界較明顯的晶粒結構；而

在500℃之熱處理條件下，呈現較明顯之晶粒結構，晶粒尺寸成長至32 nm ，如圖4-1(b)所示，

顯示電沉積氧化鎢薄膜之晶粒大小隨著熱處理溫度上升逐漸成長； 

 

    
(a)不同時間初鍍          (b)不同溫度熱處理 

 

圖4-1 不同條件之氧化鎢薄膜表面 

以上述之製程條件，於ITO導電玻璃上沉積氧化鎢薄膜，分別沉積60／90／120／150秒，

並使用鑽石筆進行破片後，以場發射掃描式SEM觀察試片之橫截面，分析不同製程參數與沉

積薄膜厚度的關係。由圖4-2與圖4-3所示，沉積時間60秒時薄膜厚度為272 nm，而隨著沉積時

間延長至150秒時，薄膜厚度也成長至349 nm，可看出膜厚與沉積時間呈現正相關趨勢。 

 

 圖4-2 SEM試片斷面圖        圖4-3 膜厚與沉積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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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不同溫度熱處理之結晶分析 

本研究以XRD對經過不同溫度熱處理之氧化鎢薄膜進行結晶分析，如圖4-4，於ITO基板

上沉積之氧化鎢薄膜在未經熱處理及250℃熱處理的條件下，主要為非晶（amorphous）的型

態，所以在氧化鎢特徵峰角度的圖形呈現丘狀，並無明顯的氧化鎢特徵峰；而在經過更高溫

之熱處理條件後，從350℃開始出現較明顯之峰值，並在500℃的熱處理條件下出現非常明顯

的氧化鎢特徵峰，將XRD結晶分析圖與圖譜資料庫（PDF46-1096）進行比對，確認該特徵

峰為 為23.637∘的氧化鎢特徵峰訊號，且匹配的結果為（200）之立方晶結構。 

 

圖4-4 電沉積氧化鎢於ITO基板之結晶分析圖 

 

4.1.3 氧化鎢薄膜之親疏水性分析 

本研究分別對不同沉積時間（60秒、90秒、120秒、150秒）以及不同熱處理條件（未經熱

處理、250℃、350℃、500℃）之ITO導電玻璃試片進行接觸角量測，並測量各條件試片之表

面粗糙度，以分析各條件之電沉積氧化鎢薄膜表面粗糙度與接觸角之關係。接觸角量測儀是

量測液體與物件表面的附著程度，進而判斷物件對此液體的親疏程度；本實驗採用液滴法，

以影像擷取的方式，經由軟體判斷液滴、空氣與物件表面之界面切線，並量得切線角度，即

為接觸角。接觸角之定義為液滴接觸點切面與表面之夾角。親疏水性的一般定義為當接觸角

小於 90 度為親水性的表面，而大於90度為疏水性的表面，也就是接觸角愈小濕潤性愈好，

疏水性愈低。實驗結果如圖4-5所示，初鍍試片的接觸角約為50∘，呈現親水特性；但在經過

熱處理後接觸角明顯變大，在250℃及350℃的熱處理條件下接觸角約為90∘，開始呈現疏水

的特性；然而，經過500℃熱處理後，接觸角反而變小，約為75∘。根據研究指出，薄膜表面

之表面粗糙度為影響接觸角的重要因素，因此後續將以雷射共軛焦掃描式顯微鏡進行了薄膜

表面粗糙度的量測，以驗證前述實驗之接觸角量測。 

   

圖4-5 各條件之接觸角比較圖，小圖為沉積60秒後經不同條件熱處理之接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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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KD-11工具鋼沉積氧化鎢薄膜之特性分析 

4.2.1 表面形貌與成份分析 

    本研究另外針對SKD-11工具鋼沉積氧化鎢薄膜進行特性分析，首先以SKD-11為基板採

用電流密度為2 mA/cm2進行電沉積，換算下來就是固定電流為10 mA，沉積時間分別為3.5／

7／10.5／12分鐘，沉積後在大氣下對薄膜進行快速熱處理，熱處理時先將爐管加熱至700℃，

再將試片放置熱源中，持溫5分鐘後移開熱源。 

    圖4-6為不同沉積時間的XRD分析圖，WO3的特徵峰在2θ為23.637∘處，沉積3.5分鐘以

及7分鐘的試片並沒有明顯的WO3訊號，從沉積10.5分鐘的試片開始可以看到微弱的WO3訊號，

而沉積12分鐘時則會有很強的WO3的訊號，但是10 mA沉積12分鐘其表面會有龜裂現象，因此

降低沉積電流至5 mA試著改善其龜裂現象，但是XRD分析並沒有明顯WO3訊號。 

    為探討不同溫度變化對氧化鎢薄膜的影響，以沉積時間為電流為10 mA/12分鐘的參數做

為對照，在真空中使用5℃/min.的升溫速率升至350/400/500℃持溫30分鐘，並在爐內冷卻至室

溫，比較兩種熱處理方式，圖4-7為真空下熱處理的XRD分析圖，從350℃開始就會有WO3訊

號，隨著加熱溫度提高，會導致薄膜與基材反應產生FeWO4，使薄膜同時存在WO3以及FeWO4。

為了避免與底材產生反應，選用400℃為熱處理參數將熱處理時間延長至1小時，但由於加熱

時間較久，還是形成了FeWO4，與在大氣下400℃持溫1小時進行熱處理相比，大氣下熱處理

擁有較好的WO3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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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700℃快速熱處理之XRD分析      圖4-7不同溫度真空熱處理半小時之XRD分析 

4.2.2 表面粗糙度量測 

本研究使用雷射共軛焦掃描式顯微鏡對SKD-11試片進行薄膜表面粗糙度量測，圖4-8為

其中一個示例，表示試片沉積210秒經200℃熱處理表面粗糙度量測圖，圖中分別有共軛焦影

像、雷射反射訊號圖及經過處理的表面形貌圖；共軛焦顯微技術主要是利用針孔光圈將非聚

焦面的光排除在外，而形成了共軛焦影像。量測結果如表4-1所示，初鍍氧化鎢薄膜的表面粗

糙度較小，而在經過熱處理後表面粗糙度明顯上升，但當熱處理溫度提升到500℃後表面粗糙

度反而稍微下降，實驗結果趨勢與前述接觸角量測實驗的趨勢相符合。 

 

表4-1 各條件之薄膜表面粗糙度比較表：單位(μm) 

 初鍍 200℃ 400℃ 500℃ 

210s-Ra 1.244 2.745 2.712 2.273 

270s-Ra 1.339 2.663 2.622 2.058 

330s-Ra 1.361 2.770 2.675 2.123 

390s-Ra 1.367 2.785 2.822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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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沉積210秒經200℃熱處理試片表面粗糙度量測圖 

 

4.2.3 薄膜硬度與楊氏係數分析 

   以SKD-11為基板，固定電流10mA，沉積時間3.5／7／10.5／12分鐘進行電沉積，沉積完後

以快速熱退火的方式進行熱處理，試片完成後利用奈米壓痕試驗機對不同試片做薄膜的硬度

分析(圖4-9)，每個試片打16個點，將結果進行標準化常態分佈後取其平均，結果如圖4-10所

示，隨著沉積時間增加，薄膜變得更加完整，XRD的訊號也越強，但是其硬度卻下降。另外

如果做適當的熱處理，改善其表面情況，其硬度也會有所提升結果如圖4-11所示，顯示在薄膜

在大氣中經過400℃持溫一小時的熱處理可以得到最高的硬度(約1136 HV)。 

   
圖4-9 奈米壓痕分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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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各沉積時間快速退火磨耗前之硬度         圖 4-11 各熱處理條件之薄膜硬度 

 

4.2.4 SKD-11基板沉積WO3薄膜之抗磨耗性分析 

接著對試片進行磨耗試驗，採pin on-disc的方式，以3顆直徑6 mm鋼珠（硬度約799.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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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對試片進行磨耗，磨耗實驗將正向力固定為50N，以每分鐘800轉的速率，500轉後觀察

並量測其膜痕寬度，結果如圖4-12所示，其磨痕寬度隨著沉積時間增加而增加，但在沉積時間

為12分鐘的試片磨痕寬度反而有下降的情形。接著對其磨痕進行觀察，發現其EDS分析結果

薄膜並沒有被完全磨除（圖4-13），如果對各個試片的磨痕處進行硬度量測（結果如圖4-14所

示）發現除了沉積12分鐘的試片，其他試片都在700 HV左右，接近底材SKD-11的硬度，薄膜

在沉積時會在底下慢慢形成較緻密的膜，沉積時間久會在薄膜表面有一些較鬆散的結構，也

就是導致其在磨耗前硬度下降的原因，而沉積時間不足，雖然薄膜有一定的硬度，但是薄膜

太薄很容易被磨耗掉。 

 
圖 4-12 各沉積時間快速退火之表面形貌與磨痕寬度 (1)3.5min (2)7min (3)10.5min (4)1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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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沉積 12 分鐘快速退火磨痕處 EDS 分析  圖 4-14 各沉積時間快速退火磨耗後之硬度 

 

接著本研究以SKD-11工具鋼為基板，採固定電流0.03A進行電沉積，沉積時間為

210秒，並進行200／400／500及700℃之熱處理，分別採用兩種條件進行熱處理︰ 

條件A︰升溫速率20℃／秒，並於達到溫度後持溫30分鐘 

條件B︰升溫速率200℃／秒，持溫時間為5分鐘 

熱處理完成後使用奈米壓痕試驗機對不同參數之試片進行硬度及楊氏係數量測。圖4-

15是利用奈米壓痕試驗機量測以條件A之電沉積氧化鎢薄膜硬度及楊氏係數之結果，

從圖中可得知此條件之電沉積氧化鎢薄膜的硬度約為1393.91 HV到1525.33 HV之間，

楊氏係數約為299.2GPa到325.35GPa；由採用加溫條件B之試片的量測結果，氧化鎢薄

膜的硬度約為1422.15 HV到1746.69 HV，楊氏係數約為346.43 GPa到404.68 GPa；兩種

加溫條件製備之氧化鎢薄膜硬度皆遠高於母材之硬度799.4±8.44，且氧化鎢薄膜的硬度

及楊氏係數皆於熱處理後上升，並隨著熱處理溫度上升而遞增。 

其中較特別的一點，加溫條件A所製備之氧化鎢薄膜的硬度及楊氏係數較採用條件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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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低，這是因為較長的熱處理時間會使氧化鎢薄膜與基材反應產生FeWO4，使薄膜

的組成結構改變。且本研究之電沉積氧化鎢薄膜硬度及楊氏係數皆能達到前述文獻中

其他研究之強度，證實本研究之氧化鎢薄膜有其應用於機械性質方面之可行性。 

  

(A)           (B) 

圖4-15 以條件A、B熱處理之氧化鎢機械性質比較圖 

 

    本研究以SKD-11工具鋼為基板，採固定電流0.03A進行電沉積，沉積時間為210秒，並進

行200／400／500及700℃之熱處理，分別採用兩種條件進行熱處理，條件Ａ為升溫速率20℃

／秒，並於達到溫度後持溫30分鐘，條件Ｂ為升溫速率200℃／秒，持溫時間為5分鐘；試片

製備完成後，採pin on-disc的方式，以3顆直徑6mm的軸承鋼珠對電沉積氧化鎢之SKD-11試片

進行磨耗，磨耗實驗將正向力固定為50N，以每分鐘800轉的速率，分別在磨耗前及經過2000

／5000／10000圈磨耗後觀察並量測磨痕寬度，如圖4-16。 

    因磨耗實驗所使用之軸承鋼珠尺寸大小皆一致，故磨痕寬度與磨耗體積為正相關，所以

觀察磨痕寬度也可間接判斷材料之抗磨耗特性；每組參數進行5次量測，採平均值計算寬度值，

以避免取樣不足的情況；接著以實驗結果分析不同製程條件之電沉積氧化鎢薄膜的耐磨耗效

果。除了觀察磨痕寬度之外，也使用光學顯微鏡及電子顯微鏡觀察磨痕樣貌，以判斷磨擦類

型及氧化鎢薄膜的抗磨耗性能。 

   

圖4-16 圓盤試片磨耗後之磨痕外觀 

 

    磨痕寬度量測結果如表4-2所示，單純SKD-11工具鋼基板試片的磨痕寬度最寬，沉積氧化

鎢薄膜後所有參數條件的試片磨痕寬度皆較基板試片細，由此可知本研究之電沉積氧化鎢薄

膜具有一定之抗磨耗效果。另外，磨痕寬度也隨著熱處理溫度上升而變細，說明經過較高熱

處理溫度之氧化鎢薄膜的抗磨耗特性較佳，推斷是因為經過較高溫度熱處理後，氧化鎢薄膜

結晶化導致。此外，以條件Ｂ熱處理的試片磨痕也較條件Ａ熱處理之試片細，這是因為氧化

鎢薄膜經過條件Ｂ熱處理後具有較佳的機械性質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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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分別以條件A、B熱處理之試片磨痕寬度比較表：單位（mm) 

(A)           (B) 

  
 

    以光學顯微鏡觀察分別經過2000／5000／10000圈磨耗後之氧化鎢薄膜表面磨痕，再使用

電子顯微鏡觀察經過10000圈磨耗實驗後之磨痕型態，以分析磨耗過程中的摩擦類型。圖4-17

與圖4-18分別為單純SKD-11工具鋼基板表面磨耗情形以及採用條件A及條件B熱處理的氧化

鎢薄膜表面磨耗情形，可看出沉積氧化鎢薄膜之試片表面磨痕較單純SKD-11基板試片完整，

且在同樣經過10000圈磨耗後，熱處理溫度較高之試片表面磨痕更加平整，說明氧化鎢薄膜具

有一定之抗磨耗性，且隨著氧化鎢薄膜經過熱處理產生結晶後，其抗磨耗性也隨之提升。 

    圖4-19為SKD-11基板及2種熱處理條件試片磨痕的SEM觀察圖，從圖中可明顯分辨單純

基板試片的磨耗類型與沉積氧化鎢薄膜的試片不同，從圖4-19(a)可看出基板試片之磨痕屬於

黏附磨耗類型，磨痕表面形成大量黏附物的型態；圖4-19(b)及圖4-19(c)則可看出沉積氧化鎢

薄膜的試片之磨痕有別於基板試片的磨耗型態，是屬於疲勞磨耗型態的層狀破裂表面，這是

因為氧化鎢薄膜本身硬度較軸承鋼珠高，磨耗不易，但在經過重複性的週期變化應力後，在

薄膜表面或內層產生龜裂，持續擴大後產生層狀脫落導致。 

    從實驗結果可看出本研究之電沉積氧化鎢薄膜具一定之抗磨耗特性，且採用500℃以上熱

處理條件之氧化鎢薄膜的表面抗磨損效果較佳，同樣經過10000圈的磨耗後還並未對基材產生

大面積的磨痕，磨痕寬度也較其他參數小，因此判斷較高溫之熱處理條件的抗磨耗性質較佳。 

 
圖4-17 條件A試片經磨耗試驗後之磨痕觀察 

 
圖4-18 條件B試片經磨耗試驗後之磨痕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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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4-19 試片磨痕的SEM觀察︰(a)SKD-11基板；(B)條件A；(c)條件B熱處理 

 

4.3 表面氧化層對電沉積氧化鎢於 SKD-11 工具鋼其結晶性與硬度之影響 

SKD-11 為高碳高鉻冷作模具鋼，根據不同配方會添加鎳(Ni≤0.50%)、銅(Cu≤0.2%)，因材

料特性緣故，易於在材料表層形成 CrO3緻密氧化層。根據氧化物自由能圖(Ellingham diagram，

圖 4-20) 【48】，在 250℃~750℃之間鉻、錳元素與氧之結合能低於-600kJ/mol，較鎢元素與氧

之結合能(750℃, 約-460kJ/mol)低，顯示鉻、錳元素與氧結合力較強，WO3在貧氧環境下與鉻、

錳元素進行高溫處理可能會產生交互作用。此次研究將試片表面進行不同氧化處理，藉以探

討氧化層對於 WO3薄膜結晶性與硬度之影響。 

圖 4-20 左圖為常用 Ellingham diagram[2]，右圖為 Ellingham diagram of tungsten and carbon 

oxides formation【48】 

 

本實驗首先將 SKD-11 模具鋼試片表面使用水砂紙研磨，在經過拋光程序後，以酒精-丙

酮-酒精方式每步驟進行 15 min 超音波震盪清洗，去除沾附試片之氧化鋁粉及油脂，之後使

用真空膠帶將側面絕緣並在背面使用銅膠帶作為導線接上陰極置於水平支架上，再將 304 不

鏽鋼杯接上陽極，以底面平行於試片表面，間距為 20mm，鍍液不超過試片高度，在內徑

12mm、外徑 28mm 的面積範圍進行電沉積。電沉積時鍍液導電度<578us/cm，為避免表面氧

化層被電解還原。接著分別以下列參數進行實驗(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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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清洗完的試片置入 700℃大氣下熱處理 5 分鐘使其表面生成均勻氧化層。 

(b) 採用低電流密度(0.02 mA/cm2)及低電壓(<2V)進行電沉積，400℃大氣下持溫 1hr 熱處理。 

(c) 採用低電流密度(0.02 mA/cm2)及低電壓(<2V)進行電沉積，400℃大氣下持溫 10 min 熱

處理。 

(d) 進行高電壓(10 V)電解還原以清潔試片表面氧化層，再以 1 mA/cm2進行電沉積，400℃

大氣下持溫 1hr 熱處理。 

 

表 4-3 試片處理參數 

 (a) (b) (c) (d) 

10V60s-Clean X X X O 

I/A(mA/cm2) X 0.02 0.02 1 

Time X 720 s 720 s 720 s 

鍍後熱處理 X 400℃大氣下 

持溫 1 hr 

400℃大氣下 

持溫 10min 

400℃大氣下 

持溫 1hr 

 

    初始使用 1 mA/cm2、45s 及 75s 進行試鍍，透過拉曼光譜(圖 4-21)及 XRD 分析(圖 4=22)

可確認 WO3結晶【49】，代表該參數可以在試片表面沉積 WO3並結晶。根據拉曼光譜及 XRD

繞射分析結果，確認短時間低電流電沉積可形成含有 WO3的薄膜結構。 

 

圖 4-21 拉曼光譜得到 WO3訊號 

 

圖 4-22 XRD 低掠角繞射圖譜，顯示 WO3結晶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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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SEM/EDS-linescan 可以確認 WO3均勻分布在(b)、(c)、(d)試片表面的薄膜層，並在析

出的結晶上得到較強烈的 W 訊號，驗證 SEM 的結果，證明 WO3會與表面氧化層共構形成薄

膜，並析出 WO3結晶，唯(d)表層較薄，因此可以檢測到釩(V)等微量金屬(圖 4-23)。此外，由

X 光繞射分析可在(d)試片中發現明顯的 WO3 特徵峰，其結構為六方晶系，而在(b)、(c)試片

相較於(a)試片有些微的 WO3特徵峰訊號，表示 WO3結晶性不佳，氧化層降低 WO3結晶性，

(b)試片較(c)試片具有較佳之結晶性(圖 4-24)。 

圖 4-23 以 SEM/EDS-linescan 分析薄膜表面元素 

     

圖 4-24 各試片之 X 光繞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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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奈米壓痕量測結果如表 4-3 所示，由於在試片進行 700℃、5min 快速熱退火處理

時，使表面形成一層薄的氧化層，故(a)試片有高硬度。(b)、(c)試片由於氧化層抑制 WO3 結

晶，WO3混合表層結構鬆散使硬度下降，即氧化層會降低 WO3結晶性。(b)試片表面結構較(c)

試片細緻均勻，因此有較高硬度，表示增加退火時間可以提升硬度，(d)試片在表面形成含 WO3

結晶緻密薄膜，使得硬度較母材之 700 HV 來得高。亦即進行電解還原清潔試片能生成較細

緻均勻的薄膜，其結晶分布均勻，硬度較高。 

表 4-3 不同參數薄膜奈米壓痕量測結果 

 (a) (b) (c) (d) 

E(Gpa) 344.09 288.94 68.1 173.1 

HV 1622.21 661.02 464.6 910.17 

 

 

肆、結論 

本研究利用溶膠凝膠法製備出電鍍液，並控制其鍍液品質，並以自行組裝電沉積實驗裝

置沉積氧化鎢奈米級薄膜。研究重點在於製程參數探討與特性分析，使用電沈積法在ITO玻璃

以及SKD-11 工具鋼上製作氧化鎢薄膜，並進行特性分析以求出薄膜製程的最佳化參數。經

由控制製程參數獲得不同膜厚、表面粗糙度以及薄膜結晶性等物理特性，並透過奈米壓痕試

驗與磨耗實驗來測試鍍層之硬度、彈性模數與抗磨耗性能，探討上述特性對薄膜機械性質之

影響。根據上述實驗，獲得以下之結論： 

1.本研究利用電沉積法，在固定電流下於各沉積時間皆能在平整之基板表面形成均勻且完整

的氧化鎢薄膜，薄膜的表面隨著不同的沉積時間及熱處理溫度而改變。 

2.藉由XRD結晶型態分析，氧化鎢薄膜的結晶相隨著熱處理溫度而轉變，未經熱處理及250℃

以下熱處理條件的氧化鎢薄膜呈現非晶的型態，隨著熱處理溫度上升而逐漸轉變為結晶

態，並於500℃以上形成明顯之特徵峰，結晶相主要為立方晶結構。 

3.電沉積氧化鎢薄膜之親疏水性質隨著熱處理條件而改變，初鍍試片的接觸角約為50度，呈

現親水特性；在經過熱處理後接觸角明顯變大，在250℃及350℃的熱處理條件下接觸角

約為90度，轉變為疏水的特性；但經過500℃熱處理後，接觸角反而變小，雷射共軛焦顯

微鏡的量測結果顯示表面親疏水性質與薄膜粗糙度大小有關。 

4.SKD-11工具鋼在實驗前先進行高電壓(10 V)電解還原以清潔試片表面氧化層，再進行電沉

積可以獲得較細緻均勻的薄膜，其結晶分布均勻，硬度較高。 

5.藉由奈米壓痕試驗機量測分析結果，本研究之電沉積氧化鎢薄膜的楊氏模數與硬度隨熱處

理條件與薄膜結晶型態而改變，熱處理溫度上升，楊氏模數與硬度隨之增加。 

6.藉由磨耗實驗及表面磨痕的分析結果，確認本研究之氧化鎢薄膜具有一定程度的抗磨耗能

力，其中又以經過500℃以上熱處理的氧化鎢薄膜抗磨耗特性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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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歐洲材料研究協會(The European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E-MRS)春季會議

舉辦在法國史特拉斯堡(圖 1)，齊聚了許多來自歐洲的學者發表許多關於材料相關議題

的研究，除此之外，也吸引許多中國、韓國和台灣的學者共襄盛舉(圖 2)，整個與會人

數將近 3000 人，由於此會議題材多元，讓不同領域的學者可以透過此機會互相交流，

並了解各領域當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成為歐洲地去最盛大的材料倫文發表會。同

時，此次會議邀請許多廠商展示最新儀器設備和耗材，提供學界與業界一個交流的場

合。最特別的是本次大會邀請到在法國博物館修復中心擔任繪畫修復的 Michel Menu，

為大家講解藝術與科技之間的關聯，透過非侵入性分析技術，了解繪畫中不同顏料的

材質，幫助專家們針對不同部位提供適當的保護與修復。同時，透過作品中顏料，可

分析其元素的組成和晶格結構，幫助學者了解畫家繪畫時期的時空背景，Michel Menu

藉由法國羅浮宮中著名畫作之一的蒙娜麗莎作為實例，講述透過科技與藝術的結合，

讓人們如何重新發現藝術家的思維過程。 

本次會議共有有 6 大領域 28 個主題，從整個會議所發表的主題可以觀察到，歐洲

研究多偏重能源、光電、奈米材料和奈米結構等基礎研究與應用、韓國的研究則多在

石墨稀的應用與分析，而中國則多針對薄膜與奈米結構做研究，從此趨勢可觀察到各

個國家在材料科技的研發重點與未來趨勢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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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自 2018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2 日為止，共計五天，包含口頭報告以及

張貼研究海報，從第一天起便有不同主題的報告持續進行著，由於與會人員眾多，因



4 

 

此會場在中餐時間會在一樓擺設午餐供大家享用。第三天時則會邀請多位著名研究學

者進行演講，並頒發研究生論文獎，並在之後進行晚宴，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進行

交流，由於晚宴不設有座位，讓大家能更自由的走動並認識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 

本研究團隊的論文發表時間安排在 6 月 22 日上午 11:30，論文編號 AA.5.10，論

文主題歸類為 Material process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 Strength, plasticity, fracture and 

fatigue behaviour controlled by interfaces and grain boundaries。由本人陳宥蓁代表團隊

進行口頭報告(圖 3)，並與其他研究者進行討論與互動。這次除了彼此技術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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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多位發表者在理論上和技術上方面的交流，對於後續的研究有莫大的幫助。 

 

圖 1 E-MRS 大會現場 

 

圖 2 參加會議的國家人員數目 

 

圖 3 論文口頭發表 

二、 與會心得 

透過此次的研討會，讓我感受到了與在台灣不同的氛圍，除了匯聚了來自全世界

的研究學者，也同時讓我有機會在與不同領域和國籍的人員討論和聊天時，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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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科技的重視度與未來期待發展的方向，深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激動。尤其是大

會第三天所舉辦的演講和晚宴，更是讓我永生難忘，在大會進行過程中，E-MRS 創辦

人走上台為受獎者頒獎時，台下全體人員自發性的一個一個站起來為創辦人鼓掌，感

謝創辦人創建如此優質的研討會，讓大家能藉由這個會議了解其他人員的研究並不斷

吸取最先進的知識，增加自己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這種只曾在電影上看過的場景，沒

想到能在這次研討會中親身感受。 

E-MRS 是一個聚集材料方面不同領域學者的會議，讓學者們除了關注自身的研究

外，同時與其他領域的人才交流，最後感謝指導教授的支持讓我能有此次難得的機會

參與國際大型會議，同時感謝科技部的經費補助，使我對相關領域有更進一步了解。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Vibration fatigue life of aluminum alloy and ABS polymer dissimilar joint by ultrasonic 

lap welding 

Yu-Chen Chen, Chin-Pao, Cheng, Chun-Hu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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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luminum alloy 5052 and the plastic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were adopted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for this study. Both were first processed into 120 mm × 40 mm × 

3 mm sheets before welding, with a joint area of 30 mm × 30 mm, after which they were 

joined in an overlapping mode. The micro drilling array was used for the 5052 aluminum 

alloy surface-roughening treatment, followed by adding the ABS powder to the specimen. 

The plastic powder could be used as an interface coupling to the welding process. It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joining 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joining strength. The cantilever beam 

vibration system was used to study the vibration behavior dur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could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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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more, the laser Doppler vibrometer (LDV) has been used to measure the 

mode of vibration on the specimens. The acceleration-vibration curve will be calculated from 

vibration force of the specimen on the electromagnetic control vibration platform at resonant 

state. In this study, the vibration fatigue life of a sample can be defined as the number of 

cycl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scending deflection amplitud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bration fatigue life of the specimen can be improved from 507 cycl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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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70 cycles when the ABS powders were added to the interface of joint, which have a 1.5 

mm depth on the micro hole array and welding time of 3.5 s. It can be understood that the 

increase in depth of hole and welding time can improve the vibration fatigue life of the 

welding specimen. This improved approach can produce the high quality plastic-aluminum 

joining parts.  

 

Keywords: vibration fatigue life, aluminum alloy, ABS polymer, ultrasonic lap welding, 

dissimilar joint, cantilever beam vibration system 

四、 建議 

1. 本次研討會原本預期以口頭報告，但因參與會議人數眾多因此被安排至海報報

告，卻在出發前又被通知是否要改為口頭報告，最後才確認使用口頭報告研

究，希望大會能夠提早告知。 

2. 此次世界各國參與發表的學生大部分是博士生，很少像本人是碩士生就代表上

台報告，雖然感覺自己在專業知識方面仍有進步的空間，但透過此次口頭發表

對個人有很大的成長，建議科技部仍應多提供機會鼓勵國內大學的碩士生出國

參加國際會議。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EMRS 2018 Spring Meeting 會議手冊一本 ：包含會議全部的議程與論文

摘要 

2. 參加會議廠商的商品簡介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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