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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規劃開發具「線上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之高精密研削系統
」，並利用此一系統，進行單晶鑽石探針的快速成型技術研究，以
建立國人在關鍵單晶鑽石工具開發的高度自主技術能力。計畫目標
在針對「針尖圓弧半徑1 µm」的單晶鑽石探針，以線上高頻淺層改
質之輔助製程，進行快速研磨成形研究。為獲得高效能的單晶鑽石
探針之成形加工，本研究提出一種「避熱式旋轉放電法(Heat-
prevented rotation wire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Heat-prevented RWEDM)」，透由避熱路徑演算法，計算出銅線放電
加工的最佳路徑，以便對真空焊接(Vacuum brazing)完成的含硼單
晶鑽石(Boron-d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BD-MCD)進行旋轉
式放電熔蝕加工。高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的高硬度，探針素材
能被快速旋轉熔蝕至針尖10 µm的雛形，除了可移除鑽石與基材的大
部分材料外，更可避免鑽石因高熱而脫離母材的問題，由於鑽石有
最高的硬度，因此透由高溫熔蝕加工，著實能大幅減少鑽石後續研
磨加工的時間。完成的鑽石探針雛型，續以所研發的「高精密研削
系統」，以陶瓷結合劑鑽石磨輪進行切線式的粗加工、精加工研光
及拋光。實驗發現，經由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後的鑽石表面，因
高溫使得探針表面由sp3的鑽石結構降至sp2的石墨化層結構，有利
於後續研磨過程中的潤滑。於研磨的最終階段，添加#14,000超微磨
粒，並以進給深度0.1 µm/stroke進行精拋光，可使鑽石探針針尖半
徑達1.0 µm，表面粗糙度達Ra86 nm，全程耗時僅2小時36分鐘。比
起傳統僅以研磨方式成形，效率提高54%。最後由表面粗糙度量測儀
對成形的鑽石探針進行量測驗證，證實本製品的量測結果能達JIS
2001規範的標準差範圍，顯示本計畫所開發的單晶鑽石探針，能應
用於商用的表面粗糙度量測儀的量測，研究所提方法具「技術自主
」及「商業化」價值。

中文關鍵詞： 高頻電源，淺層改質輔助製程，切線式精研，單晶鑽石

英 文 摘 要 ： The project to develop a high-precision arched-shaped
grinding system with in-situ high-frequency shallow
modification assisted process is proposed and planned for
fast forming a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tool (MDT). This can
help build an autonomous technology for developing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tool. Hence,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performance hybrid process
technique for making an industrial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MCD) probe with 1-μm tip-radius. To realize high-
performance formation of MCD probe, a heat-prevented
rotation wire-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RWEDM), by
which an optimum CNC path of wire-cutting is schemed via
the designed heat-prevent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swiftly
erode the boron-d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BD-MCD) in
this study. Regardless of the hardness of workpiece, the
diamond probe prototype with 10-μm at tip-radius can be
speedily formed by the high-energy spark of temperature.
The diamond blank separated from the substrate due to an
unduly high discharge heat would not has happened. Besides



which, it can remove most of material decreasing
substantially the time of consequent grinding process. The
high-temperature of spark erosion greatly facilitates the
SP3 diamond bond structure into SP2 graphite structure,
which is helpful in the effect of lubrication during
grinding process. Tangential lapping and polishing are
conducted, respectively by a vitrified bond diamond
grinding wheel after the diamond probe prototype form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MCD) probe with 1-μm tip-radius and surface roughness of
Ra86 nm can be achieved when combining the grinding depth
of 0.1 µm/stroke with ultra-fine abrasives of #14,000.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otal processing time is only 2
hours and 36 minutes, which the machining efficiency has
evidently increased by 54% compared with that only using
conventional grinding method. The finished diamond probe
has been confirmed by a commercial surface roughness
measuring instrument and proved that the range of errors
fully fall into the JIS 2001 standard. It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probe can been
employed as a commercial probe for servicing in the surface
roughness measuring.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hybrid process
technique will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high-
precision industry and to future micro fabrication
techniques.

英文關鍵詞： High-frequency power source, shallow modification assisted
process, tangential grinding process,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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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五百字以內) 

中文摘要 

本計畫規劃開發具「線上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之高精密研削系統」，並利用

此一系統，進行單晶鑽石探針的快速成型技術研究，以建立國人在關鍵單晶鑽石

工具開發的高度自主技術能力。計畫目標在針對「針尖圓弧半徑1 µm」的單晶鑽

石探針，以線上高頻淺層改質之輔助製程，進行快速研磨成形研究。為獲得高效

能的單晶鑽石探針之成形加工，本計畫提出一種「避熱式旋轉放電法(Heat-

prevented rotation wire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Heat-prevented RWEDM)」，透

由避熱路徑演算法，計算出銅線放電加工的最佳路徑，以便對真空焊接(Vacuum 

brazing)完成的含硼單晶鑽石(Boron-d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BD-MCD)進

行旋轉式放電熔蝕加工。高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的高硬度，探針素材能被快

速旋轉熔蝕至針尖10 µm的雛形，除了可移除鑽石與基材的大部分材料外，更可

避免鑽石因高熱而脫離母材的問題，由於鑽石有最高的硬度，因此透由高溫熔蝕

加工，著實能大幅減少鑽石後續研磨加工的時間。完成的鑽石探針雛型，續以所

研發的「高精密研削系統」，以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進行切線式的粗加工、精加工

研光及拋光。實驗發現，經由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後的鑽石表面，因高溫使得

探針表面由sp3的鑽石結構降至sp2的石墨化層結構，有利於後續研磨過程中的潤

滑。於研磨的最終階段，添加#14,000超微磨粒，並以進給深度0.1 µm/stroke進行

精拋光，可使鑽石探針針尖半徑達1.0 µm，表面粗糙度達Ra86 nm，全程耗時僅2

小時36分鐘。比起傳統僅以研磨方式成形，效率提高54%。最後由表面粗糙度量

測儀對成形的鑽石探針進行量測驗證，證實本製品的量測結果能達JIS 2001規範

的標準差範圍，顯示本計畫所開發的單晶鑽石探針，能應用於商用的表面粗糙度

量測儀的量測，計畫所提方法具「技術自主」及「商業化」價值。 

關鍵詞: 高頻電源，淺層改質輔助製程，切線式精研，單晶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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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ject to develop a high-precision arched-shaped grinding system with in-situ 

high-frequency shallow modification assisted process is proposed and planned for fast 

forming a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tool (MDT). This can help build an autonomous 

technology for developing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tool. Hence,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performance hybrid process technique for making an industrial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MCD) probe with 1-μm tip-radius. To realize high-

performance formation of MCD probe, a heat-prevented rotation wire-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RWEDM), by which an optimum CNC path of wire-cutting is 

schemed via the designed heat-prevent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swiftly erode the boron-

d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BD-MCD) in this study. Regardless of the hardness of 

workpiece, the diamond probe prototype with 10-μm at tip-radius can be speedily 

formed by the high-energy spark of temperature. The diamond blank separated from 

the substrate due to an unduly high discharge heat would not has happened. Besides 

which, it can remove most of material decreasing substantially the time of consequent 

grinding process. The high-temperature of spark erosion greatly facilitates the SP3 

diamond bond structure into SP2 graphite structure, which is helpful in the effect of 

lubrication during grinding process. Tangential lapping and polishing are conducted, 

respectively by a vitrified bond diamond grinding wheel after the diamond probe 

prototype form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MCD) 

probe with 1-μm tip-radius and surface roughness of Ra86 nm can be achieved when 

combining the grinding depth of 0.1 µm/stroke with ultra-fine abrasives of #14,000.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otal processing time is only 2 hours and 36 minutes, which the 

machining efficiency has evidently increased by 54% compared with that only using 

conventional grinding method. The finished diamond probe has been confirmed by a 

commercial surface roughness measuring instrument and proved that the range of errors 

fully fall into the JIS 2001 standard. It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probe can been employed as a commercial probe for servicing in the surface 

roughness measuring.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hybrid process technique will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high-precision industry and to future micro fabrication techniques. 

Keywords: High-frequency power source, shallow modification assisted process, 
tangential grinding process,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科技部成果報告書(MOST 106-2221-E-003 -017 -MY2)-4 
 

二、 計畫內容與成果說明 

(1). 整體計畫執行模式 

本計畫之執行係分兩年進行，以自行設計和製造方式，低成本開發「線上高

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之高精密研削系統」為技術自主，計畫從系統設計開始，建

構奈米驅動的高剛性鑽石研削系統，期能逐步突破超精密機械產業與光電產業的

關鍵技術，因應此產業的快速發展，協助相關企業，有效降低硬體成本、提昇本

國於超精密機械與光電產業的競爭能量利用此「線上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之高

精密研削系統」，進行超精密加工產業所需的單晶鑽石刀具 (刃邊波紋

(Waviness)<100nm)，以及針尖圓弧半徑 1µm 以下的單晶鑽石探針之研削成形研

究，並應用於鏡面加工與精微加工面之「表面粗糙度」量測驗證。包括第 1 年的

「線上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研削系統」規劃開發，淺層改質高頻電源迴路設計，

同心彈性研磨機構系統設計、形變分析；以及第 2 年的單晶鑽石基材設計製作，

高同軸度(High co-shaft accuracy)真空焊接實驗及研磨成型實驗，含蓋鑽石石墨化

實驗，機械式磨耗與熱化學磨耗(Thermo-chemical abrasive)實驗等，期能逐步深耕

超精密機械產業與光電產業關鍵技術，表 1 為本研究計畫各期程執行綱要與重點。 

表 1 為本研究計畫各期程執行綱要與重點 

期程 計畫執行綱要 計畫執行重點項目 

第 1 期程 

(4 個月) 

 

線上高頻淺層改質輔助

製程之高精密研削系統

開發 

同心彈性研磨機構發明

專利申請 

1. 拱型研削系統設計、受力分析與硬體採購。

2. 拱型研削系統加工與伺服系統製造組裝。 

3. 人機介面程式開發(C#程式撰寫)。 

4. 同心彈性研磨機構設計與分析。 

重點開發技術(第1年) 高精密研削系統建構。 

第 2 期程 

(4 個月) 

淺層改質高頻電源迴路

與機構設計 

淺層改質高頻電源迴路

專利申請 

1. 單晶鑽石高同軸度真空焊接技術建立。 

2. 淺層改質輔助製程之高頻電源設計與實驗。

3. 線上倒置式淺層改質機構設計與實驗。 

4. 淺層改質技術於單晶鑽石成形效率實驗。 

重點開發技術(第1年) 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電源設計。 

第 3 期程 

(4 個月) 

系統研削力與線上量測

補償之智能化設計 

1. 固定進給率實驗探討。 

2. 固定研削力實驗探討。 

3. 系統智能化之研削力偵測。 

4. 系統智能化之線上回饋補償建立。 

重點開發技術(第1年) 系統研削力與線上量測補償之智能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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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期程 

(3 個月) 

線上鑽石磨輪削正與銳

化機構設計 

1. 切線式鑽石磨輪設計與分析。 

2. 切線式鑽石磨輪削正與銳化實驗。 

3. 單晶鑽石高頻淺層火花熔蝕石墨化實驗。 

4. 拉曼分析於「石墨化層深度影響模型」建立。

重點開發技術(第2年) 智能化切線式鑽石研削實驗探討。 

第 5 期程 

(4 個月) 

單晶鑽石工具之切線式

研削實驗 

1. 機械式磨耗與熱化學式磨耗成形實驗。 

2. 磨輪研削路徑對鑽石工具形貌影響實驗。 

3. 智能化之位置誤差(振動)回饋技術建立。 

重點開發技術(第2年) 線上鑽石磨輪削正與銳化實驗探討。 

第 6 期程 

(5 個月) 

單晶鑽石工具成型實驗

與分析 

1. 鑽石磨輪之結合劑對研削加工影響實驗。 

2. 磨輪粒徑與研削深度關係實驗。 

3. 研削速度與探針形貌關係實驗。 

4. 磨輪磨耗壽命與填塞之銳化實驗。 

重點開發技術(第2年) 研削與表面粗糙度量測實驗驗證探討。 

 

(2). 計畫執行成果 

1. 前言 

近年來，隨著光電產業的蓬勃發展，產品已朝微型化(Miniaturization)和高精

度(Precision)作設計，且受新世紀藝術價值觀的影響，產品的外觀及質感受到重視，

代表著產品加工技術的進步，即獲致奈米等級的表面粗糙度及其量測方法更為重

要課題之一。且超精密加工技術逐漸普及化，全球量測奈米等級表面粗糙度的探

針更大多使用單晶鑽石為其測頭，可知單晶鑽石的應用更是佔有一席之地。 

鑽石不只是物質間最硬的材料(Mohs hardness scale 10)[1]，更具有諸多的優異

特性，有最佳的材料硬度、抗壓強度、熱傳導速率、低熱膨脹、滑溜程度、傳聲

速率、電洞速率、電流阻抗、透光波段、防蝕能力、抗輻射等[2]。由於鑽石擁有

諸多的最佳特性，在各領域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技也隨著鑽石應用的開發逐

漸進步。鑒於單晶鑽石的低導電性，近年來，科學家採用高溫高壓法在進行鑽石

的人工合成過程中添加硼元素[3]，並成功合成出具有半導體性質的單晶鑽石，在

半導體產業更是影響甚大且受到廣泛的關注，例如作為半導體元件的鑽石蕭特基

二極體[4]、場效電晶體等[5]。因此，本計畫使用具有導電性的含硼單晶鑽石進行

研究探討，利用其弱導電性的新特性，進行鑽石的快速成形加工。而鑽石作為劃

時代的技術產物，不只是在半導體產業上的發展，還有全球科技產業的影響，都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未來稱人類物質文明將進入鑽石時代也不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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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半導體產業的進步，為提高整體的產能及良率，對於材料的選用及全

方位的測試評估，含硼單晶鑽石的發展為半導體產業帶來重大的轉變。含硼單晶

鑽石大多採用鉸鍊式的高溫高壓六面頂壓機進行合成[6]，合成過程中摻雜硼原子

或使用硼碳等材料[7]作為觸媒。由於硼原子的摻雜使得鑽石的靜壓強度、衝擊韌

性及氧化溫度達到提升，因此，含硼單晶鑽石在耐熱性、耐磨性、抗壓強度、化

學惰性及抗氧化性等性質上均優於普通鑽石。芶清泉等人(1977)[8]利用兩面頂壓

機和六面頂壓機成功研製出黑色的含硼鑽石，並對其結構和合成方法及特殊性能

進行探討。發現這種黑色的鑽石比普通的鑽石耐熱性約高 200℃～300℃，耐磨性

還有化學惰性也比普通的鑽石強，且提出含硼鑽石的特殊性能與它晶體表面的特

殊結構有關。表 1 為硼原子與碳原子的電子層結構，當兩個原子受到外界影響時

2s 軌域的電子會激發到 2p 軌域上，電子層結構會改變，表 2 所示為激發後的硼

原子與碳原子的電子層結構，硼原子擁有 3 個價電子，可與外來原子形成 3 個共

價鍵，碳原子擁有 4 個價電子，可與外來原子形成 4 個共價鍵。 

表 1 硼原子與碳原子電子層結構[8] 

原子 電子組態 

B 1s2 2s2 2p1 

C 1s2 2s2 2p2 

 

表 2 激發後硼原子與碳原子電子層結構[8] 

原子 電子組態 

B 1s2 2s1 2px 2py 

C 1s2 2s1 2px 2py 2pz 

在鑽石內部，普通鑽石的碳原子與 4 個碳原子形成 4 個共價鍵，含硼鑽石的

硼原子與 4 個碳原子形成 3 個共價鍵和一個單電子鍵；而在鑽石表面，碳原子和

硼原子只能與內層的 3 個碳原子形成 3 個共價鍵，且碳原子還多一個未用的價電

子，容易與外來 2p 層電子未滿的氧原子相互結合成鍵，形成 CO 氣體揮散。因

此，普通鑽石的表面容易因溫度升高而氧化，耐熱性及抗氧化性差；而含硼鑽石

的硼原子與三個碳原子形成 3 個共價鍵，沒有多餘的價電子與外來原子相互結合

成鍵，因此含硼鑽石的表面結構穩定且抗氧化能力高。圖 1(a)與(b)分別為含硼鑽

石的結構及普通鑽石的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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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含硼鑽石結構 (b) 普通鑽石結構 
圖 1 含硼鑽石的結構及普通鑽石的結構示意圖[8] 

在半導體的性質上，普通單晶鑽石在高溫高壓合成中摻入硼原子，具有三個

價電子的硼原子摻入單晶鑽石內部的晶格會和碳原子進行置換位，硼原子會取代

碳原子成為受主中心，晶格中會產生電洞載流子，使原本為絕緣體的單晶鑽石成

為電洞半導體，這種摻雜的形式即為半導體的 P 型摻雜[9]，如圖 2 所示[10]。表

3 為含硼單晶鑽石與幾種半導體材料特性的比較[11]。 

 
圖 2 硼原子置換碳原子[10] 

 

表 3 含硼單晶鑽石與幾種半導體材料的特性[11] 

特性 含硼單晶鑽石 GaAs SiC Si 

能隙 (eV) 5.5 1.43 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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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遷移率 (cm2/V-s) 2000 8500 400 1500 

電洞遷移率 (cm2/V-s) 1800 400 50 600 

電阻率 (Ω-cm) 10 107 1.5 10 

擊穿電場強度 (108V/m) 10 6 4 0.3 

介電常數 5.7 12.5 9.7 11.8 

熔點 (˚C) 4000 1240 2540 1412 

Derry 等人(2008)[12]針對鑽石的加工方式進行探討。將鑽石分別使用手工研

磨與機械式研磨相比較，在鑄鐵磨盤上進行研磨，並探討在不同方向性下鑽石研

磨的表面情形，研磨參數如表 4 所示。 

表 4 鑽石手工研磨與機械式研磨參數[12] 

Parameters Conditions 

Polished method
Manually 

Mechanically 

Material Diamond 

Surface faces {100} {110} {111} 

Manually Surface roughness 0.014 μm 0.015 μm 0.03 μm 

Mechanically Surface roughness 0.03 μm 0.05 μm 0.04 μm 

在{100}鑽石最軟面，手工研磨比機械式研磨可得較好的表面粗糙度，是由於

手工研磨可以適時改變在鑄鐵磨盤上研磨時施予鑽石夾具的力量大小，圖 3(a)為

{100}手工研磨表面形貌。 

(a) {100}手工研磨表面形貌 (b) {111}手工研磨與機械式研磨比較 
圖 3 手工研磨與機械式研磨研究[12] 

在{111}鑽石最硬面，手工研磨與機械式研磨所得的表面粗糙度相差不多，但

手工研磨又比機械式研磨好一些，是由於手工研磨可適時調整力道，使鑽石表面

不致於損傷破裂，而機械式研磨則是在不同方面都可以提供較好的穩定性。圖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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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鑽石{111}手工研磨與機械式研磨比較圖。Odake 等人(2009)[13]使用 110 ns 脈

衝 Yag 雷射分別對奈米聚晶鑽石(Nano-polycrystalline diamond, NPD)與單晶鑽石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MCD)進行加工，並對加工後的表面形狀進行探討。表

5 為 YAG 雷射對 NPD 與 MCD 加工參數。 

表 5 YAG 雷射對 NPD 與 SCD 加工參數[13]

Parameters Conditions 

Material NPD MCD 

Knoop hardness 120−140 GPA 116−130 GPA 

Laser source Nd: YAG laser 

Pulsed width 100 ns 

Wavelength 355 nm 

Feed rate 120 mm/min 

Number of scans 10, 12 

由圖 4(a)可知，使用脈衝雷射對奈米聚晶鑽石進行切割，加工後的石墨層邊

界幾乎是線性呈現，是由於奈米聚晶鑽石的較低熱導率，使得其雷射能量的吸收

效率提升且降低雷射燒蝕閾值，所以有比較好的切割深寬比；相對的，單晶鑽石

有較佳的熱導率，熱影響範圍較大，脈衝雷射切割的熱容易傳導出去，使石墨層

的邊界有顯著的加工紋路，如圖 4(b)所示。 

(a) 奈米聚晶鑽石雷射加工情形 (b) 單晶鑽石雷射加工情形 
圖 4 脈衝雷射加工於奈米聚晶鑽石與單晶鑽石[13] 

Chen 與 Chang(2013)[14] 將 含 硼 聚 晶 鑽 石 (Boron-doped polycrystalline 

composite diamond, BD-PCD)焊接在一磨輪上。利用自行開發一精微 CNC 複合式

工具機進行線上旋轉式放電加工 (Rotary wire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RWEDM)的磨輪成形及修整。表 6 為線上旋轉式放電加工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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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線上旋轉式放電加工參數[14] 

Parameters Conditions 

Material (+) BD-PCD 

Voltage 120, 80 V 

Capacitance 60000, 1200 pF 

Rotation of BD-PCD 500 rpm 

Wire tension 1500 gf 

Feed-rate 0.04, 0.06 mm/min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eionized water 

並將放電加工修整完成的含硼聚晶鑽石磨輪，利用高速快淺研磨(High-speed 

and fast-shallow grinding, HSFSG)方式，對 NAK80 模具鋼進行複合式研磨加工，

減少拆裝時產生的校正誤差，可得精密的微細溝槽。圖 5(a)為所開發的旋轉放電

加工機構，圖 5(b)為修整後的含硼聚晶鑽石磨輪。 

(a) 旋轉式線放電加工機構 (b) 修整完之 BD-PCD 磨輪 
圖 5 BD-PCD 磨輪線上成形修整研究[14] 

Zong 等人(2014)[15]利用鑄鐵(Scaife)摻雜鑽石微粒進行研磨與熱化學細化的

方式對單晶鑽石進行表面處理，使單晶鑽石 sp3 形態轉換成石墨 sp2 形態，進行

材料移除。此方法為利用鑽石的形態轉換，提供相位變化所需的活化能，將其鑽

石表面 sp3 立方體結構轉換為石墨形態的 sp2 平面結構，達移除材料目的，如圖

6 所示。表 7 為鑄鐵研磨與熱化學精製加工參數。 

表 7 鑄鐵研磨與熱化學細化加工參數[15] 

Parameters Conditions 

Material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tool 

Grinding wheel Scaife + Diamond powder 

Relative velocity 250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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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idant Copper oxide powder 

Temperature 200˚C 

Surface roughness 2.67 nm 

 

 

圖 6 單晶鑽石碳原子在機械研磨和熱化學細化形態轉換關係[15] 

Kim 等人(2014)[16]使用脈衝寬度 220 fs 的六軸鈦藍寶石飛秒雷射加工機對

單晶鑽石刀具邊緣進行微圖騰的加工，並對電鍍在 SKD-61 材料上的鎳基材進行

圖騰轉寫。將雷射加工完成的鑽石刀具對電鍍在 SKD61 材料上 100 μm 的鎳基材

進行表面加工，可將雷射加工後單晶鑽石刀具上的微圖騰轉寫至鎳基材上，可得

寬度 1.2 μm、高度 1.5-1.8 μm 的微圖騰，而微圖騰的高度取決於雷射加工時的平

移速度的影響。 

2. 研究動機 

由於單晶鑽石擁有已知材料中最高硬度(Knoop hardness 120 GPa[17])特性，

全球對於鑽石工具機的開發，多數係以「鑽石磨鑽石」的機械式移除機制進行，

所以鑽石的加工方法在全球為一大重要課題。已知目前對鑽石的加工方式，不外

乎是化學反應去除、研磨加工及近幾年的雷射加工，且鑽石雷射加工機要價昂貴，

普遍業界則是採研磨加工的機械式方法，以鑽石研磨鑽石，達到兩敗俱傷的效果。

但此方法效率慢，且能源消耗多、鑽石磨輪也消耗快速，成本為一大考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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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提出一種「避熱式旋轉放電法」，透由高精密放電加工技術，使含硼單晶鑽

石表面產生石墨化。高溫亦可使探針表面由 sp3 的鑽石結構降至 sp2 的石墨化層

結構，鑽石表面硬度大幅下降，以利鑽石磨輪快速成形一鑽石探針。 

3. 研究目的 

本計畫旨在針對「針尖圓弧半徑 1 µm」的單晶鑽石探針，進行快速研磨成形

研究。為獲得高效能的單晶鑽石探針之成形加工，計畫提出一種「避熱式旋轉放

電法」，透由避熱路徑演算法，計算出銅線放電加工的最佳路徑，以便對真空焊接

(Vacuum brazing)完成的含硼單晶鑽石(Boron-d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BD-

MCD)進行旋轉式放電。高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的硬度，探針能被快速旋轉

熔蝕至針尖 10 µm 的雛形，除了可移除鑽石與基材的大部分材料外，更可避免鑽

石因高熱而脫離母材，著實能大幅減少後續的研磨加工時間。高溫亦可使探針表

面由 sp3 的鑽石結構降至 sp2 的石墨層結構，石墨層結構有利於後續研磨過程中

的潤滑。完成的鑽石探針雛型，續以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進行切線式的粗加工、

精研加工及拋光加工至探針針尖半徑達 1.0 µm，並精研至商用單晶鑽石探針規範。

本計畫所用鑽石研磨實驗硬體，係自行建構的設備，非商用型設備，故以直接實

驗法取代田口法，尋求最適之加工參數。圖 7 為單晶鑽石探針規範工程圖。 

 

圖 7 單晶鑽石探針規範 2D 工程圖 

4. 旋轉放電熔蝕實驗 

本計畫旨在針對「針尖圓弧半徑 1 µm 之單晶鑽石探針」的成形研究。為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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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效能的單晶鑽石成形加工，本計畫提出一種「避熱式旋轉放電法」。首先，將

含硼單晶鑽石與不銹鋼基材進行真空焊接，如圖 8(a)與圖 8(b)，再以旋轉式放電

加工法去除單晶鑽石與基材大部分的材料，如圖 8(c)。並透由本計畫提出的避熱

式最佳化路徑演算法，計算出銅線放電加工的最佳路徑，避免放電加工產生的熱

影響到焊料。此避熱式最佳化路徑演算法，可避免熱傳導致鑽石與基材間焊料，

使焊料變質造成鑽石脫離母材。透由此高精密放電加工技術，可使單晶鑽石表面

由 sp3 立方體結構降至 sp2 平面體結構，鑽石表面產生石墨化層，如圖 8(d)。高

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的硬度，探針能被快速旋轉熔蝕至針尖 10 µm 的雛形，

且可先行去除研磨時的大部份材料，減少研磨加工所需的冗長時間。鑽石表面產

生的石墨化層亦可作為研磨加工時的固態潤滑劑[18]。完成的鑽石探針雛型，續

以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進行切線式加工。切線式研磨可得最高研削速度，磨輪外

形可隨時保持一致，如圖 8(e)。最後在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的孔隙上添加超微磨

粒進行表面拋光，以改善鑽石表面粗糙度，並達到針尖圓弧半徑 1 µm 的單晶鑽

石探針，如圖 8(f)。 

圖 8 本研究實驗方法 

本計畫旨在為突破以往鑽石磨鑽石的機械式成形所造成的冗長時間，提出一

「避熱式旋轉放電法」，對具有半導體性質的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素材進行高效能

成形。高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的硬度，能大量移除鑽石材料，探針能被快速

旋轉熔蝕至針尖 10 µm 的雛形，減少後製程研磨加工需去除的剩餘鑽石材料。本

計畫對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進行高效加工成形，實驗方法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放電誘導石墨化高效能成形實驗設計，利用自行開發的線上旋轉

放電機構(Rotary wire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RWEDM)，組裝在對稱式設計

(Axisymmetric gravity design)的超精微研削系統(Ultra-precision grinding syste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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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含硼單晶素材進行放電加工。本計畫也提出一種「避熱式旋轉放電法」，透由避

熱路徑演算法，計算出銅線放電加工的最佳路徑，以便對真空焊接完成的含硼單

晶鑽石進行旋轉式放電。並設計人機介面提高放電加工效率，成形一含硼單晶鑽

石探針雛形，減少前製程時間。第二部分為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針尖研磨(Grinding)

實驗，對放電誘導石墨化後的鑽石探針素材進行研磨實驗，使用陶瓷結合劑鑽石

磨輪對雛形探針進行切線式研磨，並研磨針尖至 2-4 μm 的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第

三部分為對針尖 2-4 μm 的鑽石探針進行微小進給深度的拋光移除，使用陶瓷結

合劑磨輪與球墨鑄鐵磨盤(Scaife)分別塗抹超微磨粒對探針進行研光(Lapping)與

拋光(Polishing)實驗，使針尖成形至 1-2 μm 的含硼單晶鑽石探針，並成形至商用

鑽石探針規範。 

4.1 超精微研削系統設計 

為獲致具有高經濟效益與高精度研磨的針尖半徑 1 µm 之單晶鑽石探針，本

計畫設計並建構一高精度高剛性的龍門 4 軸 CNC 超精研削系統結合火花熔蝕石

墨化輔助技術與切線式研磨技術。此系統提供奈米尺度的進給解析度，使單晶鑽

石在研磨時可達到奈米研磨的移除量，如圖 9(a)所示。此系統更採對稱式重心設

計，主機頭座位於工作槽的正上方，且工作槽設計於龍門架構(Gantry framework)

正下方左右對稱的位置(A=B)，如圖 9(b)所示。此外，設計一微細線火花熔蝕機構

可進行線上火花熔蝕加工，如圖 9(c)所示。研磨系統配置三個精密線性位移平台

和兩個垂直高速主軸可用於研磨精加工與超精加工時線上交替使用。單晶鑽石素

材定位於工作槽中心，如此，可獲得最短的工具懸量並抑制可能的系統振動，單

晶鑽石素材因而能被對稱式精研加工，而獲致最高同心精度(Concentricity)。圖 9(d)

為超精微研削系統實體圖。 

(a) 超精微研削系統 (b) 對稱式重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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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放電誘導石墨化機構 (d) 超精微研削系統實體圖 

圖 9 超精微研削系統設計 

4.1.1 雙主軸切線研削機構設計 

為獲致針尖半徑 1 μm 之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本研究設計一雙主軸切線研削

機構。主機頭座採用滾珠軸承高速主軸與氣浮軸承高速主軸交替使用，如圖 10(a)

所示。工作槽位於主機頭座正下方，如此在研磨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時可得最短工

作懸量，抑制系統可能發生的振動，含硼單晶鑽石探針因而能被對稱式加工成形，

而獲致最高同心精度，如圖 10(b)所示。使用滾珠軸承高速主軸夾持陶瓷結合劑鑽

石磨輪對放電加工後的單晶鑽石探針進行精研磨加工，基於剪切操作所需的能量，

較小的工件直徑需要更高的磨削速度以進行材料去除。本研究使用切線式研削法

作為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成形的研削方式，如圖 10(c)。此方法是以磨輪外緣對含硼

單晶鑽石探針進行研磨，鑽石磨輪與含硼單晶鑽石探針切線速率如式(1)： 

	
1000

 (1) 

其中， ：為切線速率；π：圓周率； ：鑽石磨輪直徑； ：鑽石磨輪轉速；

同理， ：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直徑； ：含硼單晶鑽石探針轉速。切線速率 Vi 的

大小取決於鑽石磨輪與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的直徑，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針尖直徑小

切線速率小作為被加工物，鑽石磨輪上緣直徑大磨削速度大作為加工物，對含硼

單晶鑽石探針針尖進行切線式研磨，鑽石磨輪可隨時以最大切線速率 V 研磨含硼

單晶鑽石探針直徑 d，鑽石磨輪外型亦隨時保持平整，不需經常修整，圖 10(d)為

切線式研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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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雙主軸切線研削機構 (b) 工作懸量 

  

(c) 切線式研磨技術 (d) 切線式研磨示意圖 

圖 10 雙主軸切線研削機構設計 

4.1.2 鑄鐵磨盤設計 

本計畫使用鑄鐵磨盤作為精加工拋光的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針尖成形，並設計

成一切線式磨輪形貌以利進行切線式拋光研磨，如圖 11(a)所示。鑄鐵磨盤使用切

線式拋光並在與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的切線面添加#14,000 的超微磨粒。在研磨過

程中溫度逐漸升高，透過熱化學的反應，鑄鐵磨盤表面的鐵原子會與含硼單晶鑽

石表面的碳原子做化合反應形成碳化鐵，碳化鐵變成切削帶走含硼單晶鑽石表面

的碳原子，達到原子等級的材料移除量。即對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進行化學式的拋

光研磨，鑄鐵磨盤對含硼單晶鑽石的熱化學反應如式(2)： 

3
∆
→  (2) 

其中， ：鑄鐵磨盤的鐵原子； ：含硼單晶鑽石的碳原子；	 ：

拋光時產生的切削熱； ：化合物碳化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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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設計之鑄鐵磨盤進行靜態分析。將鑄鐵磨盤夾持在氣浮軸承高速主

軸上，鑄鐵磨輪柄固定在主軸套筒上。假設與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接觸處承受最大

5N 研磨力，並對鑄鐵磨輪進行形變分析與頻率分析，可得最大形變量 0.007 μm

位於鑄鐵磨輪直徑最大的邊緣，由氣浮軸承高速主軸提供鑄鐵磨盤高穩定性，可

減少高轉速時產生的變形，如圖 11(b)所示。由自然頻率分析可知，鑄鐵磨輪在第

一模態 4275(Hz)發生共振，即轉速 256,500 rpm 時會發生共振，鑄鐵磨輪共振發

生在高頻區域，而此高頻區域已超過本計畫所使用的高速主軸轉速，可避免加工

時共振發生的形變，如圖 11(c)所示。圖 11(d)為本計畫所設計的鑄鐵磨輪實體，

由圖 11(e)可知。鑄鐵磨輪表面有許多細微坑洞，可作為超極細鑽石微粒的嵌入孔，

達到超微細切刃的效果，圖 11(f)為鑄鐵磨輪表面放大圖。 

(a) 鑄鐵磨盤 3D 設計 (b) 鑄鐵磨盤形變分析 

  

(c) 鑄鐵磨盤頻率分析 (d) 鑄鐵磨盤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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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鑄鐵磨輪表面 (f) 鑄鐵磨輪表面放大圖 

圖 11 鑄鐵磨盤設計 

4.1.3 人機介面設計 

所設計的人機介面包含超精微研削系統的平台監控 X, Y, Z, U 四軸的智能驅

動，以及 MDI 的可即時程式執行，位於 Block A 區；Block B 區為可載入介面並

執行多行自動程式，將已編寫的 G-code 程式碼載入即可進行自動化加工；X, Y, 

Z, U 軸驅動功能分為吋動位移及連續定速位移，可手動快速達到所需求的位置進

行定位，為 Block C 區；為使放電誘導石墨化機制成立，放電加工時所需的短路

退刀機制由外接的高速資料擷取 DAQ 模組和 C#自建軟體的部分進行撰寫。透由

高速資料擷取 DAQ 模組擷取在放電時的電壓數值，經類比轉數位顯示在人機介

面上，在放電加工時所擷取的電壓，達所設定的一定電壓，則啟動短路退刀機制，

進行短路退刀，提高放電加工的效率，為 Block D 區，如圖 12 所示。 

 
圖 12 人機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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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放電誘導石墨化實驗 

傳統上，鑽石研磨鑽石方法固然可行。然而，其兩兩相互研磨的處理時間冗

長以致磨削效率低，且能量耗損大。所以本計畫提出一種「避熱式旋轉放電法」，

透由避熱路徑演算法，計算出銅線放電加工的最佳路徑，以便對真空焊接完成的

含硼單晶鑽石進行放電誘導石墨化的過程。放電誘導石墨化係以放電的高溫使探

針表面由 sp3 的鑽石結構降至 sp2 的石墨化層結構，高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

的硬度，探針能被快速旋轉熔蝕至針尖 10 µm 的雛形。除了可移除鑽石與基材的

大部分材料外，更可避免鑽石因高熱而脫離母材，著實能大幅減少後續的研磨加

工時間，石墨層則有利於後續研磨過程中的潤滑。 

4.2.1 電晶體放電迴路加工對材料移除速率的影響 

相對於 RC 迴路，電晶體迴路可控制性高，且放電能量高，有足夠的能量突

破含硼單晶鑽石的氧化膜層，順利進行火花熔蝕加工。為快速成形單晶鑽石探針

雛形，本計畫規劃以「直線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對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進行成形

實驗，如圖 13(a)所示。如 RC 放電路徑， 為黃銅線殘留高度， 為單晶鑽石尖

端直徑，以此兩參數作為此實驗的條件，旋轉熔蝕可使鑽石探針材料均勻地移除，

並提高成形效率，圖 13(b)為電晶體放電迴路加工實驗的實際圖。於放電加工時，

電子從銅線極端(-)，游移至單晶鑽石探針正極端，當兩極間保持一微小間隙，電

子可從銅線極跳至單晶鑽石極，大量電子高速跳躍形成電離通道，造成高溫電漿，

瞬間的溫度可達 8,000˚C−12,000˚C[19]，含硼單晶鑽石材料周圍因而能被火花熔

蝕，部分材料被高溫汽化，部分被熔化而形成石墨化層；同時，高溫也可能造成

焊料變質，為本計畫主要探討的主軸。 

(a) 直線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 (b) 電晶體迴路實驗 

圖 13 直線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於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放電加工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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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電晶體放電作用時間(Current on time, τon)對焊料的影響 

為瞭解放電加工時的參數鑽石與焊料的影響，本計畫先針對放電作用時間

(Current on time, )進行材料移除的探討。以直線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含硼

單晶鑽石探針針尖殘留直徑  =200 μm、黃銅線殘留高度  =0 μm，對含硼單晶

鑽石探針進行旋轉放電加工實驗。與RC迴路相比，提高高速主軸轉速至 500 rpm，

使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放電加工時可獲更佳同心精度，並對電晶體迴路參數之放電

作用時間進行實驗探討。探討在改變放電作用時間下，因所提供的能量大小不同，

對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的影響。表 8 為放電作用時間(τon)對焊料影響之直線式加工

路徑參數，表 9 為電晶體放電作用時間(τon)對焊料影響的放電參數。 

表 8 放電作用時間(τon)對焊料影響之直線式加工路徑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Brass wire 250 μm 

 Grain size (45/50) 

(μm) 0 

(μm) 200 

RPM 500 rpm 

Coolant DI water 

 

表 9 電晶體放電作用時間(τon)對焊料影響的放電參數 

Properties Conditions 

Material (+)
Boron-d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probe, BD-MCD 

Open voltage (OV) 70 V 

Current on time (ON) 1, 2 μs 

Current off time (OFF) 19 μs 

Arc on time (AN) 1 μs 

Arc off time (AFF) 20 μs 

Servo voltage (SV) 65 V 

Feed rate Override (FR) Mode 1 

Spindle speed 500 rpm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I water 

在固定的電晶體迴路參數下，放電作用時間 =1 μs 為此電晶體迴路模式的



科技部成果報告書(MOST 106-2221-E-003 -017 -MY2)-21 
 

最保守參數，意指在固定每一發放電時間內，放電作用的時間為 1 μs。在此參數

作用下，探針尖端的含硼單晶鑽石還保留完整性，含硼單晶鑽石和不銹鋼基材接

觸的焊接點之焊料還未因熱產生變質，如圖 14(a)所示，圖 14(b)為尖端放大圖；

同理，放電作用的時間 2 μs 比較放電作用的時間 1 μs 為兩倍，因有兩倍的加工能

量及兩倍的加工效率，可對含硼單晶鑽石進行加工。但雖有兩倍的加工能量，即

表示在加工時熱傳導的能量也為兩倍，此易造成焊點的焊料變質，使含硼單晶鑽

石因放電加工產生的爆炸更容易脫落，如圖 14(c)所示，圖 14(d)為尖端放大圖。 

(a) 放電作用時間 :1μs (b) 尖端放大( :1μs) 

 

(c) 放電作用時間 :2μs (d) 尖端放大( :2μs) 

圖 14 電晶體放電作用時間(Current on time, τon)對焊料的影響 

4.2.3 電晶體放電休止時間(Current off time, τoff)對焊料的影響 

為瞭解放電加工參數對鑽石與焊料的影響，本計畫也針對放電休止時間

(Current on time, τoff)進行材料移除的探討。本段使用放電作用時間 =1 μs 作為

其中的迴路參數。以直線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針尖殘留直

徑 =200 μm，對電晶體迴路參數之放電休止時間進行實驗驗證。表 10 為放電休

止時間(τoff)對焊料影響之直線式加工路徑參數，表 11為電晶體放電休止時間(τ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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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焊料影響之放電參數。 

表 10 放電休止時間(τoff)對焊料影響之直線式加工路徑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Brass wire 250 μm 

 Grain size (45/50) 

(μm) 0 

(μm) 200 

RPM 500 rpm 

Coolant DI water 

 

表 11 電晶體放電休止時間(τoff)對焊料影響之放電參數 

Properties Conditions 

Material (+) BD-MCD 

Open voltage (OV) 70 V 

Current on time (ON) 1 μs 

Current off time (OFF) 10, 15, 19 μs 

Arc on time (AN) 1 μs 

Arc off time (AFF) 20 μs 

Servo voltage (SV) 65 V 

Feed rate Override (FR) Mode 1 

Spindle speed 500 rpm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I water 

在固定的電晶體迴路參數下，沿用放電作用時間 =1 μs 為此電晶體迴路模

式參數，並改變放電休止時間進行討論，意指在固定每一發放電時間內，放電作

用的時間為 1 μs。放電休止時間的不同會導致每發放電之間的間隔時間長短，由

於放電時產生的熱需要一定時間的散除，避免熱集中影響到焊料變質，所以改變

三種參數進行實驗。觀察在此參數作用下，探針尖端的含硼單晶鑽石是否還保留

完整性，含硼單晶鑽石和不銹鋼基材接觸的焊接點之焊料有無因熱產生變質。圖

15(a)為放電休止時間 =10 μs 之實驗 SEM 圖，由圖可知，放電週期的時間過短

有很大的機率會導致熱影響到焊料造成鑽石脫落，放電能量產生的熱造成焊接點

周圍的焊料不見及基材產生熱熔融，可知放電週期過短不夠時間使放電加工產生

的熱散除，造成鑽石剝落，圖 15(b)為尖端放大圖；而放電休止時間 =15 μs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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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點處還有些許焊料且基材部分也沒有熔融現象，但鑽石還是剝落，由此可知，

放電加工產生的熱集中有減少，但熱影響導致焊料變質或少許融化掉，焊接點處

的焊料不夠支撐鑽石與基材間的連結。當放電加工時產生爆炸，鑽石即被噴飛剝

落，如圖 15(c)所示，圖 15(d)為尖端放大圖；而放電休止時間 =19 μs 時可由

圖 15(e)得知，經過放電加工後鑽石還未脫落，焊接點處的焊料也沒有明顯的變質

及熔融，表示放電產生的熱集中沒有影響到焊料，有助於放電加工時的散熱，圖

15(f)為尖端放大圖。而放電休止時間的不同會導致放電週期的不同，放電加工的

效率也會因此不同。本計畫將使用的三種參數進行放電效率的比較探討，將每個

參數的放電作用時間與放電休止時間進行推導，可得放電效率 如式(3)所示。 

 (3) 

其中， 為每發放電加工效率，將三種參數代入式(3)中進行比較，可得式(4)

為本研究使用三個參數的放電效率比，再將其簡化可得比如式(5)所示。  

∶ ∶
1

1 10
∶

1
1 15

∶
1

1 19
 (4) 

放電週期短代表放電效率高，同樣時間內放電所提供的能量也較多；同理，

放電週期長代表放電效率相對比較低，同樣時間內放電所提供的能量也比較少。 

∶ ∶ 1.82 ∶ 1.25 ∶ 1 (5) 

由式(5)可知，在相同放電時間內，每發放電加工所提供的能量及效率在

=10 μs 時比 =19 μs 時高 1.82 倍，表示 =10 μs 有較高的材料移除效率，

能在相同放電時間內提供較高的能量，但由於放電產生的熱影響跟放電加工效率

比成正比也為 1.82 : 1.25 : 1，而其中 =19 μs 有較長的放電休止時間，可提供

含硼單晶鑽石散熱及電極恢復絕緣，不易導致熱集中而造成焊料變質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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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放電休止時間 :10μs (b) 尖端放大( :10μs) 

 

(c) 放電休止時間 :15μs (d) 尖端放大( :15μs) 

  

(e) 放電休止時間 :19μs (f) 尖端放大( :19μs) 
圖 15 電晶體放電休止時間(τoff)對焊料的影響 

4.2.4 直線式加工路徑之針尖直徑(wd)對焊料的影響 

為瞭解放電加工路徑對鑽石與焊料的影響，本研究對電晶體迴路直線式加工

路徑 進行實驗探討。 為含硼單晶鑽石探針尖端平面殘留直徑，也就是預計之

探針針尖雛形，期望由此加工路經參數可得 之針尖直徑。目的在於研磨加工時，

能減少去除含硼單晶鑽石的移除量，達到快速成形一鑽石探針之目的。本研究電

晶體迴路直線式加工路徑以黃銅線殘留高度  =0 μm，單晶鑽石尖端殘留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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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μm, =100 μm, =50 μm 分別對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進行旋轉放電實驗，

探討在不同的路徑規劃下鑽石探針針尖與焊料的情形。表 12 為直線式針尖直徑

(wd)對焊料的影響之參數。表 13 為直線式加工路徑之針尖直徑(wd)對焊料的影響

之放電參數。 

表 12 直線式針尖直徑(wd)對焊料影響的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Brass wire 250 μm 

 Grain size (45/50) 

(μm) 0 

(μm) 200, 100, 50 

RPM 500 rpm 

Coolant DI water 

 

表 13 直線式加工路徑之針尖直徑(wd)對焊料影響的放電參數 

Properties Conditions 

Material (+) BD-MCD 

Open voltage (OV) 70 V 

Current on time (ON) 1 μs 

Current off time (OFF) 19 μs 

Arc on time (AN) 1 μs 

Arc off time (AFF) 20 μs 

Servo voltage (SV) 65 V 

Feed rate Override (FR) Mode 1 

Spindle speed 500 rpm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I water 

電晶體迴路直線式加工路徑於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放電加工實驗採用 黃銅

線殘留高度 0 μm，也就是切線放電加工到不銹鋼基材結束， 單晶鑽石殘留尖

端直徑分別對殘留 200 μm, 100 μm, 50 μm 進行含硼單晶鑽石探針實驗。 殘留

200 μm 可得結果如圖 16(a)，含硼單晶鑽石探針尖端大約殘留為 200 μm，圖 16(b)

為尖端放大圖； 殘留 100 μm 可得結果如圖 16(c)，含硼單晶鑽石探針尖端大約

殘留為 100 μm，圖 16(d)為尖端放大圖； 殘留 50 μm 可得結果如圖 16(e)，含硼

單晶鑽石探針還未達 50 μm 即跳離不銹鋼素材，從圖 16(f)為尖端放大圖可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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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式放電加工到不銹鋼基材結束前，會先經過焊接層才到 CNC 最後路徑，焊接

層直接被火花熔蝕加工，焊料直接被高溫熔化，含硼單晶鑽石直接被爆炸噴離，

可看出還有一部分焊料還位於焊接層介面，但都呈現熔融狀態，焊料已沒有足夠

的強度，抓住單晶鑽石。  

(a) ( :200μm, :0μm) (b) 尖端放大( :200μm, :0μm) 

  

(c) ( :100μm, :0μm) (d) 尖端放大( :100μm, :0μm) 

 

(e) ( :50μm, :0μm) (f) 尖端放大( :50μm, :0μm) 
圖 16 直線式加工路徑之針尖直徑(wd)對焊料的影響 



科技部成果報告書(MOST 106-2221-E-003 -017 -MY2)-27 
 

4.3 電晶體迴路避熱式加工路徑規劃 

由上述實驗得知，當旋轉式放電的銅線之 CNC 路徑，規劃愈接近鑽石中心

時，雖可縮小鑽石胚料，使之愈趨近於探針造型，但放電加工的熱也愈易導入焊

料，使焊料熔化，鑽石脫落的機率也愈高。因此，為避免焊料因火花熔蝕的高溫

而熔化，電晶體迴路加工路徑的規劃及其重要。本計畫提出一種「避熱式旋轉放

電法」，可避免火花熔蝕產生的餘熱傳導致焊料而變質，以達到高效成形單晶鑽石

探針雛形。以下三個參數作為避熱式電晶體迴路加工路徑探針成形的主要條件： 

：為黃銅細線經 CNC 路徑後，最後與不銹鋼基材殘留的垂直高度。 

：為含硼單晶鑽石探針尖端平面殘留直徑。 

：為黃銅線與焊料間的熱傳導影響距離。 

為放電加工之安全高度， 為放電加工之安全距離，為避免放電加工的餘

熱使焊料變質，本計畫提出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如圖 17(a)所示。 為與焊料

最直接距離，影響焊料是否產生變質，而 的大小為含硼單晶鑽石移除量，影響

熱影響區的大小，間接影響焊料受熱程度，圖 17(b)為電晶體迴路實驗實際圖。 

(a) 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 (b) 電晶體迴路實驗 

圖 17 電晶體迴路避熱式加工路徑規劃 

4.3.1 避熱路徑演算法 

為高效率獲致一單晶鑽石探針雛形，本計畫提出一避熱路徑演算法，可經由

以下步驟(a)至(f)獲致單晶鑽石探針雛形，圖 18 為避熱路徑演算法各個階段的加

工步驟圖。本研究首先進行起始點 X 與 Y 的對刀，如圖 18(a)，再進行加工路徑

下刀點的定位，如圖 18(b)，由於含硼單晶鑽石尺寸大小不一，故會衍伸出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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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割路徑。本研究將每顆鑽石進行尺寸量測，得出數值後進行關係式的計算及加

工路徑之模擬，避熱式加工路徑演算法可由圖 18(c) 推導出一三角函數關係式(6)，

並計算出其通式。常數值 K 為黃銅線極的半徑(r=0.125 mm)、預期殘留針尖直徑

一半之值，與含硼單晶鑽石放電間隙 0.001 mm 三者的總和。 

60°  (6) 

其中， ：為黃銅線半徑； ：為黃銅細線經 CNC 路徑後，最後與不銹鋼基

材殘留的垂直高度。 ：為黃銅線與焊料間的熱傳導影響距離； ：鑽石裸露部

分的最大半徑； ：水平切割最小路徑。上述所有物理量的單位均為 mm。 

0.577 0.423  (4-7) 

簡化後，可得式 4-7，此式係表示水平切割最小路徑 與鑽石裸露部分的最

大半徑 的關係。亦即，式 4-7 為單晶鑽石胚料，以旋轉式火花熔蝕加工成形探

針雛形的避熱路徑演算法，主要目的在於使單晶鑽石能避開旋轉式火花熔蝕所產

生的加工熱，避免火花熔蝕期間，焊料因高溫而熔化，發生鑽石脫離母材的問題。

粗胚可將每顆不同尺寸大小的單晶鑽石，計算其兩端最大半徑 ，及各項已知定

值帶入公式可得對應的水平切割最小路徑，再將水平切割最小路徑 進行避熱式

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可得圖 18(d)，路徑規劃完可執行火花熔蝕加工，如圖

8(e)，最後可得單晶鑽石探針雛形，如圖 18(f)。 

(a) 加工路徑起始點對刀 (b) 加工路徑下刀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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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避熱式加工路徑計算 (d) 電晶體迴路避熱式加工路徑規劃 

 

(e) 電晶體迴路避熱式加工路徑執行 (f) 單晶鑽石雛形成形 
圖 18 避熱路徑演算法建立 

4.3.2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安全距離(ws)對焊料的影響 

為瞭解本研究所提之避熱路徑演算法之可行性，與瞭解放電加工時銅線極與

焊料間距離的熱傳導影響關係。本研究先對安全距離(ws)進行熱傳導公式的推導，

為黃銅線與焊料間的熱傳導影響距離，簡稱安全距離。放電加工產生的熱經由

不銹鋼基材傳導致與鑽石銜接的焊料上，由於放電產生的瞬間溫度會使焊料因此

而變質，導致焊料熔化，單晶鑽石容易剝落。為避免熱產生的影響，加工路徑的

規劃會取決於 的大小作更動。由於鑽石、焊層與母材的尺寸非常微小，溫度梯

度差異極小，可視為一維熱傳等，故本研究單以熱傳導一維公式(7)和放電能量公

式(8)推導出即可： 

"  (7) 

其中， " ：熱通量； ：熱導率，為不銹鋼熱傳導率； ：溫度梯度，

為 距離上黃銅線與焊料間的溫度差，帶入可得熱通量 " 。式(8)為單發放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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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量的公式，可計算出火花熔蝕時移除單晶鑽石材料時的放電能量。 

 (8) 

其中， ：為單發放電加工的能量； ：間隙電壓； ：尖峰電流； ：放

電作用時間。式(9)為單位面積上的熱通量關係式，可求得火花熔蝕時總放電能量

在不銹鋼基材上所得的熱通量值。 

" 	
 
 (9) 

其中， 	 ：放電加工的總能量，為總加工時間內 的多寡；A：導熱體的橫

截面積。將上述兩公式(7)與式(8)代入公式(9)之恆等關係式進行推導，可求得黃銅

線與焊料間的熱傳導影響距離 約為 0.203 mm。為瞭解本計畫所提之避熱路徑

演算法之可行性，且放電加工時銅線極與焊料間距離的熱傳導影響關係。本研究

將經由熱傳導公式所求得之安全距離(ws)進行實驗測試與驗證，為驗證恆等關係

式(9)所得之安全距離(ws)值。本研究使用三組參數進行實驗驗證，分別為 300 μm, 

250 μm 及 200 μm，介於恆等關係式所得之值間作為參數進行實驗，如表 14 所

示。表 15 為避熱式安全距離(ws)對焊料影響的放電參數。 

表 14 避熱式安全距離(ws)對焊料影響的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Brass wire 250 μm 

 Grain size (45/50) 

(μm) 300, 250, 200 

RPM 500 rpm 

Coolant DI water 

 

表 15 避熱式安全距離(ws)對焊料影響的放電參數 

Properties Conditions 

Material (+) BD-MCD 

Open voltage (OV) 70 V 

Current on time (ON) 1 μs 

Current off time (OFF) 19 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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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on time (AN) 1 μs 

Arc off time (AFF) 20 μs 

Servo voltage (SV) 65 V 

Feed rate Override (FR) Mode 1 

Spindle speed 500 rpm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I water 

避熱式加工路徑 對焊料的影響之參數實驗，為驗證在不同的 路徑規劃下，

焊料與含硼單晶鑽石的情形，先不進行對含硼單晶鑽石的加工，觀察端面的狀況

及焊料是否發生熱變質。本研究使用三組參數進行實驗，以接近熱傳導公式推導

出的值作驗證，在熱傳導影響距離 =300 μm 時，含硼單晶鑽石及焊料還保持一

完整性，焊料沒有因熱而變質，含硼單晶鑽石也沒造成脫落，如圖 19(a)所示，圖

19(b)為尖端放大圖；而在熱傳導影響距離 =250 μm 時，雖含硼單晶鑽石及焊料

還保持一完整性，焊料沒有因熱而變質，含硼單晶鑽石也沒造成脫落，但可觀察

出含硼單晶鑽石周圍的焊料圈有減少的情形，含硼單晶鑽石上也無焊料披附，判

斷為有些許熱影響導致部分焊料熔融揮發。且含硼單晶鑽石與基材間的距離縮短，

表示在放電加工時，有很大的機率會發生熱集中的情形，焊料有可能因此而變質，

導致含硼單晶鑽石脫落，如圖 19(c)所示，圖 19(d)為尖端放大圖；在熱傳導影響

距離 =200 μm 時，可明顯得知焊料有熔融現象發生，含硼單晶鑽石已造成脫落，

而基材的殘留量較多。這是由於 的值為黃銅線與焊料間的熱傳導影響距離，代

表在不同大小的鑽石其規劃的路徑也會不同，基材去除的量也不同，如圖 19(e)所

示。圖 19(f)為尖端放大圖。 

(a) 熱傳導影響距離 :300μm (b) 尖端放大( :3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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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熱傳導影響距離 :250μm (d) 尖端放大( :250μm) 

 

(e) 熱傳導影響距離 :200μm (f) 尖端放大( :200μm) 
圖 19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安全距離(ws)對焊料的影響 

4.3.3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安全高度(hd)對焊料的影響 

為瞭解在放電加工時，銅線極經規劃的加工路徑後，與不銹鋼基材間垂直高

度與焊料的影響關係。本計畫對所提之電晶體迴路避熱式加工路徑 進行實驗探

討，由於 為黃銅細線經 CNC 路徑後，最後與不銹鋼基材殘留的垂直高度。為

避免放電加工時，黃銅線電極離焊接點太近，導致熱集中而焊料變質，本計畫探

討在不同 的高度下，是否會影響焊料及含硼單晶鑽石的脫落，但又考慮含硼單

晶鑽石能有較高的移除效率，即 參數的範圍設定在焊接後鑽石高度 的一半。

本研究使用的探針素材鑽石高度 平均約 200 μm，故選定 100 μm 及 80 μm 作為

參數進行實驗，並參考 4.2.2.1 節、4.2.2.2 節和 4.2.3.2 節之結果進行實驗。避熱

式火花熔蝕加工分別以 黃銅線殘留高度 100, 80 μm， 單晶鑽石尖端殘留直徑

100 μm 對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進行旋轉放電實驗，避免火花容時產生的熱影響到焊

料。期望以 =100 μm, 80 μm 的殘留高度，能減少熱直接擴散至焊接層界面，並

固定 殘留直徑 100 μm，預計使含硼單晶鑽石尖端直徑成形至 100 μm。表 4-16

為避熱式加工路徑 hd 對焊料的影響之參數，其放電參數如表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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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安全高度(hd)對焊料影響的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Brass wire 250 μm 

 Grain size (45/50) 

(μm) 100, 80 

(μm) 100 

(μm) 300 

RPM 500 rpm 

Coolant DI water 

 

表 4-17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安全高度(hd)對焊料的影響之放電參數 

Properties Conditions 

Material (+) BD-MCD 

Open voltage (OV) 70 V 

Current on time (ON) 1 μs 

Current off time (OFF) 19 μs 

Arc on time (AN) 1 μs 

Arc off time (AFF) 20 μs 

Servo voltage (SV) 65 V 

Feed rate Override (FR) Mode 1 

Spindle speed 500 rpm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I water 

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之 參數實驗，為探討在不同的 路徑規劃下，焊

料與含硼單晶鑽石的情形。由圖 20(a)可知，在黃銅線殘留高度 =100 μm 時，焊

接點的焊料還保持完整性，沒有熱變質及熔融現象的發生，且含硼單晶鑽石未造

成脫落，含硼單晶鑽石尖端殘留直徑 有達到預期的尺寸約 100 μm，圖 20(b)為

尖端放大圖；而在黃銅線殘留高度 =80 μm 時，焊接點的焊料未保持完整性，焊

料已發生熱變質及熔融現象，造成含硼單晶鑽石脫落，含硼單晶鑽石尖端殘留直

徑 沒達到預期的尺寸 100 μm，如圖 20(c)所示，圖 20(d)為尖端放大圖。由此兩

實驗結果可知，在 =100 μm 時，有較好的材料移除量，且焊料沒有發生變質，

含硼單晶鑽石亦未脫落，可以減少後續研磨加工的時間，故本研究將以 =100 μm

作為主要參數進行後續實驗探討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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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 :100μm (b) 尖端放大( :100μm) 

  

(c)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 :80μm (d) 尖端放大( :80μm) 

圖 20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安全高度(hd)對焊料的影響 

4.4 最佳化之避熱路徑演算法 

因此，本計畫提出一旋轉式火花熔蝕加工成形探針雛形的最佳化之避熱路徑

演算法。本計畫將每顆鑽石進行尺寸量測，由於單晶鑽石大小不一，焊接後的單

晶鑽石離不銹鋼基材的高度不同，所得出數值後進行關係式的計算及加工路徑之

模擬後，加入一改善誤差判斷式。可由焊接後的含硼單晶鑽石距離不銹鋼基材之

高 得一判斷式(10)，由此判斷式可歸類出兩種加工路徑，即為避熱式加工路徑

演算法之通式，可用於不同針尖大小之含硼單晶鑽石探針，與使用不同半徑大小

之黃銅線電極進行加工路徑規劃。 

 (10) 

其中， ：含硼單晶鑽石距離不銹鋼基材之高； ：為黃銅細線經 CNC 路

徑後，最後與不銹鋼基材殘留的垂直高度； ：為黃銅線電極半徑； ：含硼單晶

鑽石探針成形針尖角度。單位：mm。避熱路徑演算法在尚未加入判斷式(1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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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出的結果與預期會有誤差，其誤差的來源可由圖 21(a)得知。正常的加工路徑

(判斷式不成立)會以銅線極的切線，即 Cutting line 為主要切割線，對鑽石進行旋

轉切割加工；但當焊接後含硼單晶鑽石距離不銹鋼基材之高 低於一個高度，即

判斷式(10)成立，會導致角度變大，預期的 Cutting line 無法作為主要的切割線進

行加工，否則會出現圓弧角度誤差，使 與預期值有誤差產生，如圖 21(b)所示。

故本研究先判斷式(10)是否有成立，再分別對成立與不成立的鑽石探針進行加工

路徑規劃，求得最佳加工路徑，即最佳化之避熱路徑演算法。 

(a) 圓弧角度誤差示意圖 (b) 圓弧角度誤差放大圖 

圖 21 誤差改善判斷式之圓弧角度誤差 

為求下刀點 之值， 為其自變數值，故需先求 之解，圖 22 (a)為加工路

徑起始點的對刀方式，圖 22 (b)為加工路徑下刀點定位。由圖 22 (c)可推導出加工

路徑下刀點縱軸與橫軸的關係式如式(11)，由於黃銅線電極之圓弧角度誤差影響，

判斷式(10)之不等式為重要判別依據，分別歸類出式(12)與(14)之 兩通式。 

tan  (11) 

其中， ：為下刀點縱軸值； ：為下刀點橫軸關係值，為自變數值；        

且 =30°； =0.1； =0.125 均為已知。單位：mm。 

2
2

 (12) 

當判斷式(10)成立時，式(12)之 為其唯一解，其中， ：含硼單晶鑽石距

離不銹鋼基材之高，為自變數值；且 為殘留針尖大小之預設目標； =0.001 為

含硼單晶鑽石之放電間隙，均為已知，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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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tan  (13) 

將所得之 解式(12)代入式(13)可得 = 之解如式(13)，即為下刀點之橫軸

座標值，再對應圖 22(d)可計算出避熱式電晶體迴路加工路徑，進行放電加工。即

為判斷式(10)成立之唯一解。 

cos
tan

2
 (14) 

當判斷式(12)不成立時，式(14)之 為其唯一解，其中， ：含硼單晶鑽石

距離不銹鋼基材之高，為自變數值；且 為殘留針尖大小之預設目標； =0.001

為含硼單晶鑽石之放電間隙； =30°； =0.1； =0.125 為黃銅線電極半徑，均為

已知。單位：mm。 

cos
tan

2
tan  (15) 

將所得之 解式(14)代入式(11)可得 = 之解如式(15)，即為下刀點之橫軸

座標值，再對應圖 22(d)可計算出避熱式電晶體迴路加工路徑，進行放電加工。即

為判斷式(10)不成立之唯一解。再由圖 22(c)中可推得一三角函數關係式，如式

(16)所示，由此式可得知將上述 自變數值之解 或 代入可得水平切割最小

路徑之關係式(17)。 

°  (16) 

其中， ：為黃銅線電極半徑； ：為黃銅線與焊料間的熱傳導影響距離；  

：鑽石裸露部分的最大半徑； ：水平切割最小路徑； ：為下刀點橫軸關係

值，為自變數值，由上式(12)或(14)可得； ：為黃銅細線經 CNC 路徑後，最後

與不銹鋼基材殘留的垂直高度。單位：mm。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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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後可得水平切割最小路徑 與鑽石裸露部分的最大半徑 之關係式(17)。

先將上式(12)或式(14)所得之解 或 代入，再將每顆不同尺寸大小的單晶鑽石，

計算其兩端最大半徑 及其他已知參數帶入公式可得水平切割最小路徑 之解，

將此水平切割最小路徑 之解代入圖 22(d)，可得避熱式電晶體迴路加工路徑之

規劃圖。以旋轉式火花熔蝕加工成形探針雛形的最佳化之避熱路徑演算法，主要

目的在於使單晶鑽石能避開旋轉式火花熔蝕所產生的加工熱，避免火花熔蝕期間，

焊料因高溫而熔化，發生鑽石脫離母材的問題。路徑規劃完可執行避熱式電晶體

迴路加工，如圖 22(e)，最後可得單晶鑽石探針雛形成形，如圖 22(f)。本研究將

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成形設定之已知 =30°； =0.1 mm； =0.125 mm； =0.001 mm 

(含硼單晶鑽石之放電間隙)； 為殘留針尖大小之預設目標(ex：0.005 mm)；及所

量測之鑽石裸露部分的最大半徑 ；含硼單晶鑽石距離不銹鋼基材之高 ，代入

判斷式(10)及各方程式求解，最終可得一避熱式電晶體迴路加工路徑，此為本計

畫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成形之模式。 

(a) 加工路徑起始點對刀 (b) 加工路徑下刀點定位 

 

(c) 避熱式加工路徑計算 (d) 電晶體迴路避熱式加工路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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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電晶體迴路避熱式加工路徑執行 (f) 單晶鑽石雛形成形 
圖 22 最佳化之避熱路徑演算法建立 

4.4.1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針尖直徑(wd)對焊料的影響 

為瞭解放電加工路徑對鑽石與焊料的影響，本計畫對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

徑 參數進行實驗探討。 為含硼單晶鑽石探針尖端平面殘留直徑，也就是預計

之探針針尖雛形，期望由此加工路經參數可得 之針尖直徑。目的在於作為後研

磨加工時能減少去除含硼單晶鑽石的移除量，達到快速成形一單晶鑽石探針。參

考前述實驗結果，找出所提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之 最小值，使以往的研磨

加工減少冗長的時間。但放電加工後會有變質層產生的問題，故本節以最小值之

進行探討，變質層的去除及其材料移除特性會在後續的研磨章節進行實驗探討。

表 4-18 為避熱式針尖直徑(wd)對焊料影響的參數，表 4-19 為避熱式加工路徑(wd)

對焊料的影響之放電參數。 

表 4-18 避熱式針尖直徑(wd)對焊料影響的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Parameters Conditions 

Brass wire 250 μm 
 (μm) 100, 80, 60, 40, 

20, 10, 8, 5 

 Grain size (45/50)  (μm) 300 

Top plane {111} RPM 500 rpm 

 (μm) 100 Coolant DI water 

 

表 4-19 避熱式加工路徑(wd)對焊料影響的放電參數 

Properties Conditions 

Material (+) BD-MCD  

Open voltage (OV) 70 V 

Current on time (ON) 1 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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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off time (OFF) 19 μs 

Arc on time (AN) 1 μs 

Arc off time (AFF) 20 μs 

Servo voltage (SV) 65 V 

Feed rate Override (FR) Mode 1 

Spindle speed 500 rpm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I water 

為探討在同實驗參數下，不同加工路徑之 ，其可成形之最小尖端值，且焊

接點焊料保持完整性，含硼單晶鑽石亦無脫落，又能達到快速成形針尖大小之目

的，以利後續研磨加工之效率提升。圖 23(a)為同參數下 =100 μm 之實驗結果，

由圖可知，在本計畫所提之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下，針尖最終可達約 100 

μm，符合預期之 值，圖 23(b)為其尖端放大圖；圖 23(c)為同參數下 =80 μm

之實驗結果，由圖可知，在本計畫所提之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下，針尖

最終可達約 80 μm，符合預期之 值，圖 23(d)為其尖端放大圖；圖 23(e)為同參

數下 =60 μm 之實驗結果，由圖可知，在本計畫所提之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

徑規劃下，含硼單晶鑽石針尖最終可達約 60 μm，符合預期之 值，圖 23(f)為其

尖端放大圖；圖 23(g)為同參數下 =40 μm 之實驗結果，由圖可知，在本計畫所

提之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下，含硼單晶鑽石針尖最終可達約 40 μm，符

合預期之 值，圖 23(h)為其尖端放大圖；圖 23(i)為同參數下 =20 μm 之實驗結

果，由圖可知，在本計畫所提之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下，針尖最終可達

約 20 μm，符合預期之 值，圖 23(j)為其尖端放大圖；圖 23(k)為同參數下 =10 

μm 之實驗結果，由圖可知，在本計畫所提之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下，針

尖最終可達約 10 μm，符合預期之 值，圖 23(l)為尖端放大圖；圖 23(m)為同參

數下 =8 μm 之實驗結果，由圖可知，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下，針尖最

終可達約 8 μm，符合預期之 值，圖 23(n)為尖端放大圖；圖 23(o)為同參數下

=5 μm 之實驗結果，由圖可知，在本計畫所提之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路徑規劃

下，含硼單晶鑽石已脫落，推斷可能是由於材料移除量過多，放電加工時間產生

的熱集中過度，造成焊料變質導致含硼單晶鑽石鬆脫，而未達預期之 值，圖 23(p)

為其尖端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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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μm (b) 尖端放大( :100μm) 

  

(c) ( =80μm, =100μm) (d) 尖端放大( :80μm) 

  

(e) ( =60μm, =100μm) (f) 尖端放大( :60μm) 

(g) ( =40μm, =100μm) (h) 尖端放大( :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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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20μm, =100μm) (j) 尖端放大( :20μm) 

(k) ( :10μm, :100μm) (l) 尖端放大( :10μm) 

(m) ( :8μm, :100μm) (n) 尖端放大( :8μm) 

(o) ( :5μm, :100μm) (p) 尖端放大( :5μm) 
圖 23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針尖直徑(wd)對焊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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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電晶體放電伺服電壓(Servo voltage, SV)對焊料的影響 

為瞭解電晶體放電伺服電壓(Servo voltage, SV)對焊料的影響，本研究對放電

伺服電壓進行實驗探討。參考 4.2.2.1 節、4.2.2.2 節、4.2.3.2 節、4.2.3.3 節及 4.2.4.1

節之結論進行實驗，使用三種不同的 SV 參數進行實驗探討。由於放電伺服電壓

是設定兩極產生放電行為的極間電壓，影響兩極放電間隙的大小，以往此參數的

考量為工件放電加工後之表面粗糙度，較小之伺服電壓有較大之放電孔洞，表面

粗糙度較差；反之，較大之伺服電壓有較好的表面粗糙度，但加工效率也會降低。

本研究之放電伺服電壓參數之目的為避免放電產生的熱易影響至焊料，故放電伺

服電壓為避熱式安全極間電壓，放電間隙亦為避熱式加工之安全距離，為能使熱

不影響至焊料且保持一定的加工效率，本研究探討在不同伺服電壓(即放電間隙)

下熱對焊料還有含硼單晶鑽石的影響。表 4-20 為放電伺服電壓 SV 對焊料的影響

之避熱式加工路徑參數，表 4-21 為放電伺服電壓 SV 對焊料的影響之放電參數。 

表 4-20 放電伺服電壓(SV)對焊料的影響之避熱式加工路徑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Parameters Conditions 

Brass wire 250 μm  (μm) 10 

 Grain size (45/50)  (μm) 300 

Top plane {111} RPM 500 rpm 

 (μm) 100 Coolant DI water 

 

表 4-21 放電伺服電壓(SV)對焊料的影響之放電參數 

Properties Conditions 

Material (+) BD-MCD 

Open voltage (OV) 70 V 

Current on time (ON) 1 μs 

Current off time (OFF) 19 μs 

Arc on time (AN) 1 μs 

Arc off time (AFF) 20 μs 

Servo voltage (SV) 60, 63, 65 V 

Feed rate Override (FR) Mode 1 

Spindle speed 500 rpm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I water 

電晶體迴路避熱式加工路徑之 SV 參數實驗，為探討在不同的 SV 參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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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放電間隙的不同對焊料與含硼單晶鑽石的影響。由圖 24(a)可知，在放電伺服電

壓 SV=60 V 時，焊接點的焊料未保持完整性，焊料已發生熱變質及熔融現象，造

成含硼單晶鑽石脫落，判斷為放電間隙較小熱傳導致焊料和含硼單晶鑽石的可能

性高，導致含硼單晶鑽石脫落，圖 24(b)為尖端放大圖；而在放電伺服電壓 SV=63 

V 時，含硼單晶鑽石還未脫落，但仔細觀察可知，含硼單晶鑽石與素材之焊接點

的焊料未保持完整性，含硼單晶鑽石邊的焊料已有少許不見，且含硼單晶鑽石針

尖未符合預期之 =10 μm 之值，判斷為放電伺服電壓 SV=63 V 時有較好的放電

間隙，雖未導致含硼單晶鑽石脫落，但熱影響的範圍造成焊料不足，且含硼單晶

鑽石針尖不易成形，針尖被熔融的機率高，如圖 24(c)所示，圖 24(d)為其尖端放

大圖；而在放電伺服電壓 SV=65 V 時，焊接點的焊料還保持完整性，沒有熱變質

及熔融現象的發生，且含硼單晶鑽石未造成脫落，含硼單晶鑽石尖端殘留直徑

有達到預期的尺寸 10 μm，判斷為放電伺服電壓 SV=65 V 之放電間隙，可使電極

與工件之間有個避熱式加工安全距離，避免放電加工的熱易影響至焊料上導致含

硼單晶鑽石脫落，即放電伺服電壓 SV=65 V 為本計畫之避熱式安全極間電壓，如

圖 24(e)所示，圖 24(f)為尖端放大圖。 

(a) 放電伺服電壓 SV:60V (b) 尖端放大(SV:60V) 

 

(c) 放電伺服電壓 SV:63V (d) 尖端放大(SV:6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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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放電伺服電壓 SV:65V (f) 尖端放大(SV:65V) 
圖 24 電晶體放電伺服電壓(SV)對焊料的影響(續) 

4.4.3 電晶體放電能量對鑽石表面石墨化影響 

本計畫針對放電加工後含硼單晶鑽石表面產生的變質層作探討。由於放電加

工時產生的高溫熱，會導致含硼單晶鑽石表面從 sp3 立方體結構降至 sp2 平面體

結構，為石墨層結構，含硼單晶鑽石表面的硬度大幅的降低，有助於研磨加工的

效能。且表面的石墨層可作為研磨加工時的固態潤滑劑，減少微小震動產生的破

裂。本研究以不同的電晶體放電能量參數探討鑽石表面石墨化影響，因其他放電

能量之參數結果唯一，較無法探討出放電能量對石墨層的影響，故本研究只針對

放電休止時間進行石墨層深度的探討，表 4-22 為避熱式加工路徑之石墨層影響

參數，表 4-23 為電晶體放電休止時間 對石墨層影響之放電參數。 

表 4-22 避熱式加工路徑之石墨化影響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Parameters Conditions 

Brass wire 250 μm  (μm) 50 

 Grain size (45/50)  (μm) 300 

Top plane {111} RPM 500 rpm 

 (μm) 100 Coolant DI water 

 

表 4-23 電晶體放電休止時間(τoff)對石墨化影響之放電參數 

Properties Conditions 

Material (+) BD-MCD  

Open voltage (OV) 70 V 

Current on time (ON) 1 μs 

Current off time (OFF) 10, 15, 19 μs 

Arc on time (AN) 1 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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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off time (AFF) 20 μs 

Servo voltage (SV) 65 V 

Feed rate Override (FR) Mode 1 

Spindle speed 500 rpm 

Electrode (-) Brass wire (Ø0.25 mm) 

Coolant DI water 

Water flow Mode 0 

1.135 L/min 

在不同的放電休止時間參數下，延用公式(3)之結果可知，在相同放電時間內，

每發放電加工所提供的能量及效率在 =10 μs 時比 =19 μs 時高 1.82 倍，表

示 =10 μs 有較高的材料移除效率，能在相同放電時間內提供較高的能量。故

三個參數在放電產生的能量比為 1.82 : 1.25 : 1， 由此可推估在放電加工後含硼單

晶鑽石表面的石墨層厚度會因放電能量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厚度。為檢測含硼單晶

鑽石表面石墨化情形，本研究將放電加工後的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進行拉曼檢測及

次表層破壞檢測，參數使用尖端殘留直徑 =50 μm，助於檢測拍攝時含硼單晶鑽

石表面石墨層的觀察，圖 25 為不同能量參數下拉曼檢測圖。 

(a) 探針放電初成形( :10μs) (b) 探針石墨化檢測( :10μs) 

 

(c) 探針放電初成形( :15μs) (d) 探針石墨化檢測( :15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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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探針放電初成形( :19μs) (f) 探針石墨化檢測( :19μs) 
圖 25 電晶體放電能量對鑽石表面石墨化影響 

5. 切線式實驗 

5.1 切線式實驗 

5.1.1 切線式研削法設計 

為達到鑽石探針針尖快速微小化，本研究將放電加工後的鑽石探針雛形，以

=10 μm 進行單晶鑽石探針的研磨實驗。而傳統上，單晶鑽石探針的成形需以

「機械式」的方式進行加工，即鑽石研磨鑽石，針尖要達到 =10 μm，需耗時間

約為 2 個小時；本計畫所提之「避熱式旋轉放電法」，可使單晶鑽石針尖快速成形

一雛形 =10 μm，且只需耗時約 11 分鐘，大幅減少在研磨時耗費的效能，減少

鑽石探針在成形時消耗的成本。將鑽石探針雛形定位在龍門的正下方左右對稱，

可避免因機台懸量而產生的微小振動，減少研磨時鑽石破裂機會，且單晶鑽石的

晶格方向性與最硬的材料特性，易使研磨加工困難。經由本計畫所提之「避熱式

旋轉放電法」，高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的硬度，探針能被快速旋轉熔蝕至針尖

10 µm 的雛形。且在火花熔蝕後鑽石表面會形成石墨層，鑽石表面硬度大幅下降，

又可作為研磨時的固態潤滑劑，使研磨加工容易。為使鑽石探針完整成形，本計

畫將研磨定義為三個主要階段，分別為粗加工之研削(Grinding)、精加工之研光

(Lapping)及拋光(Polishing)，如表 24 所示。 

表 24 研磨階段定義與參數 

研磨階段 進給率 進給深度 針尖極限半徑 

粗加工之研削 30 mm/min 5 μm/stroke 6 μm 

精加工之研光 15 mm/min 2 μm/stroke 4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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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m/min 1 μm/stroke 

精加工之拋光 8 mm/min 0.1 μm/stroke 1-2 μm 

由於不銹鋼基材為韌性的難切削材料，切屑易嵌於陶瓷磨輪表面造成填塞，

且加工過程中易造成振動。故實驗先對不銹鋼基材進行研削，使其小於探針圓錐

角度(<60°)，減少後續研磨加工直接或大量接觸不銹鋼，再將單晶鑽石研光及拋

光，使單晶鑽石針尖成形至 1 μm。實驗中，切線速率 Vi 的大小取決於鑽石磨輪

與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的直徑，含硼單晶鑽石探針尖端直徑小切線速率小作為被加

工物，鑽石磨輪上緣直徑大磨削速度大作為加工物，可對含硼單晶鑽石探針針尖

進行切線式研磨，如式(18)所列: 

	
1000

 (18) 

對應於被研削的單晶鑽石探針而言，d1 直徑小(圖 26(a))，需更高的磨輪研削

速率加工，以提供磨粒更大的研削動能移除材料。而切線式研削法中，鑽石探針

小徑(d1)所對應的磨輪外徑，恰是大直徑之磨輪外徑(D1)，故能提供高的研削速

率(V1)給工件(鑽石)磨削；相反的，鑽石的 d2 直徑大，使用較低的磨輪研削速率，

即可移除材料，而鑽石探針小徑(d2)所對應的磨輪外徑，恰是較小直徑之磨輪外

徑(D2)，可得切線式關係如式(18): 

d n v , D N V , ∵ d ≪ D , ∵ n ≪ N , 

∴ V ≫ v  

∴鑽石磨輪可以有效地研削單晶鑽石探針 

(18) 

以此類推，故切線式研削所加工的鑽石探針，具有高一致性的表面性狀。鑽

石磨輪可隨時以最大切線速率 Vi 研磨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直徑 di，鑽石磨輪外型

亦隨時保持平整，不需經常修整，如圖 26(a)所示。且以雙軸向路徑隊探針進行研

削，即 Y 軸與 Z 軸同動，在研磨探針同時，磨輪外形也被鑽石探針修整，可得精

確的角度，且研磨加工後，磨輪外型亦保持平整，如圖 26(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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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切線式研削速度特性 (b) 雙軸向路徑示意圖 

圖 26 切線式研削法示意圖 

5.1.2 研削速度之實驗規劃 

據文獻[20]所述，在進給率 30 mm/min 時，有較好的研削效能，故本研究規

劃以此研削速率進行單晶鑽石粗加工研磨實驗。磨輪研削速度參數的選定以磨輪

進行動平衡調整後，裝於高速主軸、以系統振動值小的轉速作為研削實驗的參數，

整理比較可得圖 27 所示。本研究取軸的平均振動誤差量在 100 nm 以內作實驗，

比較得轉速在 5,000 rpm, 10,000 rpm, 15,000 rpm, 50,000 rpm 與 60,000 rpm 時各軸

振動值較小。5,000 rpm 時雖有較小的平均振動誤差，但其轉速不足以提供有效的

研削切線速度，可能會造成磨輪無法有效去除材料，故不採用；在 60,000 rpm 雖

有較小的振動誤差，但因噪音會產生不必要的環境振動，故也不採用。 

 

(a) 各位移軸平均振動誤差(5,000-30,00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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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各位移軸平均振動誤差(35,000-60,000 rpm) 

圖 27 各軸平均振動誤差比較圖 

在工業界，多以磨輪端面對鑽石研磨，市售磨輪之直徑為 310 mm、最高轉數

4,000 rpm[21]。本實驗使用切線式研削方式，磨輪採用直徑 30 mm，所提供相對

研削速度大於工業專用機台之最大相對研削速度，且研磨過程磨輪保持完整性不

易造成形變，旋轉軸則提供單晶鑽石探針素材 200 rpm 之轉數，可求得其相對研

削速度(Relative velocity of grinding)。表 25 為鑽石磨輪轉速與研削速度參數。 

表 25 鑽石磨輪轉數與研削速度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Diamond Boron-doped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BD-MCD
Diamond wheel Vitrified bond 

Mesh size #1200 

Relative velocity(m/min) 
≈ 940 m/min ≈ 1,410 m/min ≈ 4,710 m/min 
(10,000 rpm) (15,000 rpm) (50,000 rpm) 

Feed-rate(mm/min) 30 
Depth of grinding(μm/stroke) 5 

Coolant Pure water 

由於單晶鑽石具最高硬度特性，本研究選用上述三種轉速作相對研削速度實

驗比較，原因在於，以可提供不產生共振的最高轉速為主，如圖 28 所示。圖 28(a)

為以研削速度 940 m/min 加工鑽石探針，結果發現鑽石探針針尖有破裂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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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b)為放大結果。原因在於進給深度 5 μm 時，研削的切線速度不足，造成磨輪

的磨粒對鑽石產生擠壓而不是磨削，導致磨輪無法有效去除材料，造成擠壓破裂；

研削速度 1,410 m/min 結果如圖 28(c)，圖 28(d)為針尖放大情形，其針尖已無破裂

情形；而研削速度 4,710 m/min 結果如圖 28(e)，針尖發生破裂，破裂情況似崩裂，

如圖 28(f)所示，推論以此切削速度雖可得到足夠的材料移除能量，但高速旋轉在

大加工量時可能產生較大的加工振動，可以降低進給率或減少進給深度方式加以

改善，但加工時間增加，故實驗以 1,410 m/min 作為本研究研削鑽石之參數。 

(a) 研削結果(研削速度 940 m/min) (b) 針尖放大(研削速度 940 m/min) 

  

(c) 研削結果(研削速度 1,410 m/min) (d) 針尖放大(研削速度 1,410 m/min) 

(e) 研削結果(研削速度 4,710 m/min) (f) 針尖放大(研削速度 4,710 m/min) 
圖 28 研削速度對鑽石針尖半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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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含硼單晶鑽石探針研削實驗 

據文獻[22]所述，以#6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研削鑽石探針，鑽石探針針尖

可達直徑 50 μm 圓頂面，#1200 號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研削鑽石探針，鑽石探針

針尖可達直徑 10 μm 圓頂面。本計畫以「避熱式旋轉放電法」，透由避熱路徑演

算法，計算出銅線放電加工的最佳路徑。高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的硬度，探

針能被快速旋轉熔蝕至針尖 10 µm 的雛形，並以#12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對放

電完的探針雛形進行粗加工之研削實驗，再以#30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對鑽石

探針進行精加工之研光實驗。本研究也對鑽石表面進行精加工之拋光實驗，在

#30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孔隙中添加#14,000 超微鑽石磨粒，以改善鑽石表面粗

糙度。各階段研削實驗需於無振動環境中進行，隨時監控環境振動，避免振動造

成鑽石針尖偏心及破裂，影響針尖半徑之成形。 

5.2.1 鑽石探針粗加工之研削實驗 

本研究粗加工之研削實驗分為兩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先對放電後的部分不

銹鋼基材進行材料移除，使其椎角小於探針圓錐角度(<60°)，避免後續研削鑽石

時會大量接觸到不銹鋼基材，造成因材料移除率的不同產生振動的情形。第二階

段再對放電後的部分鑽石材料進行研削，使用#1,2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參考

5.1.2 節之結論參數，並以進給率 30 mm/min、進給深度 5 μm/stroke 進行粗加工

之研削實驗，表 26 為鑽石探針粗加工之研削實驗參數。 

表 26 鑽石探針粗加工之研削實驗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Diamond BD-MCD 
Diamond wheel Vitrified bond 

Mesh size #1,200 
Relative velocity(m/min) ≈ 1,410 (15000 rpm) 

Feed-rate(mm/min) 30 
Depth of grinding(μm/stroke) 5 

Coolant Pure water 

粗加工研削實驗，以#1,2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搭配進給率 30 mm/min 及進

給深度 5 μm/stroke 之結果，如圖 5-5 所示。以進給深度 5 μm/stroke 時，針尖直徑

約可達 10 μm，圖 29(a)為#1,2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粗加工之最小針尖半徑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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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其針尖尚未有完整的圓弧半徑形成，故需進行更小進給率與進給深度的研

光與拋光，縮小針尖半徑，圖 29(b)為針尖放大結果。 

 (a) 粗加工研削結果  (b) 針尖放大 

圖 29 鑽石探針粗加工之研削實驗結果 

5.2.2 鑽石探針精加工之研光實驗 

如前述，本研究粗加工之研削實驗，針尖直徑可達 10 μm。為使鑽石針尖圓

弧半徑成形，並達到更細微尺寸，本研究使用#3,0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並以

切線速度 1,410 m/min、進給率 15 mm/min 與進給深度 2 μm/stroke, 1 μm/stroke 對

單晶鑽石探針進行精加工之研光實驗，表 27 為鑽石探針精加工之研光實驗參數。  

表 27 鑽石探針精加工之研光實驗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Diamond BD-MCD 
Diamond wheel Vitrified bond 

Mesh size #3,000 
Relative velocity(m/min) ≈ 1,410 (15000 rpm) 

Feed-rate(mm/min) 15 
Depth of grinding(μm/stroke) 2, 1 

Coolant Pure water 

精加工研光實驗，係以#3,0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搭配進給率 15 mm/min 及

進給深度 2 μm/stroke, 1 μm/stroke 之參數進行研光實驗，最終可將單晶鑽石探針

針尖圓弧半徑研削成形至 4 μm，如圖 30(a)所示，圖 30(b)為針尖放大圖，圖 30(c)

為針尖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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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精加工研光結果 (b) 針尖放大 

 

(c) 鑽石探針針尖表面形貌 

圖 30 鑽石探針精加工之研光實驗結果 

5.2.3 鑽石探針精加工之拋光實驗 

為使鑽石針尖半徑達到更細微尺寸，本研究使用#3,000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

搭配更小進給率及更小進給深度進行拋光實驗。研削速度改以 4,712 m/min 進行，

用以增加拋光時的除材料移除能力。表 28 為鑽石探針精加工之拋光實驗參數。 

表 28 鑽石探針精加工之拋光實驗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Diamond BD-MCD 
Diamond wheel Vitrified bond 

Mesh size #3,000 

Relative velocity(m/min)
≈ 4,710 (50000 

rpm)  
Feed-rate (mm/min) 8 

Depth of grinding(μm/stroke) 0.1 
Coolant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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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光進給深度實驗結果如圖 31 所示，以 0.1 μm 進給深度拋光時，針尖破裂

情形少，針尖半徑已可至 1 μm，結果如圖 31(a)與 31(b)所示。但鑽石表面還是有

些粗糙，其表面粗糙度值為 0.213 μm，如圖 31(c)所示。判斷為陶瓷磨輪號數所夾

帶的鑽石磨粒還太大，造成鑽石探針表面粗糙。改善方法為另用更小號數的磨輪，

或添加超微磨粒進行拋光，圖 31(d)為針尖半徑 1 μm 精加工之表面形貌。 

(a) 精加工之拋光實驗 (b) 針尖放大 

 

(c) 精加工之拋光實驗表面粗糙度 (d) 精加工之表面形貌 
圖 31 鑽石探針精加工之拋光實驗結果 

5.2.4 磨輪添加超微磨粒對鑽石針尖半徑的影響 

如前述，本研究精加工之拋光實驗，針尖可達到的極限尺寸為 1 μm，但鑽石

表面粗糙度還可進行改善。為改善鑽石探針表面粗糙度，及針尖半徑更細微的鑽

石探針尺寸，本研究使用塗抹#14,000 鑽石膏的機械與化學移除機制，分別在陶

瓷結合劑磨輪與鑄鐵磨輪上，對鑽石探針進行拋光。表 29 為塗抹#14,000 鑽石膏

的機械與化學移除機制實驗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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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磨輪添加超微磨粒對鑽石針尖半徑的影響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Diamond BD-MCD 
Diamond wheel Vitrified bond 

Scaife Ductile cast iron 
Mesh size #14,000 

Relative velocity(m/min) ≈ 4,710 (50000 rpm) 
Feed-rate(mm/min) 8 

Depth of grinding(μm/stroke) 0.1 
Coolant Air 

添加#14,000 超微磨粒的機械與化學移除機制實驗結果如圖 32 所示。圖 32(a)

為實驗將#14,000 超微磨粒塗抹於#3,000 的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上進行拋光，達

到微細鑽石磨粒拋光的機械移除機制，並精研至針尖半徑 1 μm。陶瓷結合劑鑽石

磨輪為高溫燒結而成，亦富含許多孔洞結構，可填入超微磨粒作為微細切刃，圖

32(b)為針尖放大圖；本研究也對使用#14,000 超微磨粒塗抹於#3,000 的陶瓷結合

劑鑽石磨輪拋光後的探針進行表面粗糙度的量測，如圖 32(c)，可知表面粗糙度已

改善，為 0.086 μm；本研究也對使用#14,000 超微磨粒塗抹於#3,000 的陶瓷結合

劑鑽石磨輪拋光後的探針進行拉曼檢測，如圖 32(d)，可知研磨後的探針，單晶鑽

石表面已沒有石墨化情形；本研究也於鑄鐵盤上添加#14,000 超微磨粒，因鑄鐵

盤表面也有許多孔隙，目的在填滿鑄鐵盤表層孔洞組織，使鑄鐵盤與單晶鑽石能

穩定接觸摩擦，超微磨粒亦可作為微細切刃。此方式雖能提供單晶鑽石機械與化

學移除機制，改善鑽石表層與針尖粗糙度，但由於鑄鐵磨輪無自銳效果，本研究

又採用倒置式的排屑，導致超微磨粒容易脫落不足，而造成磨輪擠壓到鑽石導致

針尖破裂，如圖 32(e)所示，圖 32(f)為針尖放大圖。 

(a) 陶瓷結合劑磨輪(#14,000 磨粒) (b) 針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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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面粗糙度改善(#14,000 磨粒) (d) 鑽石探針石墨化檢測 

 

(e) 鑄鐵磨輪(#14,000 磨粒) (f) 針尖放大 
圖 32 磨輪添加超微磨粒對鑽石針尖半徑的影響 

6. 量測驗證 

6.1 鑽石探針表面形貌及表面粗糙度量測 

鑽石探針針尖在研磨加工後，為驗證其尺寸及表面形貌是否有達本計畫預期

之目標，探針針尖的量測及驗證也為一重要課題。本計畫加工完成之探針針尖半

徑達 1-2 μm，當原子尺度的實際物體具有類似波的性質時，會表現出繞射現象，

造成針尖無法量測，且反光也會造成觀察不清楚和量測的誤差產生。圖 33(a)為探

針針尖半徑 1.5 μm 的雷射共軛焦拍攝圖，圖 33(b)為探針針尖半徑 1 μm 的雷射

共軛焦拍攝圖，由圖(a)(b)可觀察出，針尖半徑由於繞射和反光觀察不出其實際尺

寸。故表面形貌的驗證使用光學顯微鏡並採用背光進行量測，可清楚觀察出探針

針尖輪廓，圖 33(c)為探針針尖半徑 1.5 μm 的光學顯微鏡背光量測圖，圖 33(d)為

探針針尖半徑 1 μm 的光學顯微鏡背光量測圖。本研究對精加工之添加#14,000 超

微磨粒拋光實驗的鑽石探針表面進行表面粗糙度量測，使用雷射共軛焦進行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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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度的量測及驗證，圖 33(e)為探針針尖半徑 1.5 μm 的表面粗糙度量測圖，其

表面粗糙度已改善可達 0.117 μm，圖 33(f)為探針針尖半徑 1 μm 的表面粗糙度量

測圖，其表面粗糙度可達 0.086 μm。 

(a) 鑽石針尖 1.5 μm(雷射共軛焦) (b) 鑽石針尖 1.0 μm(雷射共軛焦) 

 

(c) 鑽石針尖 1.5 μm(光學顯微鏡) (d) 鑽石針尖 1.0 μm(光學顯微鏡) 

 

(e) 表面粗糙度量測(R= 1.5 μm) (f) 表面粗糙度量測(R= 1 μm) 
圖 33 鑽石探針表面形貌及表面粗糙度量測 



6.2 表面粗糙度量測驗證 

本計畫將研磨成形後的鑽石探針進行表面粗糙度量測的驗證，使用商用的表

面粗糙度儀進行驗證的比較，與市售的商用鑽石探針進行比對，分別對標準片及

標準塊規，驗證本計畫所自製的鑽石探針，是否達工業界的標準。以國際 JIS 2001

的規範作為基準，量測誤差值上限為量測值的 1.12 倍，量測下限為量測值的 0.87

倍，進行評估使否有在此規範內。圖 34(a)為本計畫自製的表面粗糙度鑽石探針，

圖 34(b)為本實驗驗證的表面粗糙度儀。表 30 為鑽石探針規格及量測參數。 

表 30 鑽石探針規格與量測參數 

Parameters Conditions 

Tip radius(μm) 1.0, 1.5 
Angle (°) 60 

Sample materials
Gauge block 
Standard film

Cutoff value(mm) 0.25, 0.8, 2.5

 

(a) 表面粗糙度量測探針 (b) 表面粗糙度量測儀 

圖 34 表面粗糙度量測 

表面粗糙度的量測結果統計如圖 35 所示，圖(a)為使用市售探針(R=2 μm)與

自制針尖半徑 1.0 μm 與針尖半徑 1.5 μm 的鑽石探針對標準塊規(Gauge block)進

行表面粗糙度的量測結果。本研究先以鑽石探針取截斷值 0.8 mm 進行表面粗糙

度的校正，再分別對截斷值 0.25 mm 與 2.5 mm 進行量測，可知在截斷值 0.25 mm

時，愈小的針尖半徑有較精準且較好的表面粗糙度值；而在截斷值 2.5 mm 時，

因所取的取樣長度變長，探針的表粗會愈接近，雖在針尖半徑 1.5 μm 的表面粗糙

度量測結果為0.382 μm，判斷為標準塊規表面有汙漬或髒汙導致表面粗糙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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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在 JIS 2001 所規範的 1.12 倍的範圍誤差內；圖(b)為使用為使用市售探針(R=2 

μm)與自制針尖半徑 1.0 μm與針尖半徑 1.5 μm的鑽石探針對標準片(Standard film)

進行表面粗糙度的量測結果。本研究一樣先以鑽石探針取截斷值 0.8 mm 進行表

面粗糙度的校正，再分別對截斷值 0.25 mm 與 2.5 mm 進行量測。由量測結果可

知，不管是取截斷值 0.25 mm 或 2.5 mm，本研究自製的鑽石探針與商用鑽石探針

在各個截斷值皆在 JIS 2001 的標準規範公差內，證實本計畫所自製的鑽石探針，

已可作為商用的表面粗糙度量測探針。 

(a) 鑽石探針量測結果(標準塊規) (b) 鑽石探針量測結果(標準片) 

圖 35 鑽石探針量測表面粗糙度結果 

7.  結論 

7.1 計畫成果與貢獻 

本計畫成功開發一「針尖圓弧半徑 1 µm 之單晶鑽石探針」，並提出一種「避

熱式旋轉放電法」，經一連串實驗發現，已可使單晶鑽石探針素材透由此法高效加

工成形為一探針雛形，使單晶鑽石快速成形至針尖 10 µm 的探針雛形。本計畫也

提出一「旋轉式火花熔蝕加工成形探針雛形的最佳化避熱路徑演算法」，透由此最

佳化演算法，可規劃出最佳化的避熱式放電加工路徑，移除多餘的材料，減少研

磨加工時冗長的時間。其鑽石表面石墨化變質層已可被快速磨除並迅速成形尖端

半徑等於 1 µm 的圓弧探針，其結果以條列式敘述如下: 

7.1.1 本計畫成果 

(a). 本計畫成功開發一「針尖圓弧半徑 1 µm 之單晶鑽石探針」，計畫提出「避熱

式旋轉放電法」，透由「線上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可使含硼單晶鑽石表

面由 sp3 降至 sp2，表面產生石墨化層，以利快速形成探針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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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計畫成功設計一線上旋轉式火花熔蝕倒置式機構及放電誘導石墨化之人機

介面，可利用 AD 類比轉數位電壓擷取及短路退刀機制，提升放電加工效能。 

(c). RC 迴路雖有尖端電流可加工微小材料不至熱變形，但單發放電能量小，不足

以衝破氧化膜層對含硼單晶鑽石進行放電加工，線極進給率與放電熔蝕率無

法匹配，導致鑽石表面生成氧化膜層，加工更形困難。 

(d). 本計畫採電晶體放電迴路於含硼單晶鑽石探針成形實驗，相對於 RC 迴路，

電晶體迴路優點在於因具高能量與可控制之放電頻率，可減少氧化膜層發生

的機會，進而提高材料熔蝕移除效能。 

(e). 本計畫提出以「火花熔蝕能力」對 RC 迴路與電晶體迴路進行性能評估，可

證實出在針對含硼單晶鑽石材料的部分，電晶體迴路相較於單 RC 迴路有較

好的金屬移除率與火花腐蝕能力。 

(f). 火花熔蝕加工後的鑽石探針雛形，透由切線式研削法進行粗加工之研削實驗、

精加工之研光實驗及拋光實驗，可最終成形針尖圓弧半徑 1 µm 的鑽石探針。 

(g). 本研究使用#3000 陶瓷結合劑鑽石磨輪，在其孔隙上添加#14,000 超微磨粒，

並以進給深度 0.1 µm/stroke 進行精加工拋光實驗，可使鑽石表面粗糙度最終

達 Ra86 nm。 

(h). 本研究使用自製的針尖半徑 1.0 μm 及 1.5 μm 鑽石探針與商用鑽石探針，對

標準塊規與標準片進行表面粗糙度的量測驗證及比較，結果可證實本計畫所

自行開發的鑽石探針，皆能在國際 JIS 2001 的標準公差規範內。  

7.1.2 本計畫貢獻 

(i). 本計畫提出一「避熱式旋轉放電法」，可使含硼單晶鑽石表面由 sp3 降至 sp2，

高溫火花熔蝕可無視於鑽石的硬度，以利快速形成探針雛形，且可避免火花

熔蝕期間，焊料因高溫而熔化，發生鑽石脫離母材的問題。 

(j). 以旋轉式火花熔蝕加工成形探針雛形的避熱路徑模式演算法，可以使單晶鑽

石能避開旋轉式火花熔蝕所產生的加工熱，也可大量移除鑽石與基材的部分

材料，可大幅減少後續的研磨加工時間。 

(k). 本計畫所提的「避熱式旋轉放電法」成形一針尖圓弧半徑 1 µm 的鑽石探針，



 科技部成果報告書(MOST 106-2221-E-003 -017 -MY2)-61

全程耗時僅 2 小時 36 分鐘，比起傳統僅以研磨方式成形，效率可提高 54%。 

(l). 本計畫已成功開發出成形針尖半徑 1.0 μm 及 1.5 μm 的商用鑽石探針，證實

本製品的量測結果能達 JIS 2001 規範的標準差範圍，顯示本計畫能應用於商

用的表面粗糙度量測儀的量測，已初具「技術自主」能力。 

7.2 未來展望 
本研究實驗提出之避熱式火花熔蝕加工技術，研究至此已具明顯成效，但仍

有些關鍵技術需克服如下: 

(a). 線上旋轉式火花熔蝕倒置式機構雖可使鑽石探針具有不需拆卸，高同心精度

等優點，可直接研磨至針尖目標 1 μm，但放電迴路為本研究之重點，需開發

或使用具更高放電頻率之放電迴路，避免氧化膜層產生。 

(b). RC 迴路雖有尖端電流可加工微小材料不至熱變形，但單發放電能量小，不足

以衝破氧化膜層對含硼單晶鑽石進行放電加工，且放電效率不佳，線極進給

率與放電熔蝕率無法匹配，導致含硼單晶鑽石表面容易生成氧化膜層，電阻

率上升，加工更形困難，可改用多 RC 迴路，增加放電頻率，減少氧化膜層

的產生。 

(c). 直線式的加工路徑雖可大量移除材料，但加工產生的熱易導致焊料的變質及

瞬間熔化，使單晶鑽石脫離母材。若以啄式放電加工法進行實驗，應可避免

熱集中於一點或熱傳導至焊料，影響實驗結果。 

(d). 避熱式旋轉放電法使用電晶體迴路最終只能得鑽石探針針尖最小為 8 μm，若

為得更小針尖，需進一步考慮熱影響造成的因素，或改用更高頻率的電晶體

迴路或其他放電迴路。 

(e). 透由避熱式旋轉放電法，鑽石探針針尖的表面產生石墨化，結構由 sp3 降至

sp2，硬度大幅下，但表面石墨化的程度及石墨化厚度未能得知，若為更進一

步提高成形效率，可探討石墨化影響的因素及其厚度對針尖成形是否有間接

的影響。 

(f). 本研究研削實驗，因地域關係及環境振動等因素，最佳針尖只為 1 μm，若為

達 1 μm 以下之針尖半徑，可在更小的環境振動下進行實驗，避免振動使針尖

成形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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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會議時間： 2018 年 09 月 02 日 09 月 06 日 

計畫編號 No. MOST 106-2221-E-003-017-MY2 

計畫名稱 一種線上高頻淺層改質輔助製程之高精密研削系統開發應用於單晶鑽石 

工具快速成形研究 

出國人員 陳順同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2018 年 09 月 02 日 09 月 06 日 會議地點 Dubrovnik, Croatia 

會議名稱 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amond and Carbon Materials 

發表題目 
Study of high-frequency microspark-erosion of boron-doped polycrystalline 

diamond 

報告內容： 

一、 參加會議經過： 

  2018 鑽石與碳材料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amond and Carbon Materials)

於 2018 年 09 月 02 日至 06 日在克羅埃西亞的杜布洛尼克舉行。本次會議有來自世界各地

從事鑽石相關技術，包括先進鑽石、石墨與碳材料等成長技術與應用技術的學者及研發人

員與會，也包括相關的鑽石商業人士，主要研討鑽石相關技術在理論及應用方面的最新發

展。此次研討會是由 Elsevier 的 Team leader‐ Conference Content Team 所舉辦，今年是第 29

屆，在鑽石相關產業技術領域中，佔有極重要地位，Elsevier 所舉辦的研討會，除具高學術

水準外，更能獲得科技新知的交流、技術資料的蒐集及宣傳等，故常被視為瞭解國際鑽石

材料技術現況與未來發展的重要指標。 

投稿的論文來自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德國、瑞士、香港、新加坡及中國大陸等

國家，投稿稿件有 420 篇之多，其中有 91 篇被指定發表，155 篇被篩選出以海報方式展示。

大會分為全體性會議(Plenary session)、專題討論(Workshop session)、焦點專題會議(Focused 

and Panel session)、口頭報告(Oral session)、海報展示(Poster)以及廠商參展(IMS Exhibition)

等。本次研討會議主要議題包含以下項目： 

1). Carbon Materials for Neurointerfacing Applications 

2). Graphene Growth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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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amond Fabrication & Applications 

4). MOSFET and Carbon Biomaterials 

5). Photonics and Graphene-based Applications 

6). Emission and Carbon Composites 

7). Monocrystalline Diamond Growth & Characterisation and Carbon-based Devices 

8). Carbon for Energy Applications 

9). Spectroscopy 

10). Electrical Transport Properties 

11). DLC 

12). Magnetometry 

13).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Carbon Materials 

14). Diamond Nanoparticles 

15). Diamond Devices 

二、 會議心得： 

大會第一天，主要是參加者報到及註冊，並由德國的Augsburg大學做「鑽石取向成長介

紹」，包含基本概念、特殊議題討論與特徵工具應用等，接續晚上由大會安排接待晚會。第

二天開始，即是一系列演講，包括全體性的會議與專題報告。引人注意的是奈米鑽石應用

於醫學(如澳洲墨爾本大學所提出的研究Diamond quantum probes for bio-sensing and imaging;

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所提出的研究Nanodiamonds for gene delivery: chemical design and

biological interaction studies)的研究，係對癌症標靶治療的相關研究，透由奈米鑽石表面披覆

藥物，進入人體，因奈米鑽石能躲過人體免疫系統的攔截，而隨血液流至身體各部位，當遇

到癌細胞時，因細胞分泌的酸鹼值不同，奈米鑽石便能適時投藥，獲致標靶治療目的。在加

工方面，瑞典(單位: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提出一種以離子束蝕刻技術

(Ion beam etching, IBE)對單晶鑽石進行拋光的研究(Non-contact polishing of single crystal 

diamond by ion beam etching)，單晶鑽石以緩速旋轉，由離子束照射在單晶鑽石表面，材料

表面約有65nm-4nm的深度被移除，大約有95%的拋光深度可被離子束蝕刻移除乾淨，是屬

於機械式移除，故表面少有次表層破壞。 

個人論文是以Poster方式發表，主題為“Study of high-frequency microspark-ero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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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on-doped polycrystalline diamond”，這項研究主要在討論關於一般市售的火花熔蝕放電電

源與自行開發的高頻放電電源對含硼聚晶鑽石加工的差異性。透由可程式邏輯裝置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PLD)，觸發所設計的高頻放電電源(High-frequency microspark-

erosion)，可產生窄脈衝寬度、高尖峰值的放電電流波列，這些放電電流波列創造出小能量

且高密度的放電點，能高速且微量地移除材料。研究對含硼聚晶鑽石難切削材料進行微細

線切割放電加工驗證。實驗結果顯示，比起電晶體式電源(Transistorized EDM power source)，

其熱影響區更小，且表面粗糙度更好。此外，也對不同放電電源在含硼聚晶鑽石材料上的

熔蝕機制、材料移除率(Material removal rate)與鈷析出量等進行探討。 

本次研討會中，透由海報展示，也認識了德國的Tafel教授，他帶領團隊提出"Fabricat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diamond coated tungsten tips"的研究，即先對碳化鎢圓棒進行

旋轉式化學蝕刻，使碳化鎢棒形成奈米等級的尖針，再以化學蒸鍍方式進行鑽石覆層，據

其研究結果顯示，覆層部分約有30%是石墨，其餘70%為鑽石，此項研究成果可用於低成本

的鑽石探針之製作。圖1為個人參與Diamond 2018的留影；圖2係與德國學者Prof. Tafel於會

場留影；圖3及圖4分別為Diamond 2018研討會議的現場與海報展示現場。 

圖 1 個人參與 Diamond 2018 留影 圖 2 與德國學者於會場留影 

圖 3 Diamond 2018 研討會議現場 圖 4 Diamond 2018 海報展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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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事項： 

在參加會議有機會認識其它國家的人士，除了彼此能交換心得之外，並可觀察各國研

究領域與重點，這對於開拓視野、提升研究品質有莫大的幫助，個人認為這是一趟成功的

研討會與學習之旅。為提高台灣於此領域之學術地位，仍待學術單位的支持與鼓勵。 

四、 攜回資料： 

1. 大會議程，2.會議行程集。 

五、 稿件轉投： 

本次會議所投稿件(篇名 :"Study of high-frequency microspark-erosion of boron-doped 

polycrystalline diamond")，已申請轉投至 Diamond & Related Materials 期刊上，目前已進入

審查階段，俟主編回復即可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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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本製品的量測結果能達JIS 2001規範的標準差範圍，顯示本計畫所開發
的單晶鑽石探針，能應用於商用的表面粗糙度量測儀的量測，研究所提方法具
「技術自主」及「商業化」價值。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計畫僅針對工業界所用表面粗糙度量測所需之單晶鑽石探針，進行新製程技
術的開發，內容未涉及政府政策的相關研究，故無關於政策應用面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