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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出席2021三地（港、馬、臺） 
大地工程國際研討會

2021三地（港、馬、臺）大地工程國際

研討會於5月18日舉行，由香港工程師學會

HKIE主辦，實體會議在香港，本學會及馬來

西亞工程師學會IEM皆以視訊方式參與。

本次研討會配合香港工程師學會岩土分

部4 1週年研討會共同辦理，會議主題定為

「Adapt to Challenges, Create to Thrive」。配

合研討會主題徵稿，本學會邀請中興大學壽

克堅教授以及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張正憲工程

師、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劉政工程師、亞新

工程顧問公司洪芯琦工程師等代表分別投稿4 

篇。活動是日，4位作者以視訊方式發表論

文，每人15分鐘，就我國大地工程發展的豐富

經驗和專業技術和與會人員進行交流討論。

本學會中華台北亞太及國際工程師監督

委員會楊亦東主任委員、秦中天副主任委

員、洪向民副主任委員及相關同仁亦線上出

席活動，另有專家學者、公會代表及4篇論文

之共同作者等共20多人參與，成功擴大與其

他國家大地工程學術及技術之交流，並持續

與香港及馬來西亞工程組織團體保持緊密互

動及合作。

▲ 港馬臺三地大地工程（視訊）研討會 ▲ 亞新演講人進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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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及太平洋工程師組織聯盟（ F e - 

deration of Engineering Institution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FEIAP）青年人才發展工作小

組（YTDWG）於6月19日舉辦青年工程師成

長系列線上研討會，本學會青年工程師聯盟

青年工程師成長系列線上研討會

▲ FEIAP舉辦青年工程師成長系列線上研討會

▲ 演講後進行交流分享

委員會參與舉辦，邀請國震中心與臺大土木

合設AI中心主任陳俊杉博士擔任受訪者，黃

琬淇委員擔任採訪人，會議主題為Meet And 

Greet With Accomplished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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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工程聯盟（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Alliance, IEA）年會活動（IEAM 2021）在

臺北時間6月21日至6月26日期間以視訊方式

召開。為期一週共16場次的活動，聚集了來

自各經濟體的工程專家900餘人次出席，針對

IEA的組織架構和權責、工程教育準則與專

業能力資格的整合等議題，做了極為深入的

討論。

本學會與工程會代表出席 
國際工程聯盟年會（IEAM 2021）會議

本學會代表團在中華台北亞太工程師監

督委員會楊亦東主委的率領下，積極參與了

多場活動，工程會林傑主秘也撥冗出席亞太

工程師協議和國際工程師協議的閉門會議，

展現我國對於「推動工程師跨境流動」這項

全球議題的重視和支持。IEA秘書處也於會

後感謝本學會的參與。

▲ IEAM年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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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學會代表參與的國際工程師協

議（ I P E A）年度會議及亞太工程師協議

（APECEA）年度會議於臺北時間6月25日 

上午7時召開，各會員國針對兩項協議正、副

主席選舉，以及會員國接受國際稽核的查核

報告等議案進行線上的投票表決。今年度一

系列的會議也討論了多項攸關IEA未來走向

的議題，主要是希望加強IEA的內部治理，

以及促進外部推廣，另外也納入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UN SDGs）融入未來工程師的職

能要求中，有意整合這些方法和制度作為國

際間共同認可的標竿，對於新趨勢的調適及

因應，成為各經濟體的重要課題。

▲ 會議中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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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 
及沈怡獎學金頒獎典禮

本學會於8月5日假學會會議室舉行110

年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及沈怡獎學金頒獎典

禮，由施義芳理事長主持，邀請獎勵委員會

高宗正主委、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評選作業

小組歐善惠召集人及宋裕祺理事到場觀禮及

頒獎。

本學會各年度獎項均在當年度的年會中

頒發，110年會活動因疫情影響延期舉辦，考

量多數獎學金得獎人已畢業，並即將進入國

內外研究所攻讀，因此特安排該獎項的頒獎

典禮，將獎狀及獎金頒贈予得獎人。

施理事長於致詞時首先恭喜各得獎人，

並表示希望能引導與激勵同學於在學期間用

心學習，以精進其專業知識與技能，提高未

來在職場上競爭力，同時期勉同學們於畢業

後將所學投入業界為社會帶來貢獻。

頒贈儀式後，施理事長、高主委、歐召

集人及宋理事與得獎人共同合影留念，並進

行分享與座談，各位得獎人自我介紹並分享

對未來的生涯規劃，出席貴賓亦鼓勵得獎人

持續努力，未來有機會繼續申請學會的各項

獎項。

▲ 施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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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共評選出 

10位得獎人，分別為吳俊緯、李維軒、林

沂儒、林毓淇、張宸瑄、陳志綸、黃潔金、 

▲ 施理事長與出席貴賓偕得獎人合影

▲ 分享與座談

黃瀚萱、潘正諺、蕭宇哲，沈怡獎學金得獎

人2位為趙家豪、簡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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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工程材料 –專輯序言

柏林股份有限公司品保部代副理 / 黃漢堯

柏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陳哲生

若老子的道德經是唯心論最美麗的序

言，那古羅馬詩人，同時也是哲學家的

Lucretius所創作之De Rerum Natura, On The 

Nature of Things就是唯物論最浪漫的前曲。

不同於「道可道非常道」，Lucretius主張以 

原子為礎的物質宇宙裡，決定論為本的知識

不僅常可道，更是進步的磐石。這微渺世界

觀的思維差異是造就東西方文化演進時巨大

不同的關鍵之一，也為東西方的科學發展帶

來本質上的差異。

科技的發展與材料息息相關，而工程的

突破更需要仰賴材料科學，本次專欄很榮幸

邀請到學界與產業界的材料科學權威來分

享其研究發展結果，學界方面由「跨維綠

能材料中心」（Hi-GEM, Hierarchical Green-

Energy Materials Research Center）、「工研

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ITRI- IEK）

及材料與化工研究所」、「金屬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等單位執筆；業界方面則由產業龍頭

「中國鋼鐵」與「中鋼鋁業」技術發展單位

執筆，共分為七篇文章，內容包含了金屬材

料、複合材料、循環經濟再回收材料、電池

元件材料及材料發展趨勢等，讓讀者能藉由

不同的產業與機構的觀點，廣泛地了解目前

材料的需求與發展的趨勢、瓶頸與機會。

首先，工研院材化所「全球碳中和趨勢

下臺灣材料產業的新契機」，說明因全球氣

候變遷，碳中和議題成為國際共識與永續發

展的首要目標，文中整理2050年達到淨零排

放目標的國內與國外做法，國際間減碳有二

大做法：

1.  能源結構的調整，大幅提升能源效率，擴

大再生能源，發展新興能源技術與應用。

例如：氫能、低碳合成燃料、材料輕量化

與循環經濟等。

2.  產品生產製造模式的改變，從產品生命週

期碳足跡著手，包括提升材料使用效率、

生產製程效率以及產品壽命終止廢棄再循

環率，發展低碳 /零碳新材料技術、新製

程優化設計、新商業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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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方面，政府也要求各部門進行評

估，並針對製造部門的碳排放，提出以下解

決策略並逐步執行：

1.  能效提升：節能 / 能源管理、能資源整合、

智慧化能源管理等。

2.  燃料轉換及電氣化：轉換低碳燃料（天然

氣）、廢棄物衍生燃料、氫能、製程及供熱

設備電氣化等。

3.  循環經濟：廢棄物循環材料高值應用、再

生料替代原生料、 CO2捕獲再應用、汽電

共生園區能資源整合等。

4.  創新技術：模組 / 材料 / 製程重新設計、

製程 VOC削減技術等。

第二篇為工研院IEK單位文章「亞洲地

區碳纖複材之應用市場及技術發展趨勢與方

向」，主要是針對材料輕量化的趨勢提出方

案，文中提到在全球汽車輕量化以及亞洲鼓

勵燃料電池車發展趨勢下，未來在燃料電池

車將大幅成長，碳纖複合材料在汽車領域的

應用預計將以年複合成長率超過20%的速度

增加，成為2030年亞洲最主要的碳纖複材應

用。管線與氣瓶之碳纖複材應用預估也將以

年複合成長率30%以上的速度成長，「碳纖

複材氣瓶的自動纏繞加工法」與「易加工可

回收複材氣瓶」成為近期碳纖複材領域廠商

技術開發的重點項目。

第三篇為中鋼鋁業文章「鋁軋延材新應

用趨勢」，同樣是針對材料輕量化的趨勢提

出方案，因未來材料輕量化的需求，中鋁積

極拓展各項鋁軋延材的新應用絲路，同時以

交通運輸部品、重要半導體設備元件，以及

民生消費性電子零件等為三大主軸，深耕發

展各項鋁軋延材之基礎技術，包括輕量化鋁

製車身鈑金、電動車儲能用鋁材、高強度耐

海洋蝕性船用鋁板、重要半導體設備元件與

民生消費性電子零件等，以達成節源、經濟

與環境永續經營之目標。

「改質轉爐石在工程材料與循環經濟之

應用」一文，中鋼提出針對循環經濟趨勢的

解決方案，中鋼集團發展熱渣改質技術，其

所產出之改質轉爐石可徹底消除游離氧化鈣

等膨脹因子，其經過破碎再利用仍可維持

體積穩定，具有多元資源利用潛力。改質轉

爐石因具體積安定性，經證實可用於道路工

程、高壓混凝土鋪面磚、非結構性水泥製

品、鐵路道碴及人造建材等用途，未來除期

望協助集團轉爐石產品資源利用，達成「使

用者滿意、社會大眾安心、資源有效應用」

之目標，擬朝向加值化及高值化發展，以創

造外界使用誘因，增進推廣之經濟性，以落

實政府循環經濟理念。

第五篇為Hi-GEM中心所撰寫「高效能膠

固態電解質在先進電池元件的應用」，同樣

延續環保議題的重要性、電子產品、電動汽

機車的蓬勃發展，對於儲能及產能裝置有著

大幅上升的需求。首先，文中簡述鋰電池及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電池化學、以及近年

來電解質材料方面的進展與目前所遇到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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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Hi-GEM說明膠固態電解質可以解決電池

在長期使用下，封裝材料的老化會造成電解

質中的溶劑揮發與洩漏的問題，以及鋰離子

電池中鋰金屬在負極上枝晶生長的問題。這

些現象不只降低電池壽命，甚至造成使用的

安全性問題。但製程上仍存在技術瓶頸無法

使膠/固態電解質全面商品化。目前仍需就幾

個面向去進行進一步的了解及研究。

1.  離子傳輸的機制：雖然對於鋰電池內的各

個反應介面已有開始建構探討，但對於固

態電解質與固態正極間的探討仍需持續琢

磨。

2.  穩定鋰金屬電極：鋰金屬電池易生成枝晶

狀的鋰，故如何設計電解質有效地調節其

沉積行為和了解鋰成核及枝晶生長的機制

至關重要。

3.  膠 /固態電解質的製程規模放大：現址凝

膠製程及固態電解質 Roll-to-roll製程可以

實踐商業化的目標，但技術的機遇和挑戰

並存。

4.  安全性及能量密度的提升：關乎電極與電

解質材料的選擇與匹配。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文章「先進功能

性金屬材料創新應用趨勢」，同樣地，因環

保意識抬頭，各國大聲疾呼產業應用應快速

朝向發展綠能，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

時要進行節能，期望各國2050年完成碳中

和的目標。因此，永續發展成了當前產業最

需要考量的議題；輕量化，正是金屬產業目

前發展最主要的目標。另一方面，全球正經

歷著製造業區域化、碳中和、大規模傳染病

等，造成供應鏈中斷、原物料價格上漲、資

通訊產業加速發展、防疫抗菌受到重視、太

空相關產業快速興起等等，使得功能性金屬

材料的開發需求大增。本篇回顧性文章介紹

了先進鋼材、先進鋁材、新型銅合金與非鐵

基金屬複合性材料的開發，以及得到的性質

及應用領域，期望讀者能快速了解到最近的

產業發展趨勢及相關金屬材料的應用。

最後則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文章

「太空產業用鈦金屬發展現況與趨勢」，因

近年來，人類加快了探索太空的腳步，且因

應5G與太空商業化趨勢的發展下，亦帶動衛

星與火箭的蓬勃發展，然而太空環境十分複

雜，因此在設計上不僅需考慮結構的特點，

更須注重材料的選擇與使用。本篇文章介紹

目前鈦金屬於太空產業之應用現況以及鈦合

金的新進展，包括

1. 鈦鋁界金屬

2. 鈦基複合材料

3. 添加微量元素 （矽、硼、碳）

臺灣過去以金屬基礎工業技術聞名於國

際，深厚的材料研發與加工製程能力也讓臺

灣許多中小企業成為SpaceX供應鏈的重要夥

伴，未來隨著太空產業而帶動之太空經濟，

臺灣廠商在這場星際戰爭中一定不會缺席。 

透過上述專欄文章可以發現目前材料發

展的驅動力，大多是圍繞著解決氣候變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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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溫室效應問題，即達成全球主要國家

的減碳目標 - 2050年碳中和，也可以很清楚

的了解材料發展趨勢走向輕量化、節能、環

保可回收、功能性提升、低碳、效率提升等

特性。期盼讀者能透過本次專欄，對於未來

自身工程領域材料的選用與應用能有進一步

的幫助。

最後，科技的發展，不論是從冷聚變的

清潔能源到光學電腦的量子運算，亦或是以

運算力為核心的文明2.0，這些科技的工程實

現都需要仰賴材料上的突破。然而，不同於

虛擬運算世界不受限於自然法則，現實世界

中材料永遠需服從自然法則。所以，材料科

學家的本職比電腦科學家更艱辛也更具挑戰

性，讓我們獻以最響亮動聽的掌聲，感謝這

群讓未來科技得以實現的材料菁英，那輝煌

閃亮的未來因為有您，不只「將來」，而是

「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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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中和趨勢下 
臺灣材料產業的新契機

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經理 / 吳正宇

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管理師 / 林幸慈

關鍵字： 碳中和、淨零碳排、永續材料科技、循環經濟

摘要

全球氣候行動，碳中和議題成為國際共

識與永續發展的首要目標。臺灣以出口為導

向且位居全球供應鏈的要角，對淨零碳排趨

勢將首當其衝，影響甚巨。本文將從國際碳

中和趨勢、臺灣面臨之現況等面向檢視產業

將會面對到的問題，進而歸納可創新技術之

方向，透過材料科技研發創新技術，為臺灣

產業淨零轉型解鎖，並與全球同步邁向淨零

排放之未來。

一、全球永續挑戰

聯合國秘書長  A n t o n i o  G u t e r r e s y在

「2020年全球氣候狀況（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20）報告」發表會上呼籲2021年將

是全球氣候行動成敗關鍵一役，各國應有積

極作為與具體的進展，以穩定氣候並結束人

類與自然的戰爭[1]。

回顧疫情籠罩的2020年，Covid-19爆發

讓許多國家進入鎖國封城的狀態，停工、停

飛讓人類經濟活動一度停擺，打亂全球化的

製造業供應鏈模式（圖1），雖然瞬間讓碳排

放大幅下降5.8%（約20億噸）[2]，卻也更

確定經濟、產業的發展與碳排放有高度關聯

（圖2），而高碳排所導致的全球暖化、極

端氣候，也令人類陷入無法招架的災難性危

機。根據世界氣象組織報告，2020年暖化溫

度高於工業化前1.2°C、CO2濃度攀升至410.5 

ppm等多項氣候指標持續惡化，而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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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洪水、乾旱與森林大火等，不僅讓社

會經濟發展受影響、流離失所的人口增加、

糧食安全問題衍生，還造成海洋生態系統的

破壞[3]。這股大自然反撲的力道，迫使人類

圖 1　全球化的製造業供應鏈模式

                     資料來源：IEA；Le Quéré et al.（2021）；工研院材化所整理（2021/06）

圖 2　1970-2020全球碳排放變化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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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大步邁向全球永續發展，正面積極的迎

接一系列的威脅與挑戰。

碳中和是永續發展的關鍵，2015年「巴

黎氣候協定」要求全球暖化溫度控制在2°C

內；2018年科學研究發出氣候緊急警示，將

溫控目標推向1.5°C以內，致使碳排放目標於

2030年需減量45%（較2010年），並於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5]。各國也依此作為緩解氣

候危機的重要指標，甚至立法且設定更積極

的碳中和目標，從國家、城市到企業機構，

這關鍵的一役沒有人是局外人。

二、國際碳中和推動現況與發展趨勢

截至2021年5月底，聯合國氣候公約會

員國共197個，巴黎協定締約國有191個，

提交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則有192個國家，其中

有80個國家首次提交，有8個國家做第二次提

交，而非洲厄利垂亞雖尚未成為巴黎協定會

員國，但也已提交NDCs [6]。隨著碳中和議

題在全球蔓延，已有132個國家將淨零碳排目

標納入政策議程討論、政策擬訂或立法，有

84個城市、34個地區、419家企業提出淨零承

諾[7]，設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或加入「碳

揭露專案」、「Race to Zero」計畫和「氣候雄

心聯盟（Climate Ambition Alliance）」等，

顯示各國對減碳的強烈共識與決心。

在巴黎協定簽訂滿五周年前夕，全球最

大碳排放的中國宣布2060碳中和，而後日

本、韓國也陸續發布2050年脫碳；此外美國

也在拜登上任後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並主導

舉辦全球氣候峰會。於該峰會中，各國領袖

也為大幅降排做出新的承諾，表1彙整全球主

要國家減碳目標：

為達成2050淨零排放，國際間減碳二

大作法：一為能源結構的調整，大幅提升能

源效率，擴大再生能源，發展新興能源技術

與應用。例如：氫能、低碳合成燃料擴大應

表 1　全球主要國家減碳目標 [8]

國家 目標

美國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5年減少 50~52%；2035年零碳電力供應（提出 2兆美元法案，
助美國轉向潔淨能源）；2050年碳中和

歐盟 2030年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比 1990年減少 55%（原為 40%）；2050年碳中和

中國 2030年碳達峰（碳排量達到歷史最高值後，進入下降階段）；2060年碳中和

日本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13年減少 46%（朝 50%努力）；2050年碳中和

加拿大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5年減少 40~45%；2050年碳中和

英國 203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78%（相較 1990年）；2050年碳中和

資料來源：全球氣候峰會總結；工研院材化所整理（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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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運輸、工業與建築電氣化發展，結

合再生能源發電；永續生質能前期在運輸部

門，後期在工業部門應用；碳捕獲再利用與

封存系統（CCUS），及其他負排放技術（例

如BECCS）[9]。一為產品生產製造模式的

改變，從產品生命週期碳足跡著手，包括提

升材料使用效率、生產製程效率以及產品壽

命終止廢棄再循環率，發展低碳 /零碳新材

料技術、新製程優化設計、新商業模式。例

如：循環材料rPET採用、導入綠能（氫能、

沼氣）生產製程、CO2料源的化學技術開發

等。

三、 2050淨零碳排新時代，臺灣準備好了
嗎？

臺灣在2015年發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規範臺灣溫室氣體排放量2030年

較2005年減少20%；2050年減少50%（圖3）

[10]。然而在全球氣候行動大步邁向淨零排

放，國際間將祭出「碳邊境調整機制」的貿

易政策態勢已日漸明朗，各大品牌業者也加

入零碳排行列訂定綠色供應鏈規範，對於我

國以製造業見長，且高達65%的GDP需仰賴

外銷的出口導向國家，要持續保有全球供應

鏈要角之地位，在溫室氣體的減量上，勢必

調整內部作法以因應淨零的國際趨勢及各項

要求，加速並提升目標以達成2050碳中和。

若不趁此趨勢大破大立，恐成為我國經濟發

展的一大隱憂。

因此，政府已積極與各界展開對話，並

盤點國內碳排放現況，期能找出最符合臺灣

未來永續發展的氣候治理路徑，以及運用新

興科技為產業帶來永續發展新契機。

圖 3　國家溫室氣體階段管制規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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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製造部門排放現況

2019年我國整體電力消費與非電力消費

的排放（含不確定性分析）約為2.6億噸， 

其中製造部門排放約1 .27億噸約佔整體排

放4 9 %，若再加上製程中的排放約2 . 2 5千

萬噸，則總數約為 1 . 4 9 6億噸佔整體排放

51%[11]。若以排放來源來看，2019年製造部

門的排放來源及佔比如下：

▓  電力消費（63%）：泛指使用電力換算回發

電時所排放數量。

▓  非電力消費（22%）：泛指使用之非電力消

耗之能源，如鍋爐使用煤炭、燃料油、天

然氣等化石燃料燃燒後排放 CO2e等。

▓  製程排放（15%）：泛指製造過程中，因為

化學反應或相關作業產生之排放氣體，如

電子業蝕刻製程含氟氣體排放（PFCs），

鋼鐵、水泥、石化製程原料化學反應釋出

等。

（二）我國製造部門減碳策略

面對2050碳中和目標，臺灣企業已紛紛

響應，政府也要求各部門進行評估，並提出

相關因應對策逐步達標。針對製造部門的碳

排放，提出以下解決策略並逐步執行：

1.  能效提升：節能 /能源管理、能資源整合、

智慧化能源管理等

2.  燃料轉換及電氣化：轉換低碳燃料（天然

氣）、廢棄物衍生燃料（SRF）、氫能、製

程及供熱設備電氣化等

3.  循環經濟：廢棄物循環材料高值應用、再

生料替代原生料、CO2捕獲再應用、汽電

共生園區能資源整合等

4.  創新技術：模組 /材料 /製程重新設計、製

程 VOC削減技術等

四、材料技術創新，為產業淨零轉型解鎖

材料科學為工業之母，我國材料與化工

產業亦為臺灣經濟的重要貢獻者，因此在產

業邁向淨零轉型的過程中，工研院材化所不

但不能缺席，更致力於淨零碳排技術的研

發，並著重在源頭材料組件與製程，導入循

環經濟與減排設計的創新應用，以達到零碳

甚至負碳的效益。目前已有相當的進展與研

發成果，期能成為產業淨零轉型的助力，與

產業界共同提升減碳效果。

列舉幾項技術成果如下：

（一）二氧化碳捕獲與再應用技術：

全球現在約有4 0種以上之C O 2捕獲系

統，平均能耗約為3.5 GJ/ton-CO2，工研院

材化所開發新的化學吸附劑配方（sterically 

hindered amines）可將能耗控制在3 GJ/ton-

CO2以下且成本小於$32 USD/ton-CO2。目

前已於多家業界進行二氧化碳捕獲場域實證

技術及設備建置，包含於臺中火力發電廠設

置20公斤級/日的CO2捕獲系統，已運行超過

5,000小時；另外，與國內石化廠也展開100

公斤級/日CO2捕獲系統之場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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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CO2轉化技術開發甲醇/NIPU/PU/

多元醇的環保應用材料產業技術，串聯相關

應用產品，協助產業除降低直接碳排外並開

拓綠色循環新應用商機。

（二）綠色生質聚酯材料：

呋喃二甲酸（Furandicarboxylic Acid, 

FDCA）是聚呋喃二甲酸乙二酯（Polyethy- 

lene Furanoate, PEF）的主原料，而生質聚

酯材料PEF比現有的PET包裝材料具有更高

的氣體阻隔性，其阻氧氣能力高於PET材料

達10倍以上，因此PEF的未來應用與市場規

模極具潛力。然目前FDCA市場皆被國際大

廠avantium、SYNVINA、DUPONT等公司 

壟斷。

工研院材化所目前已建立百公斤級Pilot

連續式FDCA試產技術，並已協助遠東新公

司取得高品質生質單體，建立PEF聚合研發

能量，改善PEF產品品質，拓展PEF產品應

用範圍。此外，針對上游料源，更協助國

內上游廠商投入FDCA之原料5-羥甲基糠醛

（HMF）製程開發，建置實驗室規模製程設

備，加速HMF工業化製程之開發。

目前針對綠色生質聚酯材料，已串聯國

內廠商建立臺灣PEF生質聚酯產業聯盟。透

過上中下游產業鏈連結，技術創新與應用一

體，取得全球綠色生質材料重要地位。

圖 4　臺中減碳技術園區 -碳捕集場域驗證

圖 5　臺灣 PEF生質聚酯產業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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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陽能模組材料資源高值化技術

碳中和趨勢下綠電將逐步取代現行之火

力發電，其中又以太陽光電系統發電作為重

要綠電來源，全球大力推動普建太陽光電系

統下，汰役的廢棄模組是近年來國際環保與

循環經濟重要課題，預估全球太陽能廢棄模

組（常規汰役與災損廢棄）在2030年將超過

600萬噸，而臺灣於2023年累積將超過1萬

噸，若未及早因應，模組廢棄問題恐持續擴

大，將阻礙國內綠能產業發展之機會。

工研院材化所打破傳統掩埋處理模式，

從源頭材料檢視，導入易拆解太陽能模組

Redesign，研發新型複合熱塑封裝材料，啟

動易拆解回收程序，打造全循環PV回收價值

鏈。所開發的綠色製程，可將回收模組的回

收率提高至95%，分別轉化為高純度的超白

玻璃粒料（含鐵量小於0.01%），並回用於玻

纖、平板玻璃等一般玻璃產品製程；回收之

長晶製程矽輔料（5N）與特用銀化合物等也

都可回到原製程或提供其他高值化應用等，

以此技術建立退役模組循環再運用之運作模

式。目前工研院材化所開發之技術已可與國

際（例如：歐洲Veolia太陽電池廢棄模組處

理）並駕齊驅。

（四）可循環熱固型樹脂合成設計

我國每年生產15萬噸PCB用銅箔積層板

用樹脂與3萬噸熱固性複合材料用樹脂，傳

統熱固性樹脂（如：環氧樹脂、酚醛樹脂、

不飽合聚脂等），因架橋網狀結構無法熱融

或溶解，只能掩埋或燃燒處理，造成環境負

擔。面臨未來碳中和趨勢品牌商開始要求供

應商提供可循環物料及再生物料下，需要技

術創新應對。本所從源頭重新設計可循環熱

固型樹脂分子結構，突破傳統熱固型樹脂無

法重複製造之技術瓶頸，並擁有高耐熱、高

環保、高機械強度等特性，新型熱固型樹脂

可應用在PCB、碳纖維複合材料、接著劑及

塗料等產業，目前已與國內銅箔基板廠商和

圖 6　全循環 PV回收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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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電路板廠商進行加工製程相容評估，未

來將協助臺灣材料產業搶攻全球綠色商機。

五、結論

今年4月由美國拜登政府所舉辦的全球領

袖氣候峰會中，各國政府皆宣示了未來碳中

和的時程及其階段性目標；知名的領導品牌

如Apple、Nike、三星等也都制定了企業的碳

中和計畫並同步要求供應商共同實施。從國

家的政策與品牌商的經營策略來看，淨零碳

排綠色經濟已成為顯學。

臺灣為外銷導向之國家，經濟發展隨著

出口國家及下游品牌商之策略影響，若不積

極於淨零碳排規劃部署，對於未來發展影響

甚深。

能源效率提升、燃料轉化及電氣化、循

環經濟及創新技術是未來重要戰略發展項

目，其中材料科技的創新更可從源頭改變生

態鏈價值體系，臺灣材料產業勢必要好好把

握碳中和趨勢之經濟脈絡，檢視既有能量透

過循環經濟概念導入創新技術，立足臺灣引

導全球供應鏈，勢必可開創淨零碳排之產業

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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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碳纖複材之應用市場 
及技術發展趨勢與方向

摘要

2016年亞洲地區碳纖複合材料超過25%

應用於運動及休閒用品市場中，其次為風電

相關應用，約占亞洲碳纖複材用量約20%。

汽車和航空應用節能的需求開始逐步推升碳

纖複材在亞洲市場的成長與發展；未來在燃

料電池車將大幅成長的趨勢下，碳纖複合材

料在汽車領域的應用預計將以年複合成長率

超過20%的速度增加，成為2030年亞洲最主

要的碳纖複材應用且占比將超過1/3，而碳纖

複材應用於管線與氣瓶預估也將以年複合成

長率30%以上的速度成長，「碳纖複材氣瓶

的自動纏繞加工法」與「易加工可回收複材

氣瓶」成為近期碳纖複材領域廠商技術開發

的重點項目。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材化組研究員 / 蕭亞漩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材化組組長 / 劉致中

關鍵字： 複合材料、碳纖複材、燃料電池車、碳纖複材氣瓶

一、全球複合材料產業現況

2020年全球複合材料市場的規模為378.8

億美元，預計從目前到2028年間全球複合材

料產業的年成長率將為5.3%，高於全球的

經濟平均成長率。同時，2020年由於受到

COVID-19疫情的影響，產業獲利下滑，全球

複合材料產業的附加價值為31.78美元，約為

整體市場規模的8%。

全球複合材料市場推動成長的主要因素

包括：「汽車和航空應用市場的成長」、「人

們越來越關注環境相關問題」、「各國政府日

趨嚴格的污染控制規定」以及「各國政府不

斷增加對綠色運輸的投資」，以上幾項因素推

動了複合材料市場的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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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航空與國防、海運、管線與油罐、

電力與能源、電氣與電子、房屋與建材市場

為複合材料的主要應用領域；2020年「運輸

用途」成為全球複合材料市場的最大應用，預 

計在2028年前仍將是最大的應用市場。

依據纖維的類型，全球複合材料採用的

纖維種類包括：玻璃纖維、碳纖維與天然纖

維等；玻璃纖維為目前應用最多的纖維，直

至2028年仍將符合此一狀態。

全球複合材料市場依據使用的樹脂類

型，可分為「熱固性樹脂」和「熱塑性樹

脂」兩種，熱固性樹脂類型有環氧樹脂、

聚酯樹脂、乙烯基樹脂等，熱塑性樹脂則

有聚丙烯（PP）、聚乙烯（PE）、聚碳酸酯

（PC）、尼龍（Nylon）等。2020年前，熱固

性樹脂為全球複合材料應用市場的主流，未

來也將持續如此。

2019年JEC Group發表的全球複合材料市

場資料顯示（如圖1），亞洲地區複合材料市

場占全球用量的46%，已超過美洲以及歐洲

用量。

在地域上，亞太地區為全球複合材料

的最大市場，其次是北美和歐洲，全球複

合材料主要生產者則有：Owens Corning、

Gurit、Solvay、Toray、Teijin、Hexcel Cor- 

poration、三菱化學公司、Kineco Limited、

Ashai Fiberglass、中國玻璃纖維公司、Scott 

Bader與Arkema等。

同時，全球的複合材料市場亦面臨「高

           資料來源：JEC Group（2019）
圖 1　2018年全球複合材料各地區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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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的加工、材料成本」與「缺乏產品標準

化」等不利發展的因素，也是未來產業可以

努力改善的主要方向。

從以上全球複材產業狀態可以知道亞洲

地區的碳纖複材為複材產業未來主要的成長

與發展區域，底下將就亞洲碳纖複材的發展

狀態，進行詳細說明。

二、亞洲碳纖維製造商與產能

2019年亞洲碳纖維既有產能約5萬公噸，

全球第一大碳纖維製造商日本東麗的亞洲產

能在亞洲地區占比近三成，亞洲第二大製造

商為臺灣台塑公司台麗朗占比17%，第三為

帝人占13%，亞洲碳纖維前三大公司皆為全

球前十大碳纖維製造商（如圖2）。

除臺灣、日本廠商之外，中國大陸廠商

在近十年間投入碳纖維製造，中複神鷹、江

蘇恆神與威海威光等中國大陸碳纖維製造商

總產能在亞洲產能占比已超過20%。其中中

複神鷹預計未來新增產能2萬公噸，威海光威

則是規劃提升總產能至1萬公噸。韓國曉星集

團從2008年開始進行碳纖維生產，2011年進

入全球銷售市場，2013年韓國年產能為碳纖

維2千噸、前驅物4千噸，2019年曉星年產能

成長至碳纖維4千噸、前驅物1萬公噸；預計

2028年韓國曉星年產能將成長至碳纖維2.4萬

公噸、前驅物4.8萬公噸。

亞洲地區韓國與中國大陸碳纖維製造商

看好碳纖維複合材料未來應用，皆有大量新

增產能計畫，後續將介紹亞洲地區複合材料

未來應用情況。

資料來源：BNEF（2019）
圖 2　亞洲碳纖維製造商與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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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洲碳纖複合材料應用趨勢

2016年亞洲地區碳纖複合材料超過1/4應

用於運動及休閒用品中，風電相關應用則占

亞洲碳纖複材用量約20%。在全球汽車輕量化

以及亞洲鼓勵燃料電池車發展趨勢下，碳纖

複合材料在汽車領域的應用預計將以年複合

成長率超過20%的速度增加，成為2030年亞

洲最主要的碳纖複材應用、占比超過1/3，而

碳纖複材應用於管線與氣瓶預估也將以年複

合成長率30%以上的速度成長，應用占比從

2016年的1%增加到2030年的12%（如圖3）。

四、 亞洲複材市場汽車與氣瓶應用逐漸增加

（一）亞洲氫能燃料電池車發展藍圖

FCEV（燃料電池車）是利用燃料電池中

氫和氧之間的化學反應，產生電能後帶動馬

達行駛的車輛；燃料電池須撘載氫氣氣瓶，

並於加氫站補充氫氣作為燃料電池所需的

「燃料」；發展燃料電池車將需要安全、輕

量化的氫氣儲氣瓶（如圖4）。

全球各國皆規劃發展氫能源與氫能燃料

電池車，美國、德國皆規劃2030年百萬輛燃

料電池車上路，亞洲地區也積極投入氫氣燃

料電動汽車（FCEV）並設定發展目標，預計

2030年全球氫氣電動汽車將成為主流；全球

對於高壓氫氣氣瓶需求也將大幅增加（如圖

5）。使得2030年亞洲地區輕量化碳纖複材在

氣瓶應用高速成長。

1. 日本NEDO的節能技術戰略2016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和新能

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制定的

資料來源：富士經濟

圖 3　2030年亞洲碳纖複合材料應用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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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技術戰略2016」，運輸領域將發展

下世代汽車，投入研發方向包括：改良燃

油汽車效率、改良純電池與充電電動車、

開發燃料電池車技術、重型車輛開發、汽

車輕量化以及運輸基礎建設等。另外日本

經濟產業省也在2016年提出日本能源計畫

資料來源：日本自動車研究所 JHFC
圖 4　燃料電池車車載氫氣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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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EC ASIA 2019
圖 5　全球氫氣燃料電池車需求快速成長



26 SEP 2021工程 • 94卷 03期

專題報導

（Japan’s Energy Plan），設定2030年日本以

氫能與燃料電池為發展主軸之一的目標。日

本2030年目標為90萬輛燃料電池車、900座充 

電站。

2.  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2021~2035年）初版

中國大陸2019年12月發布「新能源汽車

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初版徵詢各

界意見，初版以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

力車以及燃料電池汽車為三大開發方向，並

發展動力電池相關技術與材料、智慧聯網服

務以及新能源車基礎技術與材料。此版規劃

中突顯強化推動氫能燃料電池車，同時配合

推動氫能相關基礎設備以發展綜合式的運輸

與能源整合。

3.韓國氫氣經濟藍圖2040

韓國在2015年宣布「環境友善氫能經濟 

計畫」（Eco-friendly Hydrogen Economy Master 

Plan）後，2019年1月最新規劃韓國「氫氣

經濟藍圖2040」（The Roadmap for Hydrogen 

Economy）。目標在2030年將韓國氫能燃料

電池車製造從2018年不到2萬台，提升至81萬

台；並在2040年累積製造氫能燃料電池車620

萬台，同時普及加氫站基礎設施以創造氫能

生態圈。

五、亞洲的燃料電池車發展現況

全球最早發展氫氣燃料電池車的廠商為日

本豐田汽車、本田汽車以及韓國現代汽車。現

代汽車於2001年、2005年推出第一款商業化

燃料電池動力車，並在2017推出同樣是燃料電

池動力的運動型休旅車NEXO。日本本田汽車

公司在2007年推出氫氣燃料電池動力車，並在

2016年推出最新車型；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則 

是在2015年推出未來（Mirai）車款。

在未來車款中，日本豐田汽車與日本碳

纖維製造大廠東麗公司合作，開發熱塑性碳

纖複合材料應用於車底電池架中，具有保護

電池組功能，同時做為車底使用。另外也開

發碳纖複合材料的氫氣氣瓶，以樹脂聚合物

作為內膽，中層以碳纖複合材料纏繞提供強

化保護，最外層以玻纖複材提供外層保護。

日本本田汽車2016年新款車型撘載的氫氣氣

瓶也是使用相同的輕量化碳纖複材氣瓶。

韓國最新的燃料電池車使用韓國碳纖維

製造商曉星合作，製造碳纖複合材料車架。

NEXO車款的氫氣氣瓶使用高密度聚乙烯氣

瓶內膽、鋁製接頭，外圍以碳纖維預浸帶纏

繞，樹脂基質目前仍是熱固性樹脂環氧樹

脂。在2019 JEC ASIA展覽上，展出NEXO氫

氣氣瓶的是日本東麗公司（如圖6）。

六、碳纖複材氫氣氣瓶技術發展趨勢

（一）自動化纏繞加工方法

根據亞洲2020年目標需生產4萬個氫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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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供燃料電池車使用推算，現行纖維纏繞氣

瓶技術製造1個1~3噸的氫氣氣瓶，需耗時超

過2個小時；超過8萬小時的製造時間將難以

實現目標，更別說2030年亞洲地區預計製造

百萬輛燃料電池車，對於輕量化高壓氣瓶需

求量非常大。

快速量產的自動化纏繞設備與技術將是

燃料電池車商業化的門檻之一，日本村田機

械開發自動氣瓶纏繞設備，以獨立但可組合

的螺旋纏繞系統以及平行纏繞（hoop）系統

（如圖7）。設備配備碳纖複材180束同時進

行氣瓶纏繞，最後以非捲曲織物（NCFs）

型式複合材料包覆氣瓶內膽。全自動化纏繞

包括對其進行螺旋纏繞、剪切纖維、平行纏

繞、剪切纖維、再次螺旋纏繞以及收尾，整

資料來源：JEC ASIA 2019
圖 6　NEXO燃料電池車氫氣氣瓶結構

資料來源：村田機械

圖 7　村田機械全自動纏繞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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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纏繞時間僅需現行製程的10%，氣瓶生產

能力較過去提升十倍，可降低製造纏繞時間

以及人工成本；村田機械此設備系統已在日

本商業化，未來規劃進行海外商業化。

（二）易加工可回收複材氣瓶

在汽車回收指令影響下，汽車部件的可

回收性仍是廠商投入研究的方向，現行碳纖

複材氫氣氣瓶使用的複合材料樹脂基質以熱

固性環氧樹脂為主，但熱塑性碳纖複材在氣

瓶上的應用也持續發展，如尼龍系列樹脂。

韓國漢陽大學開發氫氣氣瓶製造研

究，該研究中使用法國材料公司阿科瑪

（ARKEMA）新開發的材料ELIUM進行複

合使用，ELIUM為常溫液態壓克力系樹脂，

可與碳纖維進行光固化或熱固化複合使用，

此材料於氣瓶應用將可對碳纖維做快速回收

（如圖8）。

七、結論

（一）燃料電池車將帶動碳纖複材氣瓶應用

亞洲已經是全球複合材料的重要市場，

儘管碳纖維強化複合材料現行亞洲應用市場

仍以運動用品為主，但在日本、中國大陸以

及韓國的氫能燃料電池車推動政策下，2030

年亞洲地區預估將有200萬輛燃料電池車，

2040年則將累積製造超過600萬輛。對應政策

發展，燃料電池車須撘載的氫氣氣瓶需求也

相應增加，而在汽車輕量化需求下，碳纖複

材於管線和氣瓶應用將在未來15年每年以超

過10%的速度增加。

註：左為韓國三養社的尼龍 6複材氣瓶；右為阿科瑪開發可回收樹脂
資料來源：JEC ASIA 2019

圖 8　易加工可回收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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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韓燃料電池車撘載碳纖複材氣瓶

日本豐田、本田以及韓國現代汽車為燃

料電池車先期投入者，也都在2015年以後最

新推出的車型中撘載碳纖複材氫氣氣瓶。碳

纖複材在氣瓶中主要作為強化保護用，現行

氣瓶使用碳纖複材規格以T700單向預浸帶、

熱固性環氧樹脂基質為主，但仍持續發展新

型熱塑性複材的氣瓶應用。

（三）亞洲地區碳纖維產能持續增加

碳纖維製造商看好亞洲碳纖複材商機，

尤其以新進的碳纖維製造商規劃新增產能居

多，在中國大陸、韓國碳纖維製造商的規劃

中，亞洲地區未來碳纖維將增加4.8萬公噸新

產能。

（四）成本是碳纖複合材料氣瓶應用關鍵

儘管碳纖複材氣瓶應用快速增長，但在

開發氣瓶使用的複合材料時「成本考量」為

商業化的關鍵，尤其氫氣氣瓶將配合量產車

搭配，氣瓶使用的複合材料成本、設計困難

度以及製造的生產週期，都是影響最後氣瓶

製造的關鍵。複合材料於氣瓶應用同樣關注

快速量產、全自動設備以及易加工的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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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軋延材新應用趨勢

中鋼鋁業公司技術發展處處長 / 黃舟廷

中國鋼鐵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研究員 / 丁仕旋

關鍵字： 鋁軋延材、鋁材、應用趨勢、中鋼鋁業

一、前言

鋁是地球上蘊含量僅次於氧與矽之第三

大礦藏，於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亦已超過百年

以上之歷史，且由於其密度僅為鐵的1/3而

具輕量化的特性，並具有表面易自然生成氧

化鋁薄膜的耐蝕特性，以及位居銀、銅、金

之後的第四位高導電特性，因此被廣泛地應

用於交通運輸業、軍事國防工業、半導體產

業、建築業及消費性電子產業等，是現今僅

次於鋼鐵用量的第二大金屬材料；中鋼公司

自1985年承接臺灣鋁業公司，並於1996年成

立中鋼鋁業公司，經三十餘載之努力，中鋼

鋁業公司已發展為國內最大的鋁軋延廠，為

因應國際節能減碳與綠能環保之趨勢，積極

拓展各項鋁軋延材的新應用絲路，同時以交

通運輸部品、重要半導體設備元件，以及民

生消費性電子零件等為三大主軸，深耕發展

各項鋁軋延材之基礎技術，以達成節源、經

濟與環境永續經營之目標。

二、交通運輸部品

（一）輕量化鋁製車身鈑金

鋁合金自1940年代就已經應用於汽車

上，然而在早期，多數以鑄造材和擠型材等

應用為主，而軋延材則普遍應用在散熱片與

隔熱罩上，但皆屬於一般性零部件，因而未

引人注目；反觀近幾年的最大成長動能，主

要是因應各國政府的環保法規要求，而逐漸

拓展應用在非保安零件上，並且以車身外觀

的四門二蓋鈑金件為大宗，世界鋼鐵協會已

經預測，2025年車身用的鋁片年需求量將成

長到180萬噸[1]，總產值規模超過1,000億

新臺幣；事實上，應用車身鋁板最為廣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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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美 /日等先進國家的高級車款，如圖1，

其中車身鋁板又可區分為內板和外板，內板

因為車體內部須配置各式各樣的零部件，所

以造型起伏較大，成形需求相對較深；而外

板則需要具備阻抗飛沙走石或輕微碰撞的抗

凹性能力，所以著重於塗裝後的烤漆強度、

表面光鮮亮麗和加工包邊性，換言之，作為

車身內板與外板的特性要求並不完全相同；

以北美車款而言，GM、Ford、Chrysler等

皆有推出鋁合金車款，其外板與內板主要使

用AA6022鋁材，或是強度更高之AA6111鋁

材，此外，內板亦有少部分係使用AA5182

鋁材；而以歐洲車款而言，Audi、BMW與

Mercedes Benz鋁合金的車款中，外板主要

是AA6016鋁材，而內板則是較為多元，含

AA6016、AA6181、AA5182和AA5052等鋁

材；另鄰近的日本Toyota、Honda和Subaru

等車廠，也皆在高階車款上使用鋁合金作為

車身鈑金，外板有AA6016和AA5022鋁材，

而內板則是AA6016、AA5182和AA5083等 

鋁材。

整體而言，除了日系車款外，外板幾乎

清一色是使用6000系鋁材，而內板則是同時

使用5000系和6000系鋁材，其占比情形，概

估為20%比80%，但在未來，因為廢車鋁材

須具備回收，以及還要能再投入熔煉生產等

考量，所以車身內板與外板將逐漸統一為單

一規格的鋁材，並且朝向可同時作為內板與

外板用途之6000系鋁材，但因5000系鋁材具

有價格且久儲等優勢，現階段仍具有無法完

全被取代的地位。

圖 1　國外車廠使用車用鋁材之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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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球可生產高端車用鋁板之供應

廠家屈指可數，主要為先進國家之國際鋁

廠，例如美國A l c o a、印度N o v e l i s、歐洲

AMAG、Constel l ium、日本Kobe與UACJ

等，而由於車身鋁板之特性必須具備高成形

性、美觀表面品質與高烘烤後強度，以及後

續車廠對部品之接合性與塗裝性等應用特性

要求，圖2即為車鋁板的三大特性要求；由

於車身鋁板之性質要求過於繁多，即使在國

內，過往亦無生產車用鋁合金技術之專業鋁

廠，然而國際節能減碳意識抬頭，車輛輕量

化勢在必行，中鋼鋁業於2014年開始建置汽

車鋁板之相關設備與技術量能，並於當年取

得全球汽車品質管理系統認證ISO/TS16949

（現為IATF 16949），並陸續開發出多項車

用鋁合金與應用實績，圖3即為中鋼鋁業之汽

車鋁片應用實績。

（二）電動車儲能用鋁材

由於節能減碳已成為全球化之趨勢，

各國政府相繼制定燃料車之禁售年限，使

得全球電動車開始蓬勃發展，光是在2020

年純電動車（B E V）與插電混合式電動車

（PHEV）總銷售量已達329.9萬輛，且相關

報告推估在2030年將成長至3,000萬輛[3]；

然而影響電動車續航力之關鍵，除前述車身

輕量化外，另一核心為供應動力來源之鋰離

子電池或鎳氫電池，但無論採用何種電極材

料，電動車電池皆可依其結構，區分為方形

硬殼電池、圓筒型電池與軟包電池，如圖4，

再依此電池單元組裝而成為電動車電池包。

目前九成以上的大陸新能源車採用方型

硬殼電池，此因供應商眾多且技術難度相對

圖 2　車身鋁板的三大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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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但由於電池本身需要單獨的硬質保護

殼，為避免大幅增加組裝後電池包的整體重

量，因此多採用質量較輕且優異加工性之

AA1050與AA3003鋁製殼體；而圓筒型電池

主要為Tesla所採用，此因其技術成熟且能量

密度高於方型硬殼電池，但因組裝成電池包

圖 3　中鋼鋁業之車用鋁合金應用實績

圖 4　電動車電池可依結構區分為方形硬殼電池、圓筒型電池與軟包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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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池數量龐大，而需要額外的電池管理系

統（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而

此技術門檻相當高，截至目前，僅Tesla自身

所開發的BMS才能滿足自家電動車的運算需

求；然而，無論上述電池為方型硬殼電池或

圓筒型電池，其內部構造皆是由正極、負極

與隔離膜所組成，其中正極係以鋁箔表面塗

覆一層活性正極材料所構成，該鋁箔即稱為

集電箔，如圖5所示，一般多採用高強度之

AA1070、1N30、AA8079、AA8021等鋁合

金作為鋁箔材料。

軟包電池與上述電池之最大不同點，在

於液態離子電池外面係以一層鋁塑複合膜

包覆，因此在同等容量下，軟包電池的重

量較方型硬殼電池輕20%，但其容量卻提高

50%，且因外型的可塑性大，電池包多採疊

片式軟包電池的佈置，因而能在現有技術

上輕易提升電池的能量密度，故將成為實

現電動車電池輕量化與高能化的重要手段；

不過，目前軟包電池尚未成為電動車的主流

電池，主要在於該層鋁塑複合膜為軟包電池

中最為關鍵且技術難度最高的材料；該構造

係中間層為鋁箔，並於鋁箔上下面分別貼合

不同的高分子材料作為阻絕層，該鋁箔即稱

為軟包箔，需要兼備高延性與高強度特性之

AA8079與AA8021等特殊鋁箔，因此生產

技術複雜，但已可預期未來在軟包箔技術愈

趨成熟下，軟包電池將逐漸取代方型硬殼

電池與圓筒型電池，而成為電動車電池之 

主流。

中鋼鋁業多年來深耕電動車儲能用鋁材

產業，為開發此高品級電池用鋁箔，先至客

戶端實地了解其加工製程，釐清相關集電箔

及軟包箔之特性需求，再根據其品質機能展

開合金設計及生產製程，同時引進先進的鋁

箔清洗設備，開發高表面品質清洗技術，以

避免鋁箔表面發生孔蝕現象，全面提升鋁箔

表面塗覆或貼膜之附著性，現已相繼開發出

多款集電箔與軟包箔，如表1所示。

圖 5　方型硬殼電池與圓筒型電池中之正極集電箔

正極
負極

正極

集電箔隔離膜

表 1　常見電池鋁箔之鋁種、分類與特色

鋁種 電池鋁箔 特色

1N30 集電箔 高導電率

1N30 集電箔 高導電率

8079 集電箔 /軟包箔 高導電率

8021 軟包箔 高強度、高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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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強度耐海洋蝕性船用鋁板

鋁合金因具有輕量化的特點，對於提

高海上船艦之航速與續航力擁有非常大的

優勢，其中又以 5 0 0 0系鋁合金為主，如

AA5083、AA5086與AA5383等鋁合金材料，

另因鋁合金材料具有高強度與耐蝕性等特

性，故被廣泛應用於船體側板、肋板及艉橫

材等部位，如圖6。

近幾年來，隨著航運業蓬勃發展，海上

船艦愈趨大型化，對於船用鋁板之載重與運

輸時可能遭遇碰撞之機械強度要求愈來愈

高，故為提高機械強度，中鋼鋁業開發低溫

軋延冶金技術，藉由低溫軋延中所累積之大

量應變能來提升船板的機械強度，同時導入

四重式熱連軋機取代傳統的往復式冷軋機進

行生產，不僅使船板的機械強度更穩定，連

帶提高船板的生產速度與產量等雙重效益；

此外，亦開發低溫長時間的熱處理模式，以

解決船板於銲接後板面發生翹曲之問題。

然而船用鋁板除高機械強度要求外，船

體亦因長期浸泡於海水中，而易發生腐蝕問

題，因此ASTM B928規範要求船用鋁板必須

通過G66/G67腐蝕測試，以確保交通運輸之

安全性；根據相關研究指出，5000系鋁合金

因鎂含量較高，極易在中低溫的敏化溫度範

圍內，於晶界上發生β相（Mg2Al3）析出之現

象，此為船板於海水環境中易發生晶間腐蝕

之弱點[4]，因此在鋁板生產過程中須避開此

段敏化溫度，故中鋼鋁業針對船用鋁板開發

圖 6　船用鋁板常用於船體側板、肋板及艉橫材等部位（科建鋁船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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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冷卻技術，減少β相於晶界析出，以提升

船板耐蝕性，經與國際鋁廠裸材相比，在相

同海洋環境下模擬顯示，中鋼鋁業所開發之

船用鋁板耐腐蝕性能更為優越，如圖7所示；

目前中鋼鋁業之耐蝕船板已取得美國、日本

與中國等各國船協的船板認證書。

三、重要半導體設備元件

我國身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生產重鎮，

每年皆投入龐大金額採購半導體設備，其中

製造半導體設備之重要元件，例如真空腔體、

輸送帶模組與晶圓承載盤等，多數為鋁合金

材料，一般常見之鋁種為AA5052、AA5083與

AA6061等鋁合金；然而由於半導體設備造價

高昂，且對於抗蝕性之要求嚴苛，作為半導體

設備用途之鋁板常需額外進行陽極處理，以

提供足夠的表面防蝕力，因此對於鋁板陽極後

的表面品質要求極高，須滿足陽極後無表面 

色差條紋等品質需求，如圖8所示。

圖 7　船板耐蝕性比較（1）中鋼鋁業船板（左圖）、（2）它廠船鋁 （右圖）

圖 8　重要半導體設備元件之鋁板經陽極後之表面色差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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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部研究分析，陽極後所出現色差條

紋與材料內部組織之均勻性有關，因此為開

發無陽極色差條紋之高表面品級鋁板，中鋼

鋁業展開上游鋁胚澆鑄階段之組織控制技

術，以減少因冷卻速度差異造成鋁胚中心與

表層組織不均勻之現象，同時再優化鋁胚的

均質條件，藉由高溫長時間均質化處理，以

生成次微米級析出物取代原先粗大的晶出顆

粒，最後再利用中溫大裁減軋延方式，產出

縱深方向組織皆均勻的鋁板，以提供半導體

設備業者作為高表面品級鋁板用途。

四、民生消費性電子零件

民生消費性電子零件泛指電腦（C o m-

puter）及其周邊、通訊（Communications）

和消費電子（Consumer-Electronics），簡稱

為3C產品；因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對於生活

型態的劇變，居家辦公、行動辦公、宅經濟

娛樂與學校視訊遠距教學等情況將逐漸成為

趨勢，使得3C產品需求大幅度提升；此外，

物聯網（智慧型穿戴、智慧音箱、藍芽耳

機）、消費性電子（4K及8K超高解析度電視

導入AI功能）、5G智慧型手機與高效能運算

（個人電腦、平板電腦、伺服器、基地台）

等應用，更進一步推升整個3C產品的用量需

求，然而3C產品問世至今，一直朝向設計輕

量、薄化與短小化之趨勢發展，因此在外觀

殼件與內部支撐結構件上以加工性佳、強度

高、散熱性佳、質量輕、回收性佳與陽極處

理後色彩亮眼的鋁合金為主。

目前鋁合金製的外觀殼件已廣泛應用於

伺服器、工業與電腦機殼、筆記型電腦外

殼、平板殼件與手機殼件等產品，如圖9。

主流應用之鋁合金材料包括1000系、5000系

與6000系鋁合金；自2015年起，APPLE公司

產品IPHONE 6手機背殼採用AA6063鋁合金

圖 9　筆記型電腦外觀與硬碟鋁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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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外觀件，尤其鋁合金經過陽極處理後，

除了可以達到防蝕效果外，還可形成不同顏

色的外觀，其外觀呈現的金屬感與酷炫色

彩，廣受消費者喜愛，更是引起眾家手機廠

紛紛轉用鋁合金作為手機背殼用料，而高階

筆記型電腦亦大量採用AA6061、AA5052與

AA5252鋁合金作為LCD螢幕外殼、LCD框

架、鍵盤件與底座，其對於陽極品質要求外

觀亦須均勻、表面無線痕且具高色澤亮度，

目前中鋼鋁業已針對陽極外觀件開發出一系

列相對應不同強度之鋁合金產品。

此外，由於3C產品愈趨薄化的設計需

求，壓縮整個3C產品的內部機構空間，因此

內部支撐結構件一般選用兼具高強度與散熱

性的鋁合金，現今已有多家鋁廠開始發展高

強度的5000系新型鋁合金，以滿足3C產品薄

化需求的高強度支撐力，然而強度越高，其

鋁材的折彎加工性能也愈差，為目前待克服

的重要課題，因此中鋼鋁業將持續精進現有

生產製程，並投入研究開發更高強度與耐折

彎加工性兼具之精緻鋁材新產品。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中鋼鋁業為臺灣最大鋁軋延廠，近年因

應國際節能減碳與綠能環保對綠色材料的需

求，於2011年啟動第二階段擴建工程，總投

資金額約為新臺幣150億元，新增多項高效

率、低耗能及低污染的設備，全部工程已於

2014年完工投產，現已能充分供應國內外所

需之鋁合金材料，同時針對輕量化鋁製車身

鈑金與零部件、電動車儲能用鋁材、高強度

耐蝕船用鋁板、重要半導體設備元件與民生

消費性電子零件等新產品應用趨勢，持續研

發綠色材料，並深耕發展各項鋁軋延材之基

礎技術，以達成節源、經濟與環境永續經營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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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質轉爐石在工程材料 
與循環經濟之應用

中鋼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資源應用及耐材技術組研究員 / 曾耀弘

中鋼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副處長 / 李育成

關鍵字： 熱渣改質、改質轉爐石、循環經濟、資源利用

摘要

轉爐石為一貫作業煉鋼廠在煉製鋼液

時，將鐵水、副原料及廢鋼加入轉爐後，以

氧吹煉而產出鋼液及熱熔渣，其中經冷卻之

熱熔渣稱為轉爐石（Basic Oxygen Furnace 

slag, BOF slag）。轉爐石屬煉鋼爐石（steel 

s lag）之一，具有耐磨、高硬度及高抗滑之

特性，若將粒料妥善利用，可應用於各種工

程材料，同時解決國內砂石資源短缺之困

境，達成資源利用永續發展目標。

隨著各國倡導循環經濟的重要性，世界

各鋼廠紛紛拓展轉爐石之多元應用，惟針對

特定有膨脹率要求之工程材料（例如：道路

基底層及非結構性水泥混凝土等），需研發

轉爐石安定化技術以降低轉爐石之膨脹性，

針此，中鋼集團發展熱渣改質技術，利用於

1400° C之熱渣中吹入氧氣及矽砂，一方面

利用氧氣與氧化亞鐵反應形成氧化鐵產生熱

量以減少熱渣降溫固化，另一方面則利用二

氧化矽與游離氧化鈣於熱渣中形成穩定之矽

酸鈣礦物而達成安定化目的。熱渣改質所產

出之改質轉爐石可徹底消除游離氧化鈣等膨

脹因子，其經過破碎再利用仍可維持體積穩

定，具有多元資源利用潛力。

改質轉爐石因具體積安定性，經證實可

用於道路工程、高壓混凝土鋪面磚、非結構

性水泥製品、鐵路道碴及人造建材等用途，

未來除期望協助集團轉爐石產品資源利用，

達成「使用者滿意、社會大眾安心、資源有

效應用」之目標，擬朝向加值化及高值化發

展，以創造外界使用誘因，增進推廣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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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落實政府循環經濟理念。

一、前言

鋼鐵業為一個國家重要經濟發展之基石

及工業發展的基本來源，一貫作業煉鋼主要

由天然鐵礦砂、煤礦及石灰石，經由高爐熔

煉成鐵水，再經轉爐冶煉產生鋼液及轉爐

石，平均每噸粗鋼約可產出100公斤之轉爐

石，因轉爐石具有耐磨及高硬度等特性，如

何有效進行其資源利用以貫徹世界各國倡導

之循環經濟已成為各鋼廠努力的目標。

轉爐石具有良好之工程特性、環境安全

性及友善性，因此世界各國已將其應用於道

路工程、土木工程、海事工程、廠內回收、

水泥生料及農業等，經多年研究結果顯示：

轉爐石用於工程材料，有諸多優於天然骨

材之處，例如：（1）轉爐石耐磨性及承載力

佳，其氧化鈣成分具親油性，與瀝青之親和

力佳，適合作為瀝青混凝土，（2）轉爐石內

摩擦角大，顆粒與顆粒間具有互鎖之作用，

適合用於地盤改良用擠密砂樁等土木工程及

海事工程用途，（3）轉爐石含FeO、CaO、

SiO2，可作為水泥生料之添加劑，補充水泥

所需之鐵、鈣及矽等成份，各國使用之相關

經驗顯示：只要正確地利用轉爐石之特性，

確實可以在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及生態復育

上提供許多助益，許多研究更證明轉爐石作

為回填資材及海事工程材料時，對土質的改

善、漁業發展、海洋環境及生態的復育成效

顯著，係為環境友善之資材，值得大力推廣

使用。

除了上述之資源利用途徑，茲為進一步

拓展轉爐石之多元資源利用途徑，以進一步

擴大於非結構性水泥混凝土、鐵路道碴、道

路基底層及人造建材等應用，需利用安定化

方法，使轉爐石達到體積安定化以符合應用

需求，針此，中鋼發展熱渣改質技術，於熱

渣中吹入二氧化矽，使之與轉爐渣中游離氧

化鈣等膨脹因子化合成為穩定之矽酸鈣礦物

相，進而產出體積安定之改質轉爐石，並成

功應用於瀝青混凝土鋪面、道路基底層、高

壓混凝土鋪面磚、護坡塊 /消波塊等非結構

性水泥混凝土及鐵路道碴等工程材料，多年

使用經驗顯示：改質轉爐石作為工程材料其

物化性較天然砂石優異且耐久性良好，將之

用於取代天然砂石作為工程材料，一方面可

減少天然資源使用量及其開墾所產出之碳排

放，另一方面可進行鋼廠煉鋼副產品之資源

再利用，落實循環經濟理念。

二、轉爐石再利用途徑介紹

轉爐石資源利用依各國法規、市場需求

而發展不同用途，以日本為例，2017年共

產出1,123萬噸轉爐石，應用途徑如圖1所示

[1]，主要應用於道路工程（31.78%）、土木

工程用途（31.33%）及廠內回收（20.12%），

另有用於水泥（4.45%）及土壤改良（4.2%）

等用途。歐盟2016年約產出1,840萬噸煉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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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石（包含轉爐石、電爐石），其應用途

徑如圖2所示[2]，主要應用途徑為道路工程

（46 .05%）、冶金用途（包含廠內回收等

約15.32%）等，另有用於水泥 /混凝土添加

物（4.4%）、肥料（2.7%）及水利工程材料

（2.2%）等，由以上各國煉鋼爐石之再利用

途徑及用量數據，可歸納煉鋼爐石之主要

用途為道路工程與土木工程等工程材料，

圖 1　日本煉鋼爐石 2017年再利用途徑及用量 [1]

圖 2　歐盟煉鋼爐石 2016年再利用途徑及用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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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轉爐石有體積膨脹特性，針對特定工程

材料（例如：道路基底層、非結構水泥混凝

土等）之應用，需進行轉爐石安定化以符合

工程要求，茲為拓展轉爐石於工程材料之應

用，中鋼集團以研究經費自行規劃設置轉爐

熱渣改質線，於2012年6月完成量產型改質處

理站之設計與建置，有效解決轉爐石膨脹性

問題，以拓展煉鋼副產品應用，並落實循環

經濟。

三、熱渣改質原理及產品性質

熱渣改質原理[3]係透過於1400°C之熱渣

中吹入氧氣及矽砂（圖3），一方面利用氧氣

與氧化亞鐵反應形成氧化鐵（反應式1）產生

熱量以減少熱渣降溫固化，另一方面則利用

二氧化矽與游離氧化鈣於熱渣中形成穩定之

矽酸鈣（Ca2SiO4）礦物（反應式2，圖4），

另，渣中氧化鐵也會與游離氧化鈣結合，而

產生鐵酸鈣（Ca2Fe2O5）礦物（反應式3）

而達成安定化目的。有別於其它商轉之安定

化方法（例如：滾筒法、蒸氣養生及悶罐法

等）多利用轉爐渣與水接觸，加速游離氧化

鈣水化而達成表面安定化之效果，熱渣改質

技術係採用矽砂與游離氧化鈣重新熔融化合

形成穩定之矽酸鈣礦物進而安定化轉爐渣。

因此熱渣改質所產出之改質轉爐石可徹底消

除游離氧化鈣等膨脹因子，其經過破碎再利

用仍可維持體積穩定，具有多元資源利用潛

力。

2FeO + 1/2 O2 → Fe2O3 ---------------反應式 1

2CaO(free) + SiO2 → Ca2SiO4 (C2S) ---反應式 2

2CaO(free) + Fe2O3 → Ca2Fe2O5 (C2F) --反應式 3

熱渣改質產出之改質轉爐石具有體積安

定性、低洛杉磯磨損率及低健性等特性（表

1），且其粗骨材比率達68.2%~81.5%，高

於一般轉爐石之45%，適合多數工程材料使

用，其應用途徑包含：瀝青混凝土鋪面、道

路基底層、高壓混凝土鋪面磚、非結構性水

泥混凝土及鐵路道碴等，具有全方位拓展資

源化應用之機會，以下就改質轉爐石之相關

應用進行說明。

四、改質轉爐石在工程方面之應用

1. 道路工程

轉爐石具有堅硬、抗磨損及健性低等性圖 3　熱渣改質製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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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表1），相較於天然石，具稜角分明、耐

磨、高硬度及高抗滑之特性，因此，適合應

用於瀝青混凝土鋪面，而改質轉爐石因較一

般轉爐石具有體積安定性，除了可應用於瀝

青混凝土鋪面，亦可拓展應用至道路基底層

等道路工程。

在瀝青混凝土鋪面之應用方面，改質轉

爐石已應用於國道一號岡山段之多孔性瀝青

混凝土試鋪（圖5），經成功大學長期之功能

表 1　天然骨材、一般轉爐石及改質轉爐石之物化性質比較 [4]

材料 比重 吸水率（%） 洛杉磯磨損率（%） 健性（%） 膨脹率 % （CNS15311）

天然骨材 2.64 1.7 27.2 2.9 ~0

一般轉爐石 3.40 1.2-2.9 9.7-16.7 0-1.3 1.5-6%

改質轉爐石 3.47 0.8-1.5 5.1-15.1 0-1.0 <0.5%

圖 4　原渣經吹入矽砂後游離氧化鈣轉變為矽酸鈣之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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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透水量）、耐久性（車轍量、平坦度）

及安全性（抗滑度）評估後，發現改質轉爐

石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之IRI值（國際糙度指

標）、抗變形能力和抗滑度皆較優異，排水

/透水性佳，性質優於同期鋪築的天然開放

級配摩擦層（Open-Graded Friction Course, 

OGFC）及多孔隙瀝青混凝土（Porous Asphalt 

Concrete, PAC）路段，因此更加確認改質轉

爐石多孔隙瀝青混凝土之性能優越，除行車

安全舒適性外，更具優良之抵抗車轍能力。

在道路基底層應用方面，鑑於鋼鐵工業

對於達成循環經濟之目標殷切，行政院工程

會公布之「第02722章級配粒料基層」、「第

02726章級配粒料底層」施工綱要規範及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C N S 15305「級配粒料基

層、底層及面層用材料」、CNS 15358「公

路或機場基層、底層用碎石級配粒料」標準

中，規範道路基層、底層所使用煉鋼爐碴之

品質，且依據世界各國研究結果及實務經驗

顯示，轉爐石經適當安定化處理後可取代天

然砂石應用於道路工程，作為填方材料、基

底層級配料及瀝青混凝土面層材料等。改質

轉爐石經過安定化後可符合CNS 15358中依

CNS 15311測試其7天膨脹率不超過0.50%之

規定，可使用至道路基底層。茲為確保改質

轉爐石應用於道路基底層之績效，於廠內重

車行駛之道路進行改質轉爐石道路基底層試

鋪，並委託義守大學進行成效評估，結果顯

示：歷經通車26個月後，試驗道路之車轍深

度皆低於10 mm，且抗滑係數皆大於45，符

合工程規範，另，開放通車後26個月道路

之水準高程差並無顯著之變化，亦無觀察到

膨脹之現象。中鋼集團為宣導轉爐石之正確

使用觀念，提升應用於道路基底層的工程品

質，已蒐集統整多年以來使用安定化之轉爐

圖 5　國道一號岡山段改質轉爐石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鋪設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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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於場內道路應用之使用實績及委外監測結

果，並據此編撰「轉爐石道路基底層使用手

冊」[4]，此手冊於2020年經工業局委託工研

院等第3方公正單位審查通過，除可作為工程

主辦機關、設計及施工單位、營造業等相關

產業參考遵循外，亦可提供轉爐石資源化應

用於道路基底層之相關規範，有利於促進永

續發展政策之推行及確保公共工程之品質。

2. 高壓混凝土鋪面磚

改質轉爐石因具體積安定性，可以取代

高壓混凝土鋪面磚之天然骨材，減少河砂之

開採，為了測試改質人造石在高壓混凝土地

面磚的應用性，將經破碎、篩分後分裝成粗

砂（細粒）、二分及三分料的改質轉爐石全取

代鋪面磚之天然河砂粒料，利用高壓混凝土

壓製機製作鋪面磚，其成品經28天養生後，

需依據CNS 13295檢驗，結果顯示：鋪面磚

在經過抗壓測試後其壓碎強度約70~80 MPa

不僅符合CNS13295之規定，且均大於天然粒

料製鋪面磚之壓碎強度（68 MPa）。而在磨

耗性試驗方面，經測試0% 及100% 改質轉爐

石取代之鋪面磚，100%改質人造石鋪面磚其

耐磨性（1.2 cm2/50cm2）更勝天然粒料製鋪

面磚（1.7 cm2/50cm2）。考驗改質轉爐石高

壓鋪面磚品質最重要之因素取決於其在熱水

中之體積安定性，將不同改質轉爐石取代比

例（0%、20%、40%、60%、80%、100%）

之高壓鋪面磚浸於85°C熱水中，經過30日並

無觀測到鋪面磚崩解現象，另，也測量高壓

鋪面磚浸於常溫水中其pH值變化，在液固重

量比為1:1的情況下，其水溶液在高壓磚浸泡

4日後pH值由7.2微上升至8-8.6，證明改質轉

爐石鋪面磚並不會有釋出鹼性物質汙染土壤

及水源之問題；綜合以上檢驗結果，已陸續

推廣改質轉爐石鋪面磚應用至集團公司鋪設

圖 6　中鋼廠內鋪設之改質轉爐石高壓混凝土植草磚



46 SEP 2021工程 • 94卷 03期

專題報導

6000 m2以上（圖6及圖7），歷經6年使用狀

況仍相當良好。茲為加強推廣改質轉爐石鋪

面磚之使用及宣導正確使用觀念，提升鋪面

工程品質，以確保安定化之轉爐石製作高壓

磚與透水磚鋪面之績效，中鋼集團於2018年

完成「滾筒轉爐石及改質滾筒轉爐石鋪面磚

使用手冊」編撰[5]，並經工業局委託工研院

等第3方公正單位驗正通過，此手冊主要內容

包括轉爐石材料性質、應用實例、工程性質

及效益、配比設計、使用規範、產品標準、

驗證機制及環境監測等，除可作為工程主辦

機關、 設計及施工單位、營造業及拌合廠等

相關產業參考遵循外，亦可提供轉爐石資源

化應用於高壓磚/透水磚鋪面之相關技術，有

利於促進永續發展政策之推行及確保公共工

程。

3. 護坡塊/消波塊等非結構性混凝土

將改質轉爐石製作成護坡塊/消波塊等非

結構性混凝土是大量資源化的途徑之一，利

用改質轉爐石取代水泥混凝土之天然骨材，

經測試100%改質轉爐石取代粗骨材之試體其

抗壓強度達207 kg/cm2與天然砂石製之水泥

混凝土試體相若，另，試體於70℃水中亦十

分安定無崩解現象，顯示其體積安定性，茲

為推廣應用，於2015年以改質轉爐石取代水

泥混凝土骨材做成2618個護坡塊（圖8），供

台南市水利局龜子港排水匯流口至台糖鐵路

上游段應急工程使用，經使用6年護坡塊的外

觀，經現場目視判定狀況仍保持良好。

除護坡塊外，亦進行消波塊製作（10噸/

顆），並置放於廠內碼頭區（圖9）測試其耐

久性，經使用6年後，無崩解及其它異狀。因

護坡塊及消波塊等為海事工程所需工程材料

之一，茲為持續推廣至集團子公司及外界使

用，中鋼集團特別彙整國內外轉爐石應用於

海事工程之相關文獻、規範、研究報告、技

圖 7　集團公司停車場鋪設之改質轉爐石高壓混凝土鋪面磚及植草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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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指針及應用實例等資料，亦將改質轉爐石

護坡塊及消波塊等相關應用與實績納入並據

以研擬「轉爐石海事工程使用手冊」[6]，此

手冊於2017年經工業局委託工研院等第3方公

圖 8　鋪設於河岸之 2618塊改質轉爐石護坡塊

圖 9　廠內試用之改質轉爐石消坡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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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單位審查通過，期望此手冊可作為相關工

程主辦機關、設計及施工單位與營造業等相

關產業參考與遵循外，亦可提供轉爐石資源

化應用於海事工程之相關技術參考資料，有

利政府推行循環經濟政策及確保公共工程之

品質，並宣導轉爐石應用於海事工程之正確

使用觀念。

4. 鐵路道碴

鐵路道碴係鐵路運輸時用於固定軌框結

構，吸收列車行駛時產生的振動，同時將載

重穩定分散至下層路基，因此需要使用具高

硬度、低磨損及高內摩擦角等堅硬石材。改

質轉爐石具有比重大、高硬度、高耐磨性、

高內摩擦角及體積安定等特性，非常適合作

為鐵路道碴材料。自1875年起，美國已有

使用爐石作為鐵路道碴的紀錄，隨後德國、

英國也都開始使用。根據美國多年使用經

驗，轉爐石用於高速、高運量及低運量主線

等實用案例證實轉爐石作為道碴的長期效

益，表現甚至優於天然石材。因此，美國鐵

路工程協會（American Railway Engineering 

Association）已將轉爐石列於鐵路道碴規範

中。

為拓展轉爐石產品運用範圍，中鋼集團

完成改質轉爐石於鐵路道碴之應用開發（圖

10），經與成功大學合作，針對改質轉爐石

進行一系列應用於鐵路道碴的性能測試，研

究結果指出改質轉爐石屬於高強度等級的堅

硬骨材，磨損率低且具高內摩擦角和骨材間

高連鎖等特性，提供良好的側向阻力、鐵軌

沉陷量低、砸道時無明顯再破碎面等優勢；

另，研究發現改質轉爐石其高電阻不會干擾

號誌系統，各項性質均符合台鐵規範之要

求。自2013年起實際應用在中鋼廠區內的

魚雷車鐵水運輸軌道，在每日鐵水運輸量近 

3萬公噸，單一魚雷車總重達600公噸，軸載

達50公噸，為台鐵鐵路2倍以上承載負荷之 

嚴苛作業條件下，迄今使用狀況良好，經成

功大學進行軌道數據檢測，證明改質轉爐石

確可全面取代天然道碴，未來希望將此綠色

產品推廣至國內各鐵路軌道設施使用。

5. 人造建材

除了工程材料，中鋼集團亦積極開發改

圖 10　改質轉爐石於中鋼廠區鐵路道碴之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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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轉爐石之新應用，因改質轉爐石屬黑色石

材，其物化性質優於天然石材，另其具品質

穩定等特點，茲為發展改質轉爐石高值化應

用，以增加改質轉爐石產品之附加價值，乃

進行改質轉爐石人造建材開發，利用樹脂作

為膠結材，改質轉爐石作為人造建材成形主

要骨材，近期已成功開發改質轉爐石人造建

材（圖11），經進行其吸水率、抗壓、抗折強

度量測及毒性物質溶出試驗（TCLP），檢驗

結果顯示所開發製作之人造建材物化性質符

合規範要求，且無重金屬物質溶出，係兼具

美觀及耐用之建材，具有高值應用之潛力。

五、結論與展望

在世界各國倡導循環經濟之理念下，應

該妥善利用地球資源，拓展煉鋼副產品-轉爐

石之用途，以貫徹循環經濟理念，達成環境

永續之目標。

轉爐石因具有強度高、磨損率低及低健

性損失等性質，用於工程材料有諸多優於

天然骨材之處，另，根據環保署產品碳足

跡服務平台公告之轉爐石產品碳足跡為1.58 

kg CO2e/1000kg，遠低於天然粒料之7.24 kg 

CO2e/1000kg，因此被廣泛應用於道路工程、

土木工程、海事工程、水泥生料及廠內回收

等，各國使用之相關經驗顯示：只要利用轉

爐石之特性並正確地使用，確實可以在資源

利用與環境保護及生態復育上提供許多助

益。茲為開拓轉爐石之多元資源利用，拓展

轉爐石於有膨脹率要求之工程材料應用，中

圖 11　改質轉爐石人造建材（30 × 30 cm2）成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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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集團研發熱渣改質技術以徹底安定化轉爐

石，所產出之轉爐石品質優良，可滿足多數

資源化產品需求，經證實可用於道路工程、

高壓混凝土鋪面磚、非結構性水泥製品、鐵

路道碴及人造建材等用途，未來除期望協助

集團轉爐石產品資源利用，達成「使用者滿

意、社會大眾安心、資源有效應用」之目

標，擬朝向加值化及高值化發展，以創造外

界使用誘因，增進推廣之經濟性，以落實政

府循環經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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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膠固態電解質 
在先進電池元件的應用

國立成功大學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副主任 / 李玉郎

國立成功大學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講座教授 / 鄧熙聖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博士生 / 林宇杏

關鍵字： 鋰電池、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膠態電解質、固態電解質

在現今的工業應用或日常生活中，先進

電池的開發與使用不只在學術上受到廣泛的

研究，在實際的應用上亦是不可或缺的。先

進電池的種類很多，諸如現今很熱門的鋰電

池、奈米型態的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或是燃

料電池等。其中，鋰電池的功能在儲能，應

用的領域可由現今的特斯拉等電動車至家用

搖控器等日常使用的電子元件。而太陽能電

池的功能在於產能，從早期的矽晶太陽能電

池發展至現今的有機鈣鈦礦或染料敏化太陽

能電池。其應用範圍可以由輔助工業用電，

至家用的物聯網系統。在這些電池的操作

中，電解質（電解液）通常扮演著兩電極間

電荷傳輸的橋樑及重要角色，然而一般傳統

的電解質都是以液態的電解液為主，液態電

解液通常有較高的離子傳輸速度，但其所含

的溶劑揮發及洩漏會造成元件安全性疑慮，

穩定性不佳等問題；此外，在鋰電池中電解

液易與鋰金屬發生反應，造成電極表面鋰枝

晶生長，造成兩極間的短路現象，也是一個

液態電解液使用的重大問題。以高分子為

主架構的膠 /固態電解質，因為很小或無溶

劑揮發的特性，可以有效的改進上述液態電

解質的缺點。但是一般高分子膠化劑的存在

都會使離子導電度下降，因此要如何解決這

些問題，甚至增加這些膠 /全固態電解質的

特性是現今這些電池改良、商業化的一大課 

題。

以下我們以鋰電池及第三代的染料敏化

太陽能電池為例對目前這些膠/態電解質的發

展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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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池結構及操作原理

1.  鋰電池：鋰電池的解構如圖1所示。包含正

極、負極、隔離膜及電解液。此電池主要

以過渡金屬氧化物為正極，石墨系碳材為

負極，隔離膜的主要功能為將正負極隔開

避免短路，含有鋰鹽的有機溶液或固態電

解質為連接兩極的橋樑。對於鋰離子電池

來說，正極電位高，銅箔在高電位下易被

氧化，鋁的氧化電位高，鋁箔表層有緻密

的氧化膜，對內部的鋁也有較好的保護作

用，因此通常使用的正極集流體是鋁箔，

負極集流體是銅箔。鋰離子電池的充放電

過程，就是鋰離子嵌入（Intercalat ion）

及脫嵌（deintercalation）的過程。當電池

放電時，嵌在負極中的鋰原子進行氧化，

形成鋰離子由負極脫嵌出，經電解液傳遞

至正極，電子則由外部電路傳至正極，正

極接收電子後進行還原反應使鋰離子嵌入

正極完成放電反映，而當電池充電時則相

反，鋰離子由正極遷出，經由電解質嵌入

負極，同時電子經由外部電路傳至負極。

     　　有關電極材料，一般傳統的負極材料

為石墨（理論比容量僅為 ~372 mAh g-1），

但是因其能量密度的限制（~250 Wh kg-1

和 ~680 Wh L-1），多款高比容量的負極材

料，例如 Si基，Sn基和 N摻雜石墨等材

料相繼被開發。此外，高容量負極材料金

屬鋰因具有高理論比容量（3860 mAh g-1）

和最低的氧化還原電位（-3.04 V vs相對於

標準氫電極電位）成為取代石墨負極的最

佳候選人 [1]。然而，鋰金屬負極仍有一些

瓶頸使鋰金屬電池的實際應用受到限制，

如圖 2 所示不可控制的樹枝狀鋰枝晶生

長，和鋰沉積 /剝離（Li plating/stripping）

過程中的低庫侖效率 [2, 3]、反應所生成

的死鋰（Dead lithium）及不斷增厚的固態

電解質介面層（Solid-electrolyte interface, 

Change Discharge

Negative
electrode

layer

Positive
electrode

layerSeparator

Active
material

Active
material

Organic
electrolyte solution

Change Dischange

圖 1　鋰電池結構圖

圖 2　 鋰金屬負極在充放電過程所生成的樹枝狀鋰枝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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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皆會造成鋰金屬電池的循環壽命變

差，也會產生一些安全性的疑慮 [4]。

2.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屬於第三代太陽能

電池，與傳統矽晶太陽能電池相比，因具

有低製造成本、可製作可撓式太陽能電

池、受日照角度與高溫環境影響小、可具

有透視度（Transparent, See-Through）、

可應用於以室內光源發電的產品等優點，

因此近期被視為極具發展潛力的太陽能電

池（如圖 3）。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結構

如圖 4所示，其組成包含光電極（工作電

極）、電解質以及對電極三個部分。

    (1)  光電極：主要功能在吸光，包含透明導

電基板（TCO）、氧化物半導體及扮演

吸光重要角色的染料。其中，一般利用

銳鈦礦型二氧化鈦作為光陽極的多孔洞

膜材料，這是因為二氧化鈦有良好的化

學穩定性、銳鈦礦較高的比表面積及電

子的擴散係數。此外， 因為 TiO2半導

體只能吸收紫外線，吸光能力不佳，因

此必須使用染料來輔助吸收可見光，這

些染料的消光係數及吸光範圍是影響電

池效率的重要因素。

    (2)  對電極：在導電基板上沈積具高催化性

及高導電度之材料，以還原由外電路輸

入的電子。此對電極材料一般使用白

金，近年來一些非白金的材料相繼被開

發，諸如各式碳材，PEDOT等。

    (3)  電解質：扮演光電極及對電極間電荷

傳輸的媒介。電解質內包含氧化 /還原 

對，還原態的離子可還原被激發染料的

電洞，使染料再生。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運作示意如圖 5

(a) (b)

圖 3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可饒性 (a)、及穿透性
(b).

TCO TiO2 Dye PtElectrol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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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ox

圖 4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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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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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其工作原理可分為五個步驟：

          i.  敏化劑接收入射光光子後，電子由基

態 (S0)躍遷至激發態 (S*)。

 S0 ＋ hυ → S*

         ii.  敏化劑之激發電子 (e-)與電洞 (S+)分

離後，隨即注入能階較低的 TiO2導

帶。S* → S+ ＋ e- [TiO2(CB)]

        iii.  電子接著由 TiO2傳輸至導電基板以

及外電路傳輸至對電極，並根據外電

路電位差輸出功。

         iv.  氧化態電解質於對電極表面藉由其

高催化活性，接收電子發生還原反

應。I3
- ＋ 2e

-(Pt) → 3I-

          v.  敏化劑電洞 (S+)則回到基態，並被

還原態電解質再生 (S0)。

  2S+ ＋ 3I- → 2S ＋ I3-

二、電池的膠 /固態電解質

如前所述，目前電池使用的電解質一般

都是液態，然而，不論是在染料敏化太陽能電

池或鋰離子電池中，電池在長期使用下封裝材

料的老化會造成電解質中的溶劑揮發與洩漏，

尤其在高溫下更是明顯。鋰離子電池中，還會

有鋰金屬在負極上枝晶生長的問題。這些現象

不只降低電池壽命，甚至造成電池使用的安全

性問題。在文獻中雖有不少學者探討解決這

些問題的方法，但膠/固態電解質的使用可以 

同使解決上述液態電解質的缺點。

膠態電解質的製備是在液態電解質中加

入高分子膠化劑，藉由高分子間的物理交聯

作用，將溶液包覆在高分子鏈所形成的網狀

結構中，使液態電解質轉變為膠態（如圖6 

所示）。

三、理想電解質特性

電解質系統的選擇對電池的性能有很大

的影響，理想的電解質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鋰電池

(1)鋰電池的電解質是由鋰鹽及溶劑（或

分散劑）所組成，電解質應該要是良好的 

 Li+離子導體和電子絕緣體，使鋰離子傳輸變

得容易及自放電情形降到最低(2)具有寬廣的

電位窗，使其在正極與負極工作電位範圍不

會發生降解(3)與電池其他部分(隔離膜、電極

集流體、電極材料)有很好的相容性(4)高熱穩

定性及高化學穩定性，在較寬的溫度範圍內

不發生分解。

圖 6　高分子型膠 /固態電解質結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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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

(1)此電池之電解液主要在傳輸氧化及還

原離子對，其理想的系統必須有低的氧化/還

原能階，以得到較大電池電位(Voc)。但能階

位置不可低於敏化劑的HOMO能階位置。(2)

氧化 /還原對在電解質中有高的溶解度，以

確保電荷載體濃度夠高，能提供足夠的導電

度。(3)氧化還原對離子在電解質中具有高擴

散係數，使其能快速在光電極與對電極間傳

輸並進行電化學反應。(4)電解質在光敏化劑

吸光的波長範圍內不可有明顯的吸光特性，

以避免與光敏化劑競爭吸光，而降低電池對

光的捕獲效率。(5)電解質需具有高穩定性，

避免因電化學反應或光照而產生劣化或其它

副反應，影響電池效能與長效穩定性。(6)電

解質的氧化還原反應速度要夠快，使光電子

能迅速傳遞。(7)電解質組成不可對元件其他

部分有腐蝕反應。

四、 膠態電解質（Gel Electrolytes, GEs）

（一）應用於鋰電池之膠態電解質

如前面所述，液態電解質的使用會造成

一些電池穩定性及安全性問題，所以陸續有

膠固態電解質的開發及使用來解決這些問

題。所以近年來，各種穩定鋰金屬負極、抑

制鋰枝晶生長和提高庫侖效率的方法受到廣

泛關注，包括使用添加劑優化膠固態電解質

介面（solid electrolyte interphase，SEI）、

設計功能性電解質、改質隔離膜和構建特殊

結構的負極。膠態電解質也被用於鋰金屬電

池以阻止鋰枝晶，延長電池的循環壽命並提

高安全性。膠態電解質基本由高分子基質

（Polymer matrix）、鋰鹽及有機溶劑組成，

此種高分子凝膠（Polymer ge l）同時具有

固態的機械性質和液態的擴散傳導性質。一

般來說，膠態電解質主要有三個部分：高分

子結晶區（Polymer crystalline region）、膨

潤之高分子非結晶區（Swollen amorphous 

region）、電解質區（Interconnected Elec- 

trolyte phases in pores）[5]。

膠態電解質的基礎是高分子骨架，因

此其性能的表現與高分子主體有高度相

關，常用的高分子主體有Polyethylene oxide

（PEO）、Po ly（methy l  me thac ry l a t e）

（PMMA）、Polyac ry lon i t r i l e（PAN）、

Polyvinyl chloride（PVC）和Poly(vinylidene 

f luor ide）（PVDF）。PEO高分子的化學穩

定性高、具有良好的溶劑化能力（Solvation 

power），故時常被用作高分子基質，但PEO

的結晶區域較多，通常會混摻其他高分子、

添加增塑劑、添加離子液體等方法，使高分

子在常溫下有較高的導離子度。PAN高分子

的化學穩定性及熱穩定性佳[6, 7]，但其-CN

官能基容易互相作用，導致主鏈內部旋轉阻

力增加，降低高分子鏈靈活性，增加高分子

的結晶性，進而影響電池效能[8]。PVDF為

半結晶高分子，具有高介電常數（8.4）、低

玻璃轉換溫度（-40°C）[9]，但其結晶仍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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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離子在高分子主鏈的傳導。此外，從環境

和經濟的角度來看，研究人員也重視膠態電

解質電解質的骨架材料，從傳統的高分子向

可再生、可降解的材料發展。另一方面，為

了匹配新穎和高性能的正極及負極，具有多

功能性的膠態電解質被廣泛應用。

鋰電池的膠態電解質依製備方法可以分

為兩大類：均質（Homogeneous）及非均質

（Heterogeneous-phase separated）製備方

式。均質法主要有塗佈（Casting method）

[10]及原位聚合法（In situ polymerization 

method）[11]，非均質法則需先製備一片具

有孔洞的高分子膜，之後將膜浸泡在電解

質，膜的孔隙率越高，越能吸收較多的電解

質，而製膜的方法有電紡絲（Electrospinning 

technology）[12]、相轉換法（Phase inversion 

method）方法等。

G u o等人提出高分子原位聚合之3D網

絡結構的雙鋰鹽膠態電解質 [ 1 3 ]，此網狀

的高分子結構能夠抓住陰離子，使鋰離子

順暢地傳輸，進而成功抑制鋰枝晶生成。

Dai等人亦合成具有3D交聯結構的硼酸鹽濃

縮(borate-concentrated)膠態高分子電解質

（3D-BGPE）[14]，提高膠態電解質穩定SEI

層的功能，其結構如圖7所示。此結構中的硼

扮演抓住陰離子的角H色，使鋰離子能快速

通過。

TBC

LBC

(a)

(b) Cathode

Li Anode Li Anode
Li Anode

After cycling3D-BGPE

Anion

Boron moieties EO chains

Cellulose membrane Li+

Electron

Homogeneous Li-ion flux

Stable SEI and No Li
dendrite growth

Cathode

圖 7　3D交聯結構的硼酸鹽濃縮膠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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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等人提出一新型的現址凝膠技術，

將聚偏氟乙烯－六氟丙烯(PVDF-co-HFP)高

分子與電解液混合均勻，製備出膠態電解

質，利用高分子官能基搭配電解質離子特

性，精準掌控高分子電解質的凝固時程，在

電解質為液相注入已放置正負電極及隔離膜

的電池軟包或罐體，電解質在完全濕潤電極

及隔離膜後即凝固，此程序即所謂的現址凝

膠技術（圖8）。此高分子電解質材料可用

於現有電池組裝製程，實用性極高。目前，

利用一般方法所製備的膠態電解質沒有足夠

的機械強度去抑制鋰枝晶的生長，因此新型

的膠態電解質須具備高導離子度、良好的機

械強度、與電極有良好接觸及抑制鋰枝晶生

長的特性，以利其在鋰電池上的實際應用。

而此一現址凝膠之膠態電解質可利用高分子

網絡幫助鋰離子均勻地遷移到鋰金屬負極表

面，證明能在鋰金屬負極表面形成穩定的SEI

層，且能有效抑制鋰枝晶的生成（圖9），成

功提升電池的循環壽命[15]。

（二） 應用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膠態電
解質

基本上，在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上膠態

電解質使用的目的、製備的方法，以及其與

液態電解液間的優缺點都與鋰電池的膠態電

解質相似，此液態與膠態電解質之外觀如圖

10所示。此膠態電解質同樣藉由高分子間的

物理交聯作用，將溶液包覆在高分子鏈所形

成的網狀結構中。但因為兩種電池所用的溶

劑及組成不同，因此所使用的膠化劑也有差

異。文獻中常作為膠化劑的高分子有PEO、

PVDF-HFP、PMMA及PAN, PAN-VA等。關

於膠態電解質的發展，Cao在1995年即利用

PAN作為膠化劑得到光電轉換效率3~5%的

膠態電池[16]。隨後Grätzel等人利用PVDF−

HFP作為膠化劑製備離子液體膠態電解質，

圖 10　液態 (a)、及膠態 (b)電解液的外觀 [19]

Fluid Gel

Time = 0 Few hours Injection
process

圖 8　 現址凝膠膠態電解質特性示意圖。剛製備出
的 膠態電解質為液態狀，可直接應用目前的液
態 電池灌注系統，經一段時間後電解質凝固成 
膠，提升電池安全性 [15]

圖 9　膠態電解質成功抑制鋰枝晶生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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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Z907敏化的元件上可得5.3%的轉換效

率[17]。2003年，相同研究團隊再以PVDF−

HFP膠化MPN液態電解質，其Z907敏化元

件之效能可達6% [18]。2010年，Lee等人以 

Poly（acrylonitrile−co−vinyl acetate）（PAN−

VA）作為MPN系統的膠化劑，使膠態敏化元

件效能於標準光源下達到8.34%[19]。

染敏電池的光電極是多孔性的TiO2薄膜

結構，因此高黏度的膠態電解質在使用時有

滲入的困難。因此為了可以讓膠態電解質有

好的滲入，在電解質灌注的步驟時會對其加

熱，降低黏度。然而此一方法仍無法使電解

質與光電極做良好的接觸。

為了解決此一問題，L e e研究團隊推

出了一種特殊的原位膠化電解質（ i n - s i t u 

gelation）。此膠態電解質是在高溫下混合聚

(丙烯腈-醋酸乙烯酯）（PAN-VA）和ACN-液

體電解質而製備的。在PAN-VA溶解後的早

期，粘度很低（<103 cp）溶液具有類似液體

的黏度及流動性。這種特性也意味著聚合物

鏈在這個階段不會相互緊密地相互作用。然

而，粘度隨老化時間的緩慢增加（圖11a），

顯示鏈-鏈相互作用越來越大。根據溶液的表

觀流動性，凝膠狀態大約在16-20天後達到，

其中測得的粘度約為 8 × 103 cp。對於此一原

位凝膠系統，凝膠過程在室溫下進行緩慢，

因此，膠態電解質 可以在室溫下以液態形式

注入電池，提高其在二氧化鈦奈米結構中的

滲透能力，然後在電池內部進行凝膠化。

此原位膠化電解質的膠凝時間取決於溶

液中膠化劑的量，其濃度越高，膠化時間越

短。此外、在一定膠化劑濃度下，若添加一

些奈米粒子製得的複合膠態電解質也可以

減少凝膠時間。圖11a的結果顯示若添加10 

wt.% TiO2奈米粒子，凝膠時間會從20天縮短

到3天。這是因為奈米粒子的存在會增加高分

子鏈間、及高分子與粒子間的作用力。

在膠態電解質的製備上，藉由奈米粒子

圖 11　 (a)原位膠化電解質的黏度隨膠凝時間的變化；(b)奈米粒子在膠態電解質中的 Grotthus type charge 
transport機制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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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所製得的複合膠態電解質通常有較佳

的效能。這些奈米粒子在電解質中的效應

包括(a)降低聚合物的結晶度、(b)藉由所謂

的Grotthus type chatge transport mechanism 

形成離子傳輸通道，增加離子電導率和離

子擴散率（圖11b）、(c)增加光陽極/電解質

界面（Rct）的電荷複合電阻、(d)降低對電

極 /電解質界面（Rpt）的電荷轉移電阻、及

(e)提高聚合物和液體電解質的熱穩定性。

這些影響都有助於提高D S S C s的性能。在

Lee的團隊中使用此一方法所得的凝膠態電

池效率為9 . 4 6 %，甚至高於相同系統的液

態電池效率（9.03%），若搭配不同的染料

（CYC-B11），更可以使效率達10.58%，這

是目前文獻中最好的凝膠態 DSSC 的效率。

（三） 應用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可印刷
式電解質

傳統組裝DSC的方法，是將電解質以灌

圖 13　 PEO/PMMA系統膠態電解質外觀隨兩者的比例不同的變化（a）；及 TiO2奈米粒子添加對膠態電解質外觀

的差異（c, d, e）

(a)

(d) (e) (f)

(b) (c)

25 µm
surlym

25 µm
surlym

30 µm
surlym

Surlym / 
Slide Glass

Suction

圖 12　染敏電池組裝程序中電解質的灌注式製程（a, b, c）及印刷式製程（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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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方式來製備元件如圖12 (a, b, c)，然而灌注

方法只適合用於液態電解質，且又有封裝不

易、洩漏等問題，不適用於捲軸式及可饒式

的生產製程。為解決此問題，文獻中開發出

一新穎的印刷式電解質製程。此一製程首先

須製作適用於印刷式的凝固態電解質，藉由

此一特性可以將電解質以網印法或刮刀塗佈

法印在光電極上（如圖12 d, e, f），幫助電解

質在多孔性TiO2光電極的滲入。此類型的電

解質配合印刷製程，更適合應用在大量生產

程序上。

一般膠態電解質無法應用於印刷式製程

之原因，乃在於它們的凝固態電解質結構，

此結構會在印刷過程中被破壞。為了解決這

個問題，凝固態電解質是通過混合聚環氧乙

烷（PEO）和其他高分子以及MPN-碘化物

液體電解質來製備的。此PEO是控制電解質

粘度使其具印刷特性的關鍵材料，而其他高

分子的添加（PVDF, PMMA）則可調控其性

能。以PEO/PMMA系統為例，這些電解質的

外觀會隨兩者的比例不同而改變（如圖13所

示），此外，加入TiO2奈米粒子亦可調控其黏

度，流變特性及其他效能。

有關可印刷式電解質的相關文獻目前尚

少。2014年，Tzu Chien Wei等人利用非揮發

性離子液體PMII搭配奈米粒子作為增稠劑，

包含TiO2、疏水性SiO2及親水性SiO2以提高

電解質黏度，並以刮刀塗佈法製備元件，

可達到5.39%。2015年Yuh−Lang Lee研究團

隊利用PA N作為增稠劑搭配低揮發性的溶

劑gBL，製備出具有適當黏性的可印刷式電

解質，並添加TiC奈米粒子提升元件效率至

7.45%，於50°C環境下有良好的穩定性，在

次模組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應用上，可達到

4.11%之光電轉換效率。2017年，同一團隊

以PEO/PVDF共混物搭配MPN電解質與TiO2

奈米粒子，將元件效能提升至8.91%，除元

件穩定性佳外，在面積為11.2 cm2之次模組應

用上，亦可提升至6.45%的效率。而在2018

年，同一團隊改以共混高分子PEO/PMMA搭

配MPN電解質與TiO2奈米粒子，將元件效能

更進一步提升至9.12%，同樣應用於次模組元

件上，其效率可提升至6.78%。由穩定性測試

顯示凝固態電解質所組裝的電池有很好的穩

定性看出。

五、固態電解質

（一）應用於鋰電池之固態電解質

鋰離子電池通常使用有機溶劑當作電解

液，但此種電解液易發生燃燒爆炸等安全性

問題，且鋰枝晶的產生易造成短路，而固態

電解質對鋰金屬相對呈惰性，可以有效分隔

兩極，並取代容易被刺穿的隔離膜及易揮

發的電解液，更可以抑制鋰枝晶（Lith ium 

dendrite）的產生。固態電解質可以分為無機

固態電解質（Inorganic solid electrolyte）、

固態高分子電解質（Solid polymer electro- 

lyte）、複合固態電解質(Organic-in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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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composite electrolyte) [20]。

1. 無機固態電解質：

無機固態電解質又可稱為鋰離子固態導

體（Li-ion solid-state conductor），在室溫

下需要很高的離子電導率，並在工作溫度

下需具有較低活化能。可分為鋰超離子導

體（Lithium superionic conductor）如Li2+2x 

圖 15　(a)不同介面於正極及陶瓷固態電解質間的比較 (b)不同介面之充放電性能比較 [25]

圖 14　 無機固態電解質與固態電極介面接觸不良，再添加緩衝層於介面後，相容性提升，且能大大降低介面的阻
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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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1-xGeO4 [21]、石榴石（Garnet）[22]、鈣鈦

礦（Perovskites）[23]和硫化物（Sulfides）

[24]。無機固態電解質有良好的機械性質，

可以避免鋰枝晶穿刺，且因為只有鋰離子在

當中遷移，和傳統的液態電解質相比，有極

高的鋰離子遷移數（tLi+ = 1）。但要將此類固

態電解質應用仍存在巨大挑戰，其困難之一

是固態電解質與鋰金屬負極之間存在較大的

介面阻抗。目前有效的解决策略是在電解質

與鋰金屬電極的接觸介面構築一層中間緩衝

層來降低介面阻抗，如圖14所示，使用材料

如：高分子、金屬等，可讓無機固態電解質

的應用性大幅提升。

Teng等人提出以特殊官能基的聚丙烯腈

高分子（PAN-based）膠態介面當作LLZTO

無機陶瓷電解質與電極間的緩衝層[25]，不

僅可以使固態電解質與鋰金屬的介面相容性

提高，且能提升鋰離子遷移的能力。圖15(a)

為鋰離子於液態介面及膠態介面傳輸的比較

圖，在液態介面鋰離子傳輸時會受到溶劑分

子及陰離子的阻礙，但於膠態介面，PAN高

分子鏈上的-C≡N官能基具高極性會吸引鋰

離子以及具有酯類-C=O官能基溶劑，促進鋰

離子傳導以及電解液的吸收量，製作出具有

高鋰離子遷移數的鋰離子電池。另外，由圖

15(b)可知此電解質系統之充放電效能與電容

量保持率都比液態系統好。

Fu等人引入一層薄薄的鋁（Al）以形成

離子導電的鋰鋁合金（Li-Al al loy），作為

Garnet固態電解質和鋰金屬負極之間的介面

層[26]。原本Garnet固態電解質與鋰金屬接

觸不良，界面處留有間隙；然而，Al塗層將

與Li金屬合金化，並使Garnet固態電解質完

全和鋰金屬電極密合，如圖16所示。這種

設計的界面促進了離子和電子的均勻轉移。

室溫（20°C）下界面電阻從950Ω·cm2降低到 

圖 16　 使用鋰金屬合金設計的 Garnet固態電解質和鋰金屬負極之間的介面層示意圖。原本 Garnet固態電解質與
鋰金屬接觸不良。引入 Al介面，在 Garnet固態電解質和鋰金屬之間形成 Li-Al 合金，Al 塗層使 Garnet
固態電解質與鋰金屬表現出良好的接觸。[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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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Ω·cm2。

2. 固態高分子電解質：

純固態高分子電解質由高分子和鋰鹽所

組成，不含任何溶劑，與無機固態電解質相

比，其具有可撓性、重量輕、與電極間的介

面相容性（Interfacial compatibility）等優良

特性。另外，其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不需

要隔離膜，但因不含溶劑，在室溫下的導離

子度偏低（~10-8 S cm-1），限制其應用性。

鋰離子在固態高分子電解質中的運動模式主

要是透過與高分子主鏈上的負離子形成配位

作用後，在電壓驅動下，藉由高分子鏈的擾

動來帶動離子遷移。而固態高分子電解質的

傳遞機制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利用高分子非

結晶區塊的運動來傳遞鋰離子，第二種則是

利用高分子結晶區塊，鋰離子會被束縛在螺

旋結構當中與陰離子分離，並在螺旋結構

中以跳躍（Hopping）方式傳遞[27]，如圖17 

所示。

常使用的高分子系統包括Polyethylene 

O x i d e（P E O）、P o l y c a r b o n a t e、P o l y - 

siloxane、Polyacrylonitrile及Polyvinylidene 

F l u o r i d e相關系列等。有許多不同種類的

固態高分子電解質，如：交聯型高分子電

解質（Cross-linked polymer electrolyte）、

共聚型高分子電解質（B l o c k-c o p o l y m e r 

Li+ Polar group Anion Polymer local
segment

圖 17　鋰離子在固態電解質中的傳遞機制 ，可分為（a）非結晶區域（b）結晶區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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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lyte）、接枝型高分子電解質（Graft/

Comb polymer electrolyte）、混摻型高分子電

解質（Blend polymer electrolyte）等。

Choudhury等人提出將poly（ethylene 

glycol）dimethacrylate（PEGDMA）混合Bis

（2-methoxyethyl）ether（diglyme），並利用

自由基引發劑和UV光使之交聯成固態電解

質，如圖18 [28]。此種電解質直接塗佈於正

負極材料上，接著進行紫外光聚合，只需幾

分鐘的照光時間即可快速生產大量電解質材

料，穩定的連續式生產能降低批次生產程序

中，成本較高及產品品質落差大等問題。目

前使用固態高分子電解質的電池組裝製程需

在電極片上進行高分子塗佈，Teng等人提出

以聚氧乙烯共聚物高分子（PEO-based高分

子）為主架構，搭配矽氧烷為交聯劑製備能

在室溫下進行充放電之固態電解質，此固態

高分子電解質為free-standing film兼具粘著性

能，可與正極粉體形成電池正極極片。電池

組裝時僅需正負電極卷及高分子電解質卷，

以roll-to-roll製程裝配，大幅提升組裝精準度

且降低費用。矽氧烷的添加可以提供鋰離子

另一種傳遞的路徑，其可以幫助鋰鹽解離還

有機會提供鋰離子另外的傳輸通道促進鋰離

子的遷移，如圖19 [29]。

3. 複合固態電解質：

有機 -無機複合固態電解質是由高分子

基質及無機陶瓷填料（Inorgan ic ce ramic 

f i l l e r）所組成，整合高分子電解質及陶瓷

固態電解質的優點，擁有優異的機械性質、

圖 18　 （a）用於合成固態電解質中所使用的高分子網
絡的單體體的化學結構。（b）固態電解質照
片。（c）說明電解質在電極上原位交聯概念的
示意圖。[28]

圖 19　使用 Roll to roll 方式之固態鋰電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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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穩定性及高導離子度。無機填料可以

分為兩種：Inert f i l lers 和Active fi l lers。

Inert filler主要為陶瓷氧化物，如：Al2O3、

S i O 2、T i O 2，其於高分子基質中扮演降

低結晶性（C r y s t a l l i n i t y）的固態塑化劑

（Solid plas t ic izers），另外，藉由表面上

的路易斯酸鹼對（Lewis ac id-base）交互

作用促進鋰鹽Ion-pai r的解離，增加更多鋰

離子被傳遞的機會，也可以利用填料表面

上Lewis basic si tes，產生鋰離子傳輸的通

道。Active filler為含鋰無機陶瓷粉末，如：

Garnet型（LLZO）、Perovskites型（LLTO）

及NASICON型（LAGP、LATP）的陶瓷粉

末。其可以降低高分子結晶區域，也可以增

加鋰離子遷移的能力。添加有機金屬框架

（Metal organic framework，MOFs）型的填

料在解決固態電解質的低導離子度上亦有不

錯的成效，其擁有三維的孔隙結構，提供離

子傳輸的通道。高度連接的金屬骨架可以固

定陰離子，使鋰離子成為唯一可以移動的離

子，增加了鋰離子遷移數。Huo等人以UiO-

66為基底合成新型的陽離子有機金屬框架添

加進PEO-LiTFSI系統的固態電解質[30]，其

可以有效固定陰離子，也可以抑制鋰枝晶的

產生，機制如圖20所示。

（二） 應用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固態電
解質

除了凝膠態-DSSCs（QSDSS）外，固

態（solid state）電解質也被用於製作全固態

DSSC，但與鋰電池相比，無機固態電解質

Hydrogen
bond

Cationic
center

Zr4+Zr4+

圖 20　MOF filler抑制鋰枝晶及固定陰離子機制示意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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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具有氧化/還原對及在奈米孔洞光電極

上的滲入問題，無法應用於DSSC，因此，

只有固態高分子電解質可以使用。然而在此

一主題的研究尚少。目前Lee的研究團隊使用

PAN-VA聚合物來製造固態電解質。首先通過

將20 wt.% PAN-VA與碘系統電解液混合來製

備高粘度電解質糊。然後使用刮刀法在光電

極上直接塗覆電解質漿料並蓋上鉑對電極，

然後將電池至於真空烘箱，在80°C下加熱約

1小時使溶劑蒸發。在溶劑蒸發過程中對電極

施加外部壓力，這提高了固體電解質在多孔

TiO2薄膜中的滲透。此一程序所製得的全固

態電解質膜具有不同於PGE的果凍狀特性的

彈性特性（圖21）。

固態電解質的電導率與使用MPN為溶劑

製備的PGE相當。因此，PAN-VA基體本身可

能有助於通過Grotthuss電荷轉移機制進行電

荷傳導，該機制負責在本系統中獲得高電導

率。使用8 µm TiO2層厚度的CYC-B11敏化光

電極的固態電池的效率為7.60%。當10 wt.% 

TiO2 NFs添加到電解液中時，固態電池的效

率提高到8.65%。

六、結論與展望

本文簡述鋰電池及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

的電池化學、以及目前所遇到的挑戰及近年

來電解質材料方面的進展。隨著電子產品、

電動汽機車的蓬勃發展及環保議題的重要，

對於儲能及產能裝置有著大幅上升的需求，

目前市售電池的電解質皆屬液態有機相，因

此提升安全性促使業界及研究人員投入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來解決。然而因製程上仍存在

技術瓶頸無法使膠/固態電解質全面商品化。

目前仍需就幾個面向去進行進一步的了解及

研究：(1)離子傳輸的機制：雖然對於鋰電池

內的各個反應介面已有開始建構探討，但對

於固態電解質與固態正極間的探討仍需持續

琢磨；(2)穩定鋰金屬電極：鋰金屬電池易生

成枝晶狀的鋰，故如何設計電解質有效地調

節其沉積行為和了解鋰成核及枝晶生長的機

制至關重要；(3)膠 /固態電解質的製程規模

放大：現址凝膠製程及固態電解質Rol l-to-

ro l l製程可以實踐商業化的目標，但技術的

機遇和挑戰並存；(4)安全性及能量密度的提

升：關乎電極與電解質材料的選擇與匹配。

近幾年來有很大的進步，但仍然沒有一個最

理想的設計，商業化的挑戰仍透過機制探討

及技術改良漸漸地去解決，下一世代的新型

鋰電池必將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改變。在染

敏電池方面，膠態電池的製程及效率的提升

是較成熟的技術，但在固態電解質方面，因

為沒有溶劑的存在，導電度低，電池效率也

較低。在此一問題上，仍待材料及技術開 

圖 21　全固態 DSSC 電解質膜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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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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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功能性金屬材料創新應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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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先進金屬材料、先進高強度鋼、先進鋁材、新型銅合金、金屬基複合材料

摘要

金屬材料具備優異機械性質、輕量化、

耐蝕、磁遮蔽、可循環...等功能性設計，隨

著全球產業發展朝向環境永續、資通訊發

展、航太科技、防疫科技布署...等，以運輸

產業電動化車輛為例，其結構件需要同時具

備輕量化、高強度及制震特性，達到降低車

身重量、安全性、續航力以及大功率快速充

放電...等功效。本文收集整理國內外先進金

屬材料發展需求及應用趨勢，提供產學研相

關研發人員快速獲得新材料研究方向，掌握

未來新興產業應用發展需求。

一、前言

隨著全球暖化造成越來越惡劣的極端氣

候，像是越來越強的颱風 /颶風，越來越頻

繁發生的乾旱及野火，越來越劇烈的強降

雨，以及隨著南北極升溫越來越抓不住極地

渦旋造成的暴風雪等等，使得國際間的環保

意識逐漸抬頭，大聲疾呼產業應用發展應快

速朝向發展綠能，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同時要進行節能，期望各國能在2030完減碳

50%，並在2050完成碳中和的目標。永續發

展，成了當前產業最需要考量的議題；輕量

化，正是金屬產業目前發展最主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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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全球正經歷著製造業區域化、碳

中和、大規模傳染病...等，造成像是供應鏈

中斷、原物料價格上漲、資通訊產業加速發

展、防疫抗菌受到重視、太空相關產業快速

興起等等，都使得功能性金屬材料的開發需

求大增。

全球減碳政策帶動車輛產業朝向低耗

能、低排放及低汙染，更進一步禁售燃油車

輛，車輛電動化趨勢成為全球車廠產業布局

重點。就運輸產業來說，除了傳統的安全性

之外，由於節能減排的趨勢，使高強度、耐

碰撞且輕量化之金屬材料需求蓬勃發展。此

外，由於汽車產業電動化的趨勢，材料開發

需求不僅止於應用在車體結構，電池殼件、

充電樁材料等等也成了重要的創新應用；就

通訊產業來說，疫情的影響加速了遠距辦

公、遠距教學等等的產業應用，使得5G快

速地落地發展，具電磁遮蔽、高散熱、耐腐

蝕之金屬基複材就成了理想的材料；就太空

產業來說，SpaceX提出星鏈計畫是最吸引

人的應用，透過低軌道衛星之鋪設，讓地球

被上萬顆低軌通訊衛星圍繞，藉此達到不受

地形影響的資通訊網路，其中最關鍵的低軌

衛星同樣需要輕量化、高強度、高剛性、低

熱膨脹係數的材料，此外，為了因應大範圍

溫度熱循環且具高量輻射線的外太空環境，

耐疲勞、抗輻射材料性質更是不可或缺；就

海洋科技產業來說，不論是國防相關的國艦

國造政策，還是能源相關的風電綠能政策，

高強度耐腐蝕的金屬材料開發是不可或缺的

一環。就醫療產業來說，由於抗生素濫用造

成的問題，使得抗菌醫材的開發需求再次浮

上檯面。目前功能性金屬材料開發與種類主

要分成先進鋼材、高強度鋁合金、新型銅合

金、非鐵金屬混成材料，以下便逐一介紹近

年來相關的創新應用趨勢。

二、先進鋼材

鋼材可應用於環境溫度-196°C~650°C、

機械強度100~5,000 MPa及耐蝕特性，是目

前運用最普遍金屬材料，常見應用於結構材

料，包括建築、車輛、能源、工具機、石

化、國防、民生...等產業，屬於國家產業經

濟發展基礎材料[1]。依據ENERGY社群網站

報導顯示2020年全球鋼產量約為18.64億公

噸，瑞典將於2024年完成建置全球最大氫能

煉鋼廠，朝向綠色鋼材目標發展[2]。先進鋼

材開發朝向輕量化高強度、嚴苛操作環境、

易加工成形、低成本...等目標，以下介紹先

進高強度鋼及高氮鋼兩項具應用發展潛力 

鋼材。

（一）先進高強度鋼

先進高強度鋼種類眾多，包括雙相鋼

（Dual Phase,  DP）、複相鋼（Complex-

P h a s e ,  C P）、麻田散鐵鋼（M a r t e n s i t i c , 

MS）、相變誘發塑性鋼（Transformat ion-

Induced Plasticity, TRIP）、熱沖壓鋼（Hot-

Formed, HF）、雙晶誘發塑性鋼（Twinning-



70 SEP 2021工程 • 94卷 03期

專題報導

Induced Plasticity, TWIP）...等。先進高強

度鋼特性比較與汽車產業應用如表 1所示 

[3,  4]，從第一代及第二代先進高強度鋼開

發，透過材料成份設計及製程溫度條件控

制，達到控制鋼材內微組織，獲得所需強

度、延性、韌性及疲勞特性，實現新能源

車體所需薄型輕量化及高強度複雜結構設

計，於車體撞擊區（Crash zone）提高撞擊

能量吸收，以及乘客空間（Passenger com- 

partment）提升結構強度，讓先進高強度鋼材

功能設計應用超過傳統碳鋼表現，已經成功

降低鋼板厚度同時兼具安全性，成功讓車體

結構減重39%。全世界先進鋼廠正如火如荼

投入第三代先進高強度鋼研發，目標瞄準同

時具有拉伸強度超過1,000 MPa、延展性30%

以上、容易加工成型...等特性[4]，利用特殊

合金化與熱機成形製程技術，改善強度與延

展性之材料特性整合。與第一代相比，透過

製程優化使得其延展性及成形性大幅提升，

例如：將中錳鋼透過沃斯田鐵反轉回火製程

（Austenite Reversion Tempering-annealing, 

ART-annealing），可達到拉伸強度800-1,500 

MPa及延展性30-45%[5]；此外，第三代先

進高強度鋼與第二代相比更強調使用較少合

金元素，進一步壓低生產成本以及提升接合

效率。為了加速材料開發效率，國內外學研

機構已經將數位材料設計方法（如Integrated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ICME）

導入 [6]，現階段除了先進高強度鋼成功應

用於車輛產業外，未來更可加速擴延應用於

軌道運輸產業、能源、基礎建設、船舶、航

太...等產業。

（二）高氮鋼

高氮鋼材料內氮含量0.4~1.0 wt%，其

表 1　先進高強度鋼種類之特性比較與應用說明

項目 種類 特徵及性質 缺點

第一代先進 
高強度鋼
（AHSS）

• DP （Dual Phase）
• CP （Complex-Phase）
•  TRIP （Transformation-Induced 

Plasticity）
• MS （Martensitic）

•  相成份：肥粒鐵母相、麻田散鐵、
變韌鐵 ...等多種微結構相

•  特性：強塑積（強度 ×延性）性
能小於 25 GPa%

• 低延展性
• 不易加工成形

第二代先進 
高強度鋼
（U-AHSS）

•  L-IP （lightweight with induced 
plasticity）

• TWIP
•  SIP （shear band formation-induced 

plasticity）

•  相成份：沃斯田鐵穩定相，含高
錳含量及其他合金相

•  特性：兼具良好強度與加工成形
特性，強塑積性能大於 50 GPa%

•  合金添加造成成
本高

• 產生延遲開裂
• 難銲接

第三代先進 
高強度鋼
（X-AHSS）

• Enhanced DP
• Enhanced TRIP
• Low cost TWIP
•  TPN （Three-Phase steel with Nano-

precipitation）
• QP （Quenching and Partitioning）

•  相成份：透過晶粒細化提升第一
代高強度鋼性質

•  特性：合金添加少成本低，適用
於多種成形製程技術，強塑積性
能大於 25 GPa%

•  需搭配特殊製程
步驟（如快速冷
卻步驟），仍在
研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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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種類包括低鎳高氮與無鎳高氮不銹鋼及合

金鋼，可應用於高溫耐磨耗機械軸承與襯

套、耐高壓低溫容器及耐蝕無過敏反應醫

材...等。氮元素可以提升鋼材機械、腐蝕及

耐候特性，增加氮含量主要以高壓冶煉技術

及常壓氮化物添加兩種方式進行，氮原子可

以插入鐵晶格形成穩定固溶相。添加合金成

分鉻、鉬、釩、矽...等，可幫助鋼水提升氮

含量如圖1所示[7]，再藉由熱機處理技術控

制相變化，將氮原子固定於鐵晶格內，達到

固溶強化使差排及晶界不易移動，提升材料

硬度、降伏強度與抗潛變能力，特別是耐局

部腐蝕、晶界腐蝕、孔蝕及間隙腐蝕等耐蝕

特性同步提升；藉由銲接製程條件與氮氣保

護氣氛控制，可以提升鋼材銲接性與維持鋼

材接合強度。由於鎳添加量減少，應用於生

醫產業解決人體過敏問題，高氮含量添加亦

提升材料整體機械性能，突破嚴苛環境限制

大幅增加結構材料應用之可靠度。德國研

究團隊將P2000（nickel-free, high-nitrogen 

austenitic steel X13CrMnMoN18-14-3）高 

強度、高延展性與耐蝕之高氮沃斯田鐵相

鋼，應用於骨手術醫材，其價格與品質均優

於傳統316L、Ti6Al4V或CoCrMo醫用材料

[8]。國內已成功開發含氮量0.09 wt%之麻田

散鐵相組織耐蝕高強度不銹鋼材料 [9]，機

械強度530~545 MPa，耐蝕試驗達1,200小時

以上無鏽蝕（SUS420及SUS304於鹽霧600

圖 1　元素添加對鋼材料之機械性質影響

(a)

(b)

圖 2　 （a）高氮耐蝕高強度不銹鋼材料之顯微組織金
相照片；（b）一體型建築用鑽尾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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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皆產生鏽蝕）；此材料可用於生產一體

型建築用鑽尾螺絲如圖2所示，螺絲中心硬

度（HV）達到605、外部硬度（HV）達到

642，減少傳統兩截式鑽尾螺絲生產製程（銲

接、電鍍），加工成本降低20%以上，不銹鋼

扣件使用壽命延長50%以上，未來應用端如

太陽能面板固定於農業附屬設施。

三、先進鋁材

鋁為地球上含量最多金屬元素，其密度

為2.7g/cm3（只有鋼鐵1/3）。鋁具有強度高、

耐腐蝕、容易加工、無低溫脆性、導熱/導電

性佳、反射性強、無磁性、無臭、無毒、不

易燃、抗輻射性等特性；依據全球鋁材市場

應用市場趨勢分析，工業用鋁應用於交通、

建築、包裝...等如圖3所示，交通及建築為主

要需求各佔25%，其次是包裝（17%）及電

子（12%）[10]。全球鋁資源來源包括原生鋁

及循環鋁材，對於生產原生鋁材及鋁製品循

環再利用，世界各國已朝向低耗能及低碳排

趨勢發展。低耗能：生產原生鋁錠過程所需

能源從17.5 kwh/kg下降至11.5 kwh/kg；而再

生鋁錠所需能源僅原生鋁5%以下（0.6 kwh/

kg）；低碳排：Rio Tinto推出的世界上首次通

過認證的低二氧化碳原生鋁Renew AlTM，俄

鋁推出的低碳鋁品牌ALLOW，都可以實現每

生產一噸鋁排放二氧化碳約3噸，遠低於世界

平均水準。

（一）中 /高強度鋁合金

中 /高強度鋁合金拉伸強度大於 4 8 0 

M P a，主要是2系列A l-C u-M g、5系列A l-

M g、6系列A l - M g - S i及7系列A l - Z n合金 

[10]。以6系列鋁合金屬為例，此合金屬於

熱處理型耐蝕材料，經過二次加工製程後進

行固溶與時效處理提升強度；Space X開發

圖 3　全球工業用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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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度高硬度Al-Mg合金於先進火箭，解決

低軌道衛星火箭發射使用環保型高濃度過氧

化氫（H2O2）燃料（取代聯胺（N2H4））產生

材料相容性問題，6063鋁合金對於過氧化氫

相容性高且可耐高壓，可應用於新型燃料槽

設計開發。此外，國際電動車大廠Tesla為合

理控制產品製造成本，開發大型一體成形壓

鑄製程搭配新型高導電高強度鋁合金材料，

成功將製程化繁為簡，提升整體壓鑄鋁合金

車架性能與安全性，使得電動車輛售價可更 

親民。

隨著國際標竿業者如3C廠Apple、家俱

廠IKEA、飲料廠Coca-Cola等，因為回收鋁

料循環過程僅需要生產原生鋁材（鋁礬土精

煉與電解）電力需求5% [11]，逐漸要求供應

鏈提高回收鋁料使用比例，朝向節能減碳之

產品訴求。其中7系列航太級鋁合金強度超過

700 MPa，鐵及矽為兩大關鍵影響元素，隨

著加工與循環過程造成鐵含量累積，鐵含量

必須控制低於0.15wt%以下，藉由除鐵技術避

免富鐵相（Al3Fe、α-AlFeSi、β-AlFeSi）形

成，維持材料成形性與機械性質[12]，即可將

大量航太加工回收料應用於高階低碳排綠色

產品。此外，歐盟CORDIS研發循環鋁材除

鐵技術，解決車輛產業於5系列及6系列報廢 

產品，回收循環後可再回到產業應用[13]。

（二）多孔鋁材

超輕量化多孔鋁材相對於實體材料，具

備輕量化（密度0.07~1.0 g/cm3）、吸收震動

衝擊能量（吸收衝擊能量1.0 MJ/m3）以及絕

熱隔音（熱導率0.3~35.0 W/mK）...等功能

性[14]。多孔鋁材於內部孔洞分布特徵，可

分為開放式（Open cell）及封閉式（Close 

c e l l）兩種，其製程方式有直接發泡製程

（Direct foaming）及間接發泡製程（Indirect 

foaming）兩大類；直接發泡製程是將高壓

氣體通入熔融金屬液中，將細微氣泡分散入

金屬液內，而間接發泡製程則是放入發泡劑

（如TiH2），預先製作出預發泡材料，再進

行加熱發泡。日本Shiko Wire公司利用砂模

鑄造開發制震降躁橫樑應用於工具機，此橫

樑結構外殼為AlZn10Si8Mg合金，內部填充

ALPORAS封閉式多孔鋁芯材AlCa1.5Ti1.5

合金，雖然結構件製造成本微幅增加，但是

於370 Hz振動頻率下，可吸收衰減震動達到

降低噪音60%，已成功應用於七百多台工具

機內[15]。此外，奧地利理工學院與BMW合

作，同樣利用鑄造方式，開發出引擎支架內

複合多孔鋁材，達到輕量化特性及吸收衝擊

特性；近期亦整合多孔鋁材輕量化、制震及

穩定電池溫度等特性，於電動車電池殼體設

計應用如圖4所示[16]。

四、新型銅合金

銅金屬具備良好導電 /熱特性、延展性

佳、易加工成形及抗菌效果（僅次於銀），

但其缺點強度低易變形及硬度低不耐磨耗；

但可透過合金設計及製程控制來改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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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9年銅應用需求統計分析，包括設備

（31%如電腦）、建築（28%如通訊系統）、

基礎設施（16%如電力裝置）、運輸（13% 

如電動車輛）及工業（12%如馬達）[17]。

銅導電性質好常用於電子產業製作高導電線

路，銅合金則是添加不同元素成分，調整材

料結構強度、散熱及抗腐蝕特性，符合能

源、石化及船舶產業應用需求。隨著產業型

態與生活環境變化，工業4.0朝向無人工廠及

車輛電動化，高性能銅合金性能隨之被開發

應用，以下介紹兩類銅合金發展趨勢。

（一）高強高導銅合金

鈹銅為最早開發出來同時兼具高強度與

高導電性質，透過少量（1-2 wt%）鈹元素的

添加，經過均質化、熱軋、固溶、冷軋及時

效等步驟，可以得到與一般銅合金相比相當

優異的機械性質，像是抗拉強度1,200-1,400 

MPa及硬度354-390 VHN；此外，鈹銅導電

率為22-28%IACS（鋼鐵為2-3%IACS）及導

熱率為105 W/mK（鋼鐵為80 W/mK）[18]。

由於兼具強度及導電導熱性，常被應用在電

子元件、航空及車輛產業上，然而鈹具毒性

被列在歐盟的有害物質限制（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規範中[19]，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聲明提到

接觸鈹的工作人員會增加罹患慢性鈹病，鈹

中毒和肺癌的風險[20]。

圖 4　 新型電動車用電池殼體設計，上層為鋁板，內層為多種多孔鋁材，外殼為有機高分子材料（©TU BS IWF | 
Fraunhofer IWU@OH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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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取代具毒性的鈹銅，一系列高強高

導銅合金的研發因此展開。有學者提出將鐵

與銅去進行結合，希望將鐵的強度、硬度及

磁性引入銅合金中，得到兼具高導電、導熱

以及高強度，同時又保有抗腐蝕特性的材

料。從相圖來看，鐵在銅合金中的固溶度不

到3 wt%，因此多餘的鐵會在凝固過程中析

出，得到雙相結構的銅鐵合金（Copper Ferro 

Alloy, CFA），然而由於其偏析特性，使得

製造整體成分及微結構均勻的銅鐵合金相當

困難。幸好，隨著冶煉技術的提升，實現了

銅鐵合金的商業化，像是CFA95、CFA90及

CFA70分別代表5 wt%、10 wt%及30 wt%鐵

含量之銅鐵合金，透過鐵含量控制合金導電

性、導熱性、電磁屏蔽性能及強度，得到

適當之應用性質。例如：CFA95的導電性為

47%IACS，拉伸強度約為550 MPa，電磁屏

蔽效應在1-1,000 MHz區間（為影響電腦設

備的頻率範圍）可達70 dB [21]，可應用於

汽車、電氣、電子、通訊等產業中。像是

CFA95的銅箔可包覆在電纜上當作電磁屏蔽

及保護材料，其高導電、具強度及電磁屏蔽

性的線材可做成電器、電子、通訊產品甚至

是機器人的連接端子。

高強度高導電的銅合金特性指標抗伸強

度500-900 MPa及導電率45-80%，其設計方

法及熱機處理手段逐漸明朗。以Cu-Ni-Si系

統為例，添加Cr或者是Fe且在低溫下時效熱

處理，可有效得到大量且細小之析出相，大

幅降低銅母相中的Ni及Si之固溶量，使其強

度及導電性大幅提升[22]。此一系列的學理

探討由QuesTek公司發揚光大，透過電腦模

擬以及人工智慧運算，快速預測設計出可應

用於航太產業之高強度無鈹銅合金Cuprium

合金；藉由十幾奈米析出相強化，降伏強度

980 MPa、延展性15% [23]。相關銅合金系統

之拉伸強度及導電性分布如圖5所整理[24]，

其中像是Cu-Fe-P系統、Cu-Ni-Si系統、Cu-

Cr-Zr系統，國外皆已開發出商用合金，例

如美國環球金屬開發的C19400及C70250分

別為CuFeP及CuNiSi系統，日本三菱材料開

發的TAMAC194及MZC1分別為CuFeZnP及

CuCrZr系統。目前此類新型高強度高導電銅

合金可應用於電力、電子、機械以及汽車的

端子連接器。在車輛產業方面，由於節能減

排的全球浪潮，電動車成為了未來的趨勢，

其所需的快速充電技術需要高的電壓（預計

提升至400 V）才能完成，因此充電裝置連

接器材料的導電性就格外重要，避免電流大

幅提升造成材料溫度過熱。除了高導電性之

外，由於充電裝置須經常性插拔，連接器材

料的高強度及耐磨性亦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在電子產業方面，隨著產業迅速發展，IC封

裝用的導線架需要更輕薄短小的材料，需要

能具有保護晶片支撐內部結構的強度（強度

需落在550-650 MPa），並同時不能影響電及

熱的傳輸（導電性須達80-85%IACS）。目前

常用在導線架的材料為CuFeP及CuCrZr系列

的高強高導銅合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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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菌銅合金

長效型抗菌銅合金應用於居家防疫用

品，包括常接觸開關/按鍵/握把/扶手、盥洗

用具及織品；此外，應用於船舶（如船底）

與養殖產業（如箱網）可延緩生物附著（如

藤壺），達到降低人力維護成本。銅合金滅

菌理論是由多種因素組成，銅合金中所釋出

之銅離子，分別為Cu+及Cu2+，都具備干擾

幾種微生物（Microbial）之代謝活性及破壞

細胞 DNA之完整性[26]。根據國外研究單位

實驗發現暴露於銅及不銹鋼表面之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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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銅合金之拉伸強度 -導電性質圖

（HuCoV-229E）形態變化，於不銹鋼上病毒

株存活於表面上10分鐘後，仍可見到完整病

毒株存在；而病毒株於銅表面上，卻看到成

團受損病毒株，更於30分鐘後，觀察到病毒

損傷程度劇增，證實銅確實具有破壞病毒之

功效[27]。此外，目前銅離子也逐漸開始取

代銀離子在抗菌上的應用，雖然銀抗菌效果

最好，但是銀離子或奈米銀通過皮膚會進入

人體內，會造成體內重金屬累積，長期會有

損健康；銅是人體必要元素僅次於鐵及鋅，

而人體並不需要銀元素，銅元素進入人體內

可隨著新陳代謝排出體外。因此，銅合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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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親和性較佳與材料價格相較於銀，更適合

導入民生產業高值化防疫科技應用。

五、金屬基複合材料

根據全球金屬基複合材料（Metal Matrix 

C o m p o s i t e s ,  M M C）及纖維金屬層壓板

（Fiber Metal Laminate, FML）市場調查報

告，MMC產業需求量5千公噸（2012年產值

2.3億美元）增加至7千公噸（2019年產值4億

美元）[28]，FML於2022年產值200萬美元

至2027年產值達330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

10%）；金屬基複合材料是指將兩種以上異

質材料進行混合，常用方法將強化體與金屬

母材混合而成，強化體材料包括碳化物（如

碳化矽）、氧化物（如氧化鋁）、氮化物（如

氮化鋁）以及碳材料（如石墨）以不同比例

添加，均勻分散於金屬母材之中[28]；另一

種方式以板材堆疊方式，將金屬板與纖維板

（如碳纖維）透過接面接合方式，製作出複

合式層狀板材[29]。將兩種以上材料複合應

用，突破單一金屬材料無法達到特性，提升

產品性能，以下以鋁基與銅基兩種材料說明

產業應用趨勢。

（一）鋁基複合材料

汽車產業開發耐磨耗活塞零組件，將原

本鑄鐵材料，改為鋁合金材料，同時加入石

墨粉末，利用離心鑄造技術讓石墨粒子可以

均勻分布於引擎活塞套筒內壁，當活塞系統

運作時石墨粒子可增加活塞與內壁間磨潤效

果，同時改用輕量化鋁合金材料亦增加燃料

轉換效率，Al-Graphite材料改善整體引擎活

塞系統導熱性、高溫、高壓、抗腐蝕、低熱

膨脹以及磨潤性，讓汽車省油順暢穩定。

Al-SiC系列材料被開發應用於耐磨耗及散熱

產品，高效能工具機由於加工效率、精準度

及可靠度產業應用需求，Al-SiC被應用於工

具機內部結構件，可以改善設備運作過程震

動，避免加工刀具長時間操作時溫度升高及

結構件熱變形問題，運作過程中零組件材料

往復移動不易磨耗，例如：日本精密陶瓷株

式會社Japan Fine Ceramics Co., Ltd. （JFC）

以鑄造法製備鋁合金代號為SA301、SA401，

布局應用於高可靠度結構件開發。絕緣柵雙

極電晶體（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IGBT）於電動車及軌道車輛大量使用，為了

滿足快速充放電需求，高可靠散熱模組已無

法使用銅做為散熱材料，Al-SiC材料提供低

密度2.9 g/cm3、低熱膨脹係數13 × 10-6/K及散

熱性155 W/mK，可提升電力系統交流電電動

機之輸出控制電子零件壽命。

電子通訊產業隨著頻率28 GHz（5G毫米

波）及電磁波輻射增益（Gain）≧5.0 dBi，

必須突破金屬殼件造成訊號屏蔽困境，透過

異質混成板材設計出兼具金屬機械性能、質

感及熱塑複材質輕、可回收利用特性之混成

板材（Hybrid Laminated Material），金屬板

與複材層間夾帶陣列天線之設計示意圖如圖

6所示，可用於解決5G毫米波通訊時金屬訊



78 SEP 2021工程 • 94卷 03期

專題報導

號屏蔽（Signal Shielding）問題。觀察全球

混成材料發展及其應用概況，纖維金屬層壓

板（Fiber Metal Laminate, FML）材質包含金

屬（鋁/鈦/鋼/鎂等）、纖維（玻纖/碳纖等）、

樹脂等材料，應用領域以運輸航太為主，惟

近年消費性電子產品等新興應用亦逐漸起

步；此外，在纖維金屬層壓板部分，其中，

複材的樹脂材料多以熱固高分子為主，考量

環保等因素影響，逐漸由熱塑高分子替代熱

固高分子，而複材的纖維材料多以聚丙烯睛

系（PAN）為主，惟對於高剛性結構材料之補

強功能下，則多採用瀝青系（Pitch）為主。

（二）銅基複合材料

根據許多文獻研究結果顯示，為了突破

純銅材料熱傳導率同時提升機械性質，可於

銅母材加入高導熱率碳材料，包括單層結構

奈米碳管約3,500 W/（m•K）、多層結構奈米

碳管約3,000 W/（m•K）、碳纖維約1,000W/

（m•K）、石墨烯為1,500~5,300 W/（m•K）

及石墨約2,000 W/（m•K）[30]；其中成本

最低石墨材料具發展潛力，添加片狀石墨

30~70 vol%於銅箔中，熱導率可達503~741 

W/mK（純銅400 W/mK）；此外，銅-碳基材

料熱膨脹係數約3~10 × 10-6 K-1（純銅16.5 × 

10-6 K-1），可解決熱變形問題[31]。由於銅基

複合材料具備優異熱管理功能，可因應未來

電子產品及電動化運輸工具之大功率快速充

放電所需高散熱需求；然而，目前此銅基複

合材料仍在開發階段，相關學理機制尚未釐

清。現有主要添加添加石墨烯或奈米碳管於

銅基金屬製程方法，包括熱均壓製程（Hot 

Isostatic Pressure, HIP）、粉末冶金（Powder 

Metal lurgy, PM）及火花電漿燒結（Spark 

Plasma Sintering, SPS），正如火如荼展開當

中，散熱效率倍增之材料將是熱管理工程中

重要突破。

六、結論

整體而言，金屬材料的開發以及應用與

全球的產業趨勢息息相關，隨著像是全球暖

化、5G落地、低軌衛星布局、疫情控制等

等新興議題，朝向特定或複數功能性快速發

展。因此，除了新型合金材料的開發，添加

入陶瓷或高分子強化體的金屬基複合及混成

材料也如火如荼的發展，其目的都是為了服

務新興的產業議題，達到節能、減碳、吸

震、輕量化、具優異機械及物理性質、耐環

境腐蝕、抗菌等等之成效。本篇回顧性文章

圖 6　 異質混成板材結合陣列天線於資通訊殼件應用
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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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盤點，介紹了先進鋼材、先進鋁材、新

型銅合金與非鐵基金屬複合性材料的開發，

得到的性質及應用領域，期望使讀者快速了

解到最近的產業發展趨勢及相關金屬材料的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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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產業用鈦金屬發展現況與趨勢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 林秋豐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資深產業分析師 / 陳靖惠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產業分析師 / 李盈瑩

關鍵字： 太空產業、鈦合金、鈦鋁介金屬、Space X、難加工材

一、前言

近年來，人類加快了探索太空的腳步，

且因應5G與太空商業化趨勢的發展下，亦帶

動衛星與火箭的蓬勃發展，根據市場預估，

自2019年開始，未來十年全球每一年將發射

約900顆的衛星。然而太空環境十分複雜，

須面對高溫、極寒、真空、輻射、震動、腐

蝕等各種極端惡劣條件，因此在設計上不僅

需考慮結構的特點，更須注重材料的選擇與

使用。以太空飛行器而言，甚至更需要進一

步追求輕量化結構以節省燃料與提昇任務效

益，因而使得各式特殊金屬材料與相關製程

的研發應運而生。

目前最常被拿來應用的金屬材料主要有

高溫超合金、鋁合金及鈦合金。高溫合金一

般以鐵、鎳、鈷等為基材，是指能在600°C

以上的高溫及一定應力條件下長期運作不

失效的金屬材料，目前市面上以鎳基高溫

合金（Inconel 718）應用範圍最廣，佔比達

80%，其次為鎳-鐵基，佔比14.3%，鈷基佔

比最少，佔比約5.7%。鎳基高溫合金由於其

耐高溫及高強度的特性，常使用於飛機的渦

輪噴射引擎的葉片上，即使在高達800-900°C

的條件下仍有相當不錯的機械強度表現。而

鋁合金最廣為人知的便是阿波羅登月計畫使

用的火箭載具─農神五號（Saturn V），其主

要結構大多即是鋁合金製成。鈦合金與鎳基

超合金一樣，屬於典型的難加工材料，雖然

相較其他金屬的成本較為高昂，但由於其穩

定的化學性質，良好的耐高溫、耐低溫、抗

強酸強鹼，以及出色結構強度，在航太、汽

車、機械製造等領域都被大量應用，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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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工業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被喻為

是「太空金屬」。因此本文便聚焦於鈦金屬

進行說明。

二、鈦金屬於太空產業之應用現況

金屬鈦具有銀灰光澤，在地殼中約占總

重量的0.42%，目前已知全球約有超過一千

萬噸以上鈦礦，不屬於稀有金屬，因此其應

用來源無虞。鈦在熔煉中，常會加入少量的

鐵（Fe）、釩（V）、或鉬（Mo）等元素，製

作成鈦合金材料，鈦合金材料是一種性能優

異的金屬材料，具有抗強酸、抗強鹼、抗鹽

水腐蝕的穩定結構，加上其硬度高、密度

小，重量輕，同時具有耐高溫特性，使其在

國防與航太領域備受歡迎，由於其重量僅有

鐡的1/2，卻像銅一樣經得起拉伸重捶，因此

應用範圍包括機翼結構、起落架、艙門、發

動機風扇和壓縮機低溫段工作的葉片、盤、

機匣等零件等。此外，鈦合金亦是製造運載

火箭、火箭發動機箱、太空船組件及衛星大

多數結構和壓力容器部件的首選，由於它們

與腐蝕性推進劑的優異相容性，包含推進劑

箱或碳纖維的環氧樹脂複合材料壓力容器

（COPV）與高壓氦氣儲罐等亦為其常見的

應用。

鈦金屬若從晶體結構來看主要可分為四

種類型：近α型、α+β型、介穩型β/近β型，

以及穩定β型合金。其中近α型鈦合金在低溫

及高溫範圍中都有應用，CP-Ti即為近α鈦合

金，由於其優異的抗應力腐蝕性能，因此被

用於製造長時間運行的衛星推進器箱；而Ti-

5Al-2.5Sn-ELI則因其優異的斷裂韌性（低至

20 K）而被製造用於低溫的球形高壓氦氣儲

氣瓶。

（α+β）型的Ti-6Al-4V是目前用量最

大的鈦合金種類，適用於高強度應用的退火

及固溶處理，常被應用於火箭和酬載衛星部

件。此外與Ti-6Al-4V相似但組成不同的其他

（α+β）型鈦合金，如BT-14、Ti-3Al-2.5V

也開始少量被應用。其與Ti-6Al-4V相比，

在室溫下雖然近β型鈦合金之強度表現不輸

Ti-6Al-4V，但目前在太空應用上仍不如Ti-

6A l-4V一樣廣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 

β型鈦合金其實具有更好的冷成形性，若改用

具有較高比強度的近β鈦合金製成氣瓶和推

進劑罐，將有望使原先使用（α+β）型鈦合

金（Ti-6Al-4V）製成的部件重量大幅減輕。

【表1】列出了在航太應用中常用的近β型和

穩定β型鈦合金的應用與特性。

三、鈦合金的新進展

自1980年代以來，為滿足發動機用材料

需求，600°C高溫鈦合金即相繼問世，代表合

金有英國的IMI834、美國的Ti-1100以及俄羅

斯的BT18y和BT36，合金體系均為Ti-Al-Sn-

Zr-Mo-Si系。IMI834（Ti-5.8Al-4Sn-3.5Zr-

0.7Nb-0.5Mo-0.35Si）是由英國的IMT公司和

Rolls-Royce公司在1984年聯合開發的近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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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合金，也是國際上首件使用溫度可達600°C

的高溫鈦合金。而後2009年中國大陸改進傳

統鈦合金，研發出近α型的新型高溫鈦合金

Ti-750，在短時間內的使用溫度可達750°C。

而後國際上開始研究透過微量元素的添加來

提高性能，比如加入鎢（W）提高合金的高

溫性能，元素矽（Si）強化了鈦金屬α相以 

提高合金的抗潛變性，而鈮（N b）和鋯

（Zr）的加入則改善了合金的加工性能。以

下便針對鈦合金的幾個新進展進一步加以 

說明。

1. 鈦鋁介金屬

與其他高溫合金和耐火合金相比，鈦鋁

介金屬因其較低的密度，且在高溫下的高比

模數和強度因而在近年來受到許多關注。鈦

鋁介金屬主要可分類為基於 γ（TiAl）的鋁

化物（γ鋁化物）和基於 α2（Ti3Al）的鋁化 

物（α2鋁化物）。α2鈦鋁化物可承受溫度有

873 K，而γ鈦鋁化物通常由鈦含量為36%至

50%的TiAl和Ti3Al兩相組成，其可承受溫度

更高達1273 K。

由於是金屬間化合物，需努力透過TMP

或添加合金元素（例如B, C, Mn, V, Cr）改變

化學成分以改善這些其延展性。考慮到該合

金固有的延展性差和適度的抗氧化性，將Nb

和Cr等元素添加到二元合金（Ti-Al）中能有

效改善，也成為最著名的γ-鋁化物之一的第

四代鈦鋁介金屬。

表 1　航太應用中常用的近β型和穩定β型鈦合金

合金成份 應用 特性

1 Ti–13V–11Cr–3Al 彈簧、機身和起落架 強度 ~1300 MPa

2 Beta III 
（Ti–11.5Mo–6Zr–4.5Sn）

飛機高強度鍛件、
連接零件

冷加工性
室溫強度 ~1400 MPa

3 Beta C 
（Ti–3Al–8V–6Cr–4Mo–4Zr）

高強度鍛件、
彈簧和緊固件

室溫強度 ~1300 MPa

4 Ti–10V–2Fe–3Al 波音 777起落架、
直升機主旋翼

熱成形性
室溫強度 ~1250 Mpa
熱強度高達 588 K
（室溫強度的 80%）

5 Ti–15V–3Cr–3Al–3Sn 波音 777、
微小的連接零件

冷成形性
室溫強度 ~1400 MPa

6 Timetal LCB
（Ti–4.5Fe–6.8Mo–1.5Al） 飛機彈簧

室溫強度 ~1400 Mpa
用鐵代替釩降低成本

7
Timetal 21 S （Ti–15Mo–3Nb–3Al–0.2Si）
Beta CEZ,
Ti–8Mo–8V–2Fe–3Al

高強度鍛件 中等抗潛變性

8 BT-22
（Ti–5Al–5Mo–5V–1Cr–1Fe）

俄羅斯軍用飛機
起落架、氣瓶

室溫強度 ~1300 MPa

資料來源：JMR/金屬中心 MII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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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鈦鋁介金屬可用於美國許多航太計劃

中，例如可重複使用的運載火箭、N A S A 

Future X飛機、X-38飛機和其他戰略任務。

矽磚是用於重複運載火箭的熱保護的最常用

材料之一，但因其十分脆弱，任何與太空碎

片的碰撞都會損壞矽磚，將導致太空船基礎

結構暴露於高熱之中，造成嚴重故障。因此

對於太空碎片撞擊的問題而言，更安全的熱

保護系統將是金屬熱保護系統（MTPS）。

通過使用基於鈦鋁介金屬的MTPS，與矽磚

相比將有更高的溫度應用優勢，可在較低密

度和較高溫度性能間進行權衡，目前使用

Inconel-718箔片實現MTPS的類似處理順序已

得到證明、並測試合格，可用於可重複使用

之運載火箭之上。

2.  鈦基複合材料（Ti tan ium Mat r ix Com- 

posites; TMCs）

鈦基複合材料是用於高溫環境下的太空

應用候選材料，與SiC、Al2O3和Si3N4結合

所得之複合材料稱為異位複合材料，而硼化

鈦晶須（TiB）是製造TMC所需的增強材料

之一，硼化鈦晶須透過將載荷轉移到鈦基體

上，因而提供了增強複合材料所需的橋樑。

根據研究發現，與未增強的鈦合金相比，TiB

晶須大幅改善了潛變和高循環疲勞強度。

目前鈦基複合材料（TMCs）已被提出作

為高溫應用的候選材料，與鋼和鎳基材料相

比，鈦基材料具有較佳的強度和剛性。與超

合金相比，高溫下的TMCs可在維持相同強度

下，減輕50%的重量，因此可望應用於發動

機及壓縮機葉片，然而因鈦合金的抗潛變能

力主要取決於同素異形α相和β相的分佈及大

小，因此未來若能對材料的晶相做更出的控

制，這類新型鈦基複合材料在太空領域中的

應用將會更為廣泛。

3. 添加微量元素（矽、硼、碳）

根據近期國際研究發現，當在CP-Ti、

近α和（α+β）鈦合金（例如Ti-6Al-4V）中

添加微量的矽、硼或碳時，將可達到晶粒細

化的作用，是一種透過改變材料的平均晶粒

尺寸來強化材料的方法，研究中指出，可透

過晶粒細化改善各種鈦合金的超塑性。以鈦

合金Ti-5Al-5Mo-5V-1Cr-1Fe（Ti-55511）

為例，由於其具有較高的比強度而被開發作

為俄羅斯軍用飛機起落架和承重機身的材

料，目前嘗試透過添加0.06-0.12 wt%的硼將

Ti55511合金的鑄態晶粒尺寸從1200-2400 µm

更改為300-600 µm，發現硼添加之後不僅導

致晶粒細化，且可使Ti55511合金中的晶界從

平面界面變為樹枝狀/鋸齒狀界面，且在晶界

處的硼化鈦晶須可有效地限制晶粒尺寸，而

這些發現與含有0.025–0.15 wt%硼的CP-Ti合

金研究結果相似。而向Ti-55511合金中添加

0.06 wt%的硼可顯著改善斷裂，同樣在硼改

性的Ti-6Al-4V和其他近βTi合金中也發現了

超塑性特徵得到改善。

除了上述的硼改性合金之外，各國亦持

續進行新型態合金的開發，如TIMET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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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出的鈦合金Ti-6Al-2Sn-4Zr-6Mo（可簡

稱為Ti-6246），在高達573 K的中間溫度下具

有出色的強度，此種合金是可氣冷硬化的，

與Ti-6Al-4V相比具有更高的可硬化性，因此

有潛力替代衛星推進劑罐和氣瓶應用上的Ti-

6Al-4V。而稱為Beta-21S的Ti-15Mo-2.7Nb-

3Al-0.2Si則是可以軋製成片/箔的較新鈦合金

之一，它已被開發為碳化矽纖維分散TMCs的

基質，用於美國國家太空飛機（NASP）。

此外，Ti-6Al-2Sn-4Zr-2Mo-0.1Si和Ti-17

則是美國ATI公司開發的兩種合金，適用於

高達750 K的抗潛變應用。TIMETAL-108成

分為Ti-4.8Al-3V-0.6Fe-0.18O是美國TIMET

公司根據MIL-DTL-46077 4類標準開發用於

裝甲應用的合金，已對該合金在5-78 mm厚

度範圍內彈道或超高速沖擊（HVI）性能進

行評估，它在面對球形彈藥和模擬彈丸碎片

（FSP）的測試中表現出優異的抵抗力，因

此這種合金可作為可重複使用的太空載具之

候選材料，鑑於低地球軌道空間環境中空間

碎片的威脅日益增加，此類材料的開發是一

項重大進展。【表2】整理出航太應用中之新

型鈦合金。

四、結語

過去六十年中，鈦合金在太空應用領域

已有舉足輕重之地，且繼續成為研發設計者

的首選，近年來性能越來越高階的新型鈦合

金陸續被開發，包括本文提及之γ鈦鋁介金

屬未來將替代低壓渦輪葉片的鎳基超合金，

有望替代火箭發動機中的鎳基高溫合金鑄

件，甚至是鈦合金在二次加工製程中，摩擦

攪拌焊接也被成功證明可降低大型電子束焊

接機的需求，而結合積層製造與摩擦攪拌焊

接用於製作大型太空結構（如推進劑罐）也

成為先進國家研發與應用之重點。美國與紐

西蘭的小型火箭開發商Rocket Lab，其火箭

Electron使用的主引擎Rutherford，也是採

表 2  航太應用中之新型鈦合金

合金成份 應用 特性

1 Ti-6246
Ti-6Al-2Sn-4Zr-6Mo

美國 TIMET公司開發、有望替代衛
星推進劑罐和氣瓶應用

可氣冷硬化、在高達 573 K溫度下具
出色強度

2 Beta-21S
Ti-15Mo-2.7Nb-3Al-0.2Si

被開發為碳化矽纖維
分散 TMCs的基質、用於美國國家
太空飛機

可軋製成片 /箔

3 TIMETAL-108
Ti-4.8Al-3V-0.6Fe-0.18O

美國 TIMET公司開發、適用於太空
載具

對球形彈藥和模擬彈丸碎片有優異抵
抗力

4 Ti-6Al-2Sn-4Zr-2Mo-0.1Si 美國 ATI公司開發 可用於高達 750 K的抗潛變應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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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金屬積層製造技術，從管件、燃燒艙到

噴嘴全部一體成形，不但降低製造時間與成

本，也大幅縮短了研發團隊的反應時間，同

時提高太空任務規劃的彈性。而隨著SpaceX

開發的第一節可回收火箭Falcon 9問世，未來

在太空領域中所應用的金屬材料，勢必也將

面臨循環回收的挑戰，因此金屬材料發展與

應用研究未來與太空產業發展的進程，將形

成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關係。而臺灣過去

以金屬基礎工業技術聞名於國際，深厚的材

料研發與加工製程能力也讓臺灣許多中小企

業成為SpaceX供應鏈的重要夥伴，未來隨著

太空產業而帶動之太空經濟，臺灣廠商也可

以開始思考如何提前布局，相信臺灣在這場

星際戰爭中一定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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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佈告

第 72屆李元唐秘書長簡介

學　歷：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

專　長：

1. 土木工程設計監造
2. 公路工程規劃設計
3. 交通工程規劃設計
4. 土地開發規劃設計
5. 軌道工程規劃設計

訓　練：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年「採購專業人
員基礎訓練」及格

2.  臺灣營建研究院 95年「環境景觀工程專業
培訓課程」

3.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95年「道路規劃設
計的新規範研習會」

4.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95年
「價值工程新趨勢研討會」

5.  行政院勞委會 97年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高階經營管理實務第 13期」結訓

參加學協會：

1. 中華民國道路協會
2. 中華價值管理學會
3.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團體會員代表
4. 台灣軌道工程學會理事
5.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理事、監事

特殊事蹟 /勳獎：
1.  民國 91年獲頒中華民國道路協會獎狀
2.  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 106年度「傑出工程師」
3.  民國 107年當選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會士

經歷摘要：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歷：
　經理部副總經理

　 運輸土木部資深協理 /協理 /技術經理 /計
畫經理

2.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經歷：
　運輸土木部組長 /計畫經理 /計畫主辦工程師
　國道工程部組長 /計畫經理
　二高設計專案計畫副理

3. 其他經歷：
　中華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