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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鎳磷合金(Ni-P alloy)有優異的硬度(> 600 Hv)、耐磨耗及化學耐蝕性，

已為機械、模具、汽車、光電及電子製造等領域廣泛的應用。聚四氟乙烯(鐵

氟龍)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PTFE)亦具有優異之自潤滑性(摩擦係數極

低)、表面抗粘黏性、超疏水自潔性、耐腐蝕性、絕緣性，在生化、醫療與

食品相關器具已有廣泛應用。模造成型之模仁表面如沉積 PTFE 之薄膜，可

使模仁具有極佳之脫模與離型效果，避免壓印或射出成型之高分子材料沾黏

於模仁表面，特別是當進行微/奈米等級結構之成型時，此沾黏現象特別容

易發生。然而，此 PTFE 薄膜一般是以蒸鍍、旋鍍、噴塗、浸漬等方式塗佈

於模仁表面，則於脫模離型過程中 PTFE 薄膜容易產生剝離脫落現象，致使

模仁的耐用性不佳，故必須提出其他有效的解決方案。 

因此，本研究在化學鍍(無電鍍)(electroless plating)鎳磷合金(Ni-P alloy)

的程序中，加入 0.2 μm之 PTFE 顆粒，以進行 Ni-P/PTFE 複合層之製備。此

複合層在應用時，可兼具鎳磷合金優異之硬度與耐磨耗性，以及 PTFE 膜之

低摩擦係數、超撥水性、高抗沾黏等特性。此外，由於 PTFE 顆粒均勻地鑲

嵌於鎳磷合金鍍層內部與表面，顆粒具有不易脫落的特性，可明顯改善僅

PTFE 塗覆於模仁表面，所造成之模仁耐用性不佳的缺點。化學鍍實驗中分

別控制鍍液 pH 值、操作溫度，PTFE 顆粒添加量、界面活性劑 FC-134 濃度

等參數，探討 Ni-P/PTFE 複合層之析鍍速率、複合層中 PTFE 之沉積量、微

硬度的影響，以及與抗沾黏、自潔性、防污性功能相關之接觸角特性。 

實驗結果顯示鍍浴的 pH 值必須控制在 4.80-4.92 範圍內，以維持鍍液的

穩定性。溫度的提升，析鍍膜可獲得較佳之接觸角度，但隨著浴溫的增加，

析鍍速率反而會減少，例如，在 85 ℃操作條件下鍍層的接觸角為 113.4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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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率為 15.8 m/hr，95℃時接觸角為 146.29
o、鍍率為 5.7 m/hr。析鍍時間

與沉積厚度呈線性關係，時間愈長可得較厚之薄膜，但鍍液中 PTFE 含量超

過 7.5 cc/L，沉積速率受到限制反而減緩。杜邦公司(Du Pont)的 PTFE 懸浮

液，其鍍層品質深受界面活性劑 FC-134 的影響，其最佳條件為 95 ℃鍍液含

300 mole/L FC-134、PTFE 含量 7.5 ㏄/L、化鍍 20 min，可得接觸角度 140.01

°，鍍層厚度 6.5 m、平均硬度 173.54 Hv。使用日本 World Metal Co, LTD 的

PTFE 懸浮液，其鍍液可以不使用 FC-134，在 95℃浴溫、PTFE 含量 7.5 ㏄

/L、化鍍 20 min 的最佳條件下，可得接觸角度 147.70°，鍍層厚度 5.5 m、

平均硬度 160.80 Hv。目前的研究進度已獲得超疏水性之 Ni-P-PTFE 複合層，

並應用析鍍於具有微結構之 Ni-Co 模仁表面，可得接觸角 141.42°，且實際

進行熱印壓模(Hot embossing)之測試，經過壓膜與脫膜實驗後，量測接觸角

為 137.89°。因此，本研究所製備之 Ni-P-PTFE 複合層有抗沾黏的能力，可

助 Ni-Co 模仁之離型性效果。 

 

關鍵字：鎳磷合金、鐵氟龍、抗沾黏性、無電鍍、接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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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t hardness(＞600HV), abrasion and chemical corrosion resistance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 areas such as machinery、molds、photo 

electronics and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Poly-tera-fluoro-ethylene also has its 

excellent self-lubricity、surface anti-sticky、super hydrophobic self-cleaning、

corrosion resistance 、 insulation resistanc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biochemical、medical、and food-related utensils. The mold caused by the type of 

mold surface, such as deposition of thin film of PTFE has excellent stripping and 

releasing effect, to avoid embossing or injection molding of the polymer material 

sticking in the mold surface, especially when micro / nano-level structure of the 

molding, this adhesion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easy to occur. However, this 

PTFE film c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ld generally based on the method of 

vapor deposition、spin coating、spraying、dipping, etc, is easily generate the 

phenomenon of peeled off in the process of stripping from the mold which result 

in poor durability. So it must propose another effective solutions.  

Therefore, in this research, the procedures for the chemical plating of Ni-P 

alloy, we add 0.2 μm PTFE particles in order to prepare the Ni-P-PTFE 

composite layer. This complex layer has both the superior hardness、wear 

resistance and low coefficient of friction、super water-repellent、high anti-sticking 

properties of the PTFE membrane. In addition, due to the PTFE particles 

uniformly embedded in a nickel-phosphorus alloy plating in internal part and 

outer surface, the partic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t easy to fall off,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isadvantage of PTFE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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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d, caused by the poor durability of the mold. In electroless plating 

experiments, we control the parameters of pH value、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the amount of the PTFE particles are added、surfactant FC-134 concentr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lating rate of Ni-P-PTFE composite layer、the deposition amount 

of the PTFE composite layer、the impact of micro-hardness and contact angle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anti-adhesion、self-cleaning、anti-fouling featur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H value of the plating bath must be 

controlled within the 4.80-4.92 rang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The 

plating film can has a good contact angle by elevating the bath temperature, but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bath temperature, the plating rate instead will be reduced, 

for example, the contact angle of the coating film is 1l3.47° at 85 ℃ operating 

conditions, the plating rate is 15.8 μm /hr ; the contact angle of the coating film is 

146.29° at 95 °C, the plating rate is 5.7 μm/hr. Plating time and deposition 

thickness shows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the longer time may have a thicker film, 

but the PTFE content in the bath of more than 7.5 cc/L, the deposition rate is 

limited and slow. The suspension of PTFE of Du Pont Company (Du Pont), its 

coating quality is deeply influence by the surfactant FC-134, and the optimum 

conditions is 95 ℃ bath containing 300 μmole / L FC-134、PTFE content 7.5 

cc/L、plating 20 min, the contact angle 140.01° is get, coating thickness is 6.5 μm, 

the average hardness is 173.54 Hv. By using the PTFE suspension of World 

Metal Co., Japan, Ltd, the bath does not use the FC-134, under the optimum 

conditions of 95 ℃ bath、the PTFE content of 7.5 cc/L、plating 20 min, the 

contact angle can be 147.70°, thickness of the coating film is 5.5 μm、the average 

hardness of 160.80 HV. The current research get the super hydrophobic 

Ni-P-PTFE composite layer and is preparing the plating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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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 mold surface, contact angle 141.42° is get and test of hot embossing after 

lamination and stripping experiments, contact angle 137.89° is get. Therefore, the 

institute of Ni-P-PTFE composite layer anti-adhesion ability can help the Ni-Co 

mold from the type of effect. 

Key word：Ni-P alloy、Teflon、anti-adhesion、chemical plating、contact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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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1 前 言 

傳統工業之產品表面處理技術，著重提升機械性、抗蝕、防銹、美觀與

壽命等特性。現今科技為迎合產品性能與環境保護之需求，各項基礎材料之

演進所具備的條件，也朝向多樣化、多功化、節能化、環保化等要求，而消

費者對產品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兼具兩種或多種成份元素之複合材料，已被

廣泛的應用在各項產品中。有關材料表面的處理，亦發展至運用材料各表面

能的不同，而達到功能特性化的技術層次。近幾年，關於精密模具表面抗沾

黏處理之學術研究及相關產品開發皆有顯著的發展成果。屬精密模具製備關

鍵技術之一的轉印技術，其存在之課題即有轉印完成後模仁的脫模離型問

題。尤其是面臨模仁的尺寸越來越小，其表面結構已進入微米等級甚至是奈

米等級的結構時，模仁與轉印材料的黏著必將越來越顯著，進而造成壓模成

型或射出成型後脫模離型上的困難。因此，模仁材料表面的抗沾黏處理技

術，尤其是模仁表面具備微奈米等級高深寬比(high aspect ratio)結構時，就

顯得特別重要。 

傳統模具在壓印成型過程中，模具往往都會沾黏著被壓印材料，使得離

型脫模困難。目前主要抗沾黏的方式是利用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ene, 

PTFE)優異之自潤滑性(摩擦係數極低)、表面抗粘黏性、超疏水自潔性、耐

腐蝕性、絕緣性等特性，將含有 PTFE 之薄膜塗佈於模具表面，可使模具有

極佳之脫模離型效果。惟此種薄膜如以蒸鍍、旋鍍、噴塗、浸漬之，於脫模

離型過程中薄膜容易剝離脫落，致使模具的耐用性不佳，造成生產效率的降

低及增加成本。因此，如何將 PTFE 微粒均勻的分佈於金屬模仁(鎳磷合金

鍍層)內部與表面，以致嵌附於金屬模仁表面的 PTFE 顆粒不易脫落，改善

模具表面因 PTFE 之蒸鍍、旋鍍、噴塗或浸漬塗覆，所造成耐用性不佳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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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使得模具在應用時可具鎳磷合金優異之硬度與耐磨耗性，以及兼具 PTFE

之高抗沾黏功能。 

水滴接觸角不僅為液體對固體表面濕潤能力的重要度量方法，更是探討

材料表面抗沾黏性質之重要指標。接觸角大能減少水滴在物件上接觸面積，

降低彼此間的吸附力。不僅水滴不易吸附(易滑落)，薄膜表面上的灰塵也因

水滴滑落時，容易被水滴吸附而帶走，形成具有抗污自潔的效果。當液體滴

在固體表面時，固體表面和液滴切線的夾角，如圖 1.1 就是所謂的接觸角，

【1】。接觸角之角度越小，水滴較易吸附在基板上，圖 1.1 (a)為表示液體

容易濕潤固體表面。相對地，液滴接觸角越大，則代表液體越不容易濕潤物

體表面，圖 1.1 (b)亦為表示其越不容易產生沾黏效應。 

 

   

 

 (a) 親水性接觸角  (b) 疏水性接觸角 

圖 1.1 液體在固體表面之接觸角示意圖 

1.2 微機電技術發展之簡介  

為製作表面具備微米等級結構或陣列之精密模具，必須使用微機電製造

技術來完成。如表 1.1 所示微機電製造技術大致可分為矽基微加工與非矽基

微加工兩類【2】。有關矽基微加工技術可分兩種：面型微加工技術與體型微

加工技術；另非矽基微加工分別有：LIGA 技術、類 LIGA 技術、微機械加

工、高分子微加工及其他低溫製程技術。有關前列微加工技術的說明如下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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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矽基微加工技術 

(1) 面型微加工技術(Surface micromachining) 

面型微加工與體型微細加工的不同之處，在於面型微加工是在基材上建

立堆疊薄層之結構，而非直接對基材或晶片執行加工。此加工技術大致是參

照積體電路的平面製造技術，利用薄膜沉積、微影、蝕刻及犧牲層(sacrificial 

layer)等技術，來製備形成各種薄膜層圖案，並進行多層結構之堆疊與蝕刻

釋放(releasing)，以獲得近似三維的微結構或可動懸浮結構。此種技術可製

作出懸浮且具有導電性之微結構，如懸臂樑(cantilever beam)、微面鏡(micro 

mirror)、分光器(beam splitter)、微感測器等微元件，以及進行移除加工等方

式。 

(2) 體型微加工技術(Bulk micromachining) 

體型微加工技術是在矽晶圓的表面上，利用非等向性蝕刻、雙面對準、

蝕刻終止及蝕刻遮罩保護等技術形成三維之立體微結構。此種利用單晶矽非

等向性蝕刻的特性，以電化學摻雜濃度、或 p-n 接合等蝕刻終止技術，加上

氮化矽、二氧化矽或鉻/金等當作蝕刻幕罩，或以壓克力、鐵氟龍等製作夾

具 (chuck)，配合著 O-ring 作為蝕刻保護等加工方式，可得到具有較大深

寬比之結構。大約 70 年代初始發展，早期應用於積體電路，在微機電製程

上應用於製作微噴孔(micro nozzles)、微反應器(micro reactor)、微馬達(micro 

motor)及振盪器(oscillator)等複雜且精密的微小元件。 

1.2.2 非矽基微加工 

(1) LIGA 技術 

LIGA 引用於德文中 Lithografie、Galvanofung、Abformung 等字，如圖

1.2 所示表達之意義，分別有光刻(lithography)、電鑄(electroforming)、模造

(molding)流程【3】。LIGA 之技術源於 70 年代中期，IBM「電化學技術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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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中心」主任 Dr. Lubomyr T. Romankiw，應用德國漢堡 DESY 的第一代

同步輻射加速器，進行 X 光刻與電鑄金之結合研究，企圖製造出硬碟微小

讀寫頭所需的線圈，此時已創造出「LIG」的技術，惟缺少 Abformung(molding)

程序。1982 年德國卡爾斯魯核子研究中心 W. Ehrfeld 等人【4】，構想為了

要處理核能鈾料分離的問題，而發展出 LIGA 技術，用以製造出高深寬比的

核能原料分離元件。 

LIGA 之標準技術與其他的光刻技術最大差別，在於曝光之光源不同。

因為標準 LIGA 製程所使用的是波長 0.2~0.6 nm 同步輻射 X 光(synchrotron 

radiation X-ray)，此種光源具有功率大、極佳穿透力，繞射現象小等特點，

此曝光源所製造出的微結構，其厚度可達 1000 μm以上，深寬比更可達 100，

橫向製程精度可達 0.25 μm、表面粗糙度 0.03~0.05 μm【5】。 

此外，X-ray LIGA 所使用的光罩與一般 UV 光的光罩不同，其需要先製

作出中間光罩(intermediate mask)，而後再利用中間光罩來製造正式應用的 X

光光罩。光罩上為擋住 X-ray 的區域需採用 7 μm的鈹箔，再覆加上 8 μm的

銅箔以及 10 μm的金層才可擋住 X-ray。而中間光罩的製作方法，需先於晶

圓濺鍍 2 μm鈦(Ti)、背部蝕刻、旋佈薄光阻(3 μm)、再於光阻上定義圖案及

顯影電鑄金(Au)作為光吸收層，最後除去光阻即可得到中間光罩。完成中間

光罩之後，再進行第二次的曝光，這時之製程與製作中間光罩近似相同，只

有曝光源改變為軟 X 光(soft X-ray)，光阻厚度變成 20 μm，因此之後可得金

層厚度 20 μm之 X-ray 工作光罩(working mask)【6~7】。 

電鑄技術是應用傳統電鍍(electroplating)之原理，將陽極欲鍍之金屬或合

金沉積於陰極，即為以光刻技術形成之光阻母模內，俟沉積到所需之厚度再

經光阻去除後，即可得金屬之微結構。由於電鑄層較厚，所以容易有內應力、

變形、針孔等問題，而電鑄所產生的微結構強調實用性與機能性，因此電鑄

結構的硬度、拉伸強度、粗糙度、導熱性、導電性等機械特性需要特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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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克服易產生之內應力變形、鍍層針孔等問題【8】。 

模造成形技術是以電鑄後之金屬模板作為模仁，利用熱塑性射出成形、

反應式射出成形、熱壓印成形等方式，達到精準的大量翻製生產，故可達到

批量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並節省許多生產時間。 

LIGA 技術的特色，除前述具高深寬比、高精度、均一性、可採批次製

造等優點外，另部分技術亦可與 IC 製程相互整合，使其產品可與電子電路

系統相互結合，以達到機電整合的效果。 

(2) 類 LIGA 技術 

標準之 LIGA 製程所使用之同步輻射光源是一種龐大且昂貴的設備，適

合用來進行 X-ray LIGA 製程的同步輻射環，世界上僅約 30 座。此外，X-ray

光罩的製作時間與成本耗費高昂，故尋求可替代之光源進行類

LIGA(LIGA-like)技術研發已成目前的研究為趨勢。 

類 LIGA 製程是採不同於同步輻射 X 光的光源進行光刻製程，主要之替

代性光刻方法有配合厚膜光阻的紫外光微影(UV lithography)
 、準分子雷射

微加工(excimer laser micromachining)、感應耦合電漿離子蝕刻(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 reactive ion etching, ICP-RIE)等【9~13】。前述替代性光源之

成本低，其精密度也由 X 光深刻術的次微米精度降至微米左右，同時光刻

深寬比及深度也相對的降低，但類 LIGA 光科源的成本低其設備所佔空間

小，而類 LIGA 製程加工的品質，在應用上亦可獲得競爭上的優勢。表 1-2

即為各種光刻術的比較【14】。 

(3) 微機械加工 

微機械加工技術可克服傳統機械加工在小尺寸製造上的缺點，於金屬、

玻璃、陶磁或高分子材料來進行精度為微米等級的加工。其技術是利用微放

電、微切削、微輪磨、微銑削、雷射及超音波等特殊加工技術，再與微電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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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熔接、微成形、電解研磨等技術結合製作，組裝數十微米至數毫米尺寸的

三維微機械元件，製作出複雜且精密的零組件。 

(4) 其他方式加工 

由於考量微機電製程技術的成本與複雜性，或因應低溫製程與一些特殊

材料的要求，遂一發展出特有的加工技術。應用於高分子材料加工的技術有

微雷射光合高分子成形 (microstereolithography, SL)、毛細管微成形

(micromolding in capillaries, MIMIC)、微轉印成形(microtransfer molding, 

TM)、複製成形(replica molding, REM) 、微接觸印刷(microcontact printing, 

CP)等軟式微影技術(soft lithography)；另低溫製程技術則是為了因應明膠

(gelatin)蛋白質、矽膠、鐵氟龍(teflon) 、 聚對二甲苯(parylene)等材料的應

用，而發展出非矽低溫製程技術。 

1.2.3 MEMS 應用技術 

人類生活雖然藉由微機電技術的發展獲得很大之改善，但目前許多應用

微機電技術的新興產品仍在發展中，隨著人們需求的提升與計術演變，此項

技術將更為成熟與廣泛應用。 

有關微機電技術的發展，至今已明確朝向三大應用領域：光學微機電

(Optical MEMS)、射頻微機電(RF MEMS)、生物機電(Bio-MEMS)等三大技

術【15】： 

(1) 光學微機電系統 

近年來利用光學微機電技術所製造的光學零組件，具有體積小、精度高

及品質更佳的特性，此技術可應用於發展微光學讀寫頭 (micro optical 

pickup)、微鏡片(micro lens)、微光學開關(micro optical switch)、微感測器等，

這些微光學元件可應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如數位相機、照相手機，將使這些

產品朝向更輕薄短小與多功化、智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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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射頻微機電系統 

有關此技術的發展大致有兩個方向，一是以 MEMS 技術用來改善或加

強既有元件之性能，如微機械式電感(micro inductor)、微機械式濾波器(micro 

filter)。另一方向是運用微機電技術進行創新設計、朝向更小、性能更佳的

微結構元件發展，如微機械式開關(micro switch)、微機械式共振器(micro 

resonator)。此整合性技術將機械結構與電子電路整合於單一晶片上，此類技

術運用於無線通訊系統相關之元件架構上，稱之為「射頻微機電系統」。 

(3) 生物微機電系統 

應用微機電製程技術於生醫元件製作，在未來的發展上將可減少醫療行

為繁瑣的抽樣與檢驗過程，有效的提高效能與降低成本，使得疾病的檢測、

預防、治療都更加便利。如生物感測器(biosensor)、微流體元件(microfluid 

device)、生物晶片(biochip)、微反應器等都是值得發展的方向。 

1.3  研究動機與目的 

科技的發展為滿足社會需求，而所應用之材料性能及操作技術的改良，

卽是發展的重點。關於精密模仁表面抗沾黏處理之研究，可改善模仁轉印完

成後，模仁脫模離型後沾黏著被壓印材料的問題。尤以模仁結構尺度越來越

小，黏著問題勢必會越來越顯著，因此模仁材料表面的抗沾黏處理，在微米

級的壓印技術開發與應用上，將是不可避免且必須改善之重要課題。 

本研究預定在鎳磷合金(Ni-P alloy)中添加 0.2 μm 微粒的 PTFE，進行

Ni-P-PTFE 化學鍍複合實驗。實驗中分別控制 PTFE 微粒添加量及界面活性

劑 FC-134 添加量之不同變化，探討其對於複合層中(PTFE)沉積之含量、抗

沾黏特性，以及微硬度之影響，以獲取最佳值，並將 Ni-P-PTFE 複合層薄膜

實際沉積於 Ni-Co 模仁表面，促使模仁可達到極佳脫模離型效果。同時，因

模仁的抗沾黏效果提昇，亦將測試其微結構的耐用性，希望可增加完全抗沾

黏之壓模次數，以驗証本論文之 Ni-P-PTFE 複合鍍層之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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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為擬採用「化學鍍(無電鍍)(electroless plating)」之沉積技

術，在平板試片製備具有 Ni-P-PTFE 材料之薄膜複合層，使得模具在應用時

可具鎳磷合金優異之硬度與耐磨耗性，以及兼具 PTFE 之高抗沾黏功能，使

其純水接觸角大於 150 度。同時由於 PTFE 顆粒均勻的分佈於鎳磷合金鍍層

內部與表面，以致嵌附於鎳磷鍍層的 PTFE 顆粒不易脫落，預期可明顯的改

善模具表面因 PTFE 之塗覆，所造成耐用性不佳的缺點。此外，本研究所製

備的材料，即為目前光電產業應用模仁之標準材料，故本研究的製程及材料

與光電產業的需求相容性高。 

1.4  論文架構 

本論文架構共分五章，第一章為諸論，科技材料之需求性、微機電技術

之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章為背景介紹與文獻回顧，內容包括化學鍍

複合層介紹及鎳磷合金、鎳鈷合金、聚四氟乙烯(PTFE)、界面活性劑與抗

沾黏的文獻回顧。第三章為實驗設計與規劃，詳述實驗流程之規劃，鍍液的

選用、條件設定與設備作一說明。第四章為實驗結果與討論，說明實驗重要

之結果與討論。第五章敘述本論文之結論與未來之展望，為本研究論文作一

總結，同時回饋未來研究之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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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微機電領域中微製造技術分類表【2】 

矽 

基 

微 

細 

加 

工 

體型微加工 

技術 

 

  蝕刻技術 

  等向性蝕刻 

  非等向性蝕刻 

蝕刻終止技術 

化學蝕刻 

技術 

濕式 
浸漬式 

漬著式 

乾式 

  電漿蝕刻 

  反應性離子蝕刻 

  濺散蝕刻 

  離子束蝕刻 

面型微加工 

技術 

光蝕刻技術 

薄膜技術 

         積體電路技術 

         接合技術 

         高深寬比製程 

犧牲層結構釋放技術 

非 

矽 

基 

微 

細 

加 

工 

LIGA 

技術 
X-ray 深光刻術 

 

 

 

精密電鑄技術 

    純金屬電鑄 

    合金電鑄 

    複合電鑄 
● 合      金電鑄 

 

 微成形技術 

     塑膠微結構成形 

 熱壓成形 

 射出成形 

 輪壓成形 

 紫外線硬化法 

     陶瓷微結構成形 

 粉末射出成形 

 帶板鑄造 

LIGA-like 

技術 

 

 

  紫外光厚膜光阻微影 

  準分子雷射微加工 

  感應耦合電漿離子蝕刻* 

  電子束光刻術 

微機械加工 

切削加工 

 微切削加工 

 微鑽孔加工 

 微銑削加工 

 微輪磨加工 

非切削加工 

 微電鍍成形 

 微壓模成形 

 微射出成形 

 微沖壓成形 

特殊加工 

 微放電加工 

 雷射、離子束及電子束微加工 

 超音波微加工 

 原子力顯微加工術 

高分子微加工技術 

  微雷射光合高分子成形(Microstereolithography, -SL) 

  軟式微影技術(Soft Lithography) 

  微接觸印刷術(Microcontact Printing, -CP) 

  毛細管微成形(Micromolding in Capillaries, MIMIC) 

  微轉印成形(Microtransfer Molding, -TM) 

  複製成形(Replica Molding, REM) 

其他低溫製程技術

與材料 

  聚對二甲苯(Parylene) 

  明膠(Gelatin)蛋白質 

  鐵氟龍(Teflon) 

  矽膠(Sili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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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各種光刻技術之比較【14】 

 

        方法           深度       深寬     比線寬     成本 

紫外光厚膜光阻微影     ~100        ~5        差        低 

準分子雷射微加工       ~200        ~10       佳        中 

感應耦合電漿離子蝕刻  100-500       ~20      佳       中 

X 光深光刻術           >1000       ~100     極佳     昂貴 

 

 

圖 1.2 LIGA 製程中的光刻、電鑄及模造程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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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鎳磷合金特性 

近年來，隨著科技技術之發展，對於材料本身特性之要求亦越趨嚴苛，

純金屬材料如鎳、銅、鋁等已無法滿足特殊需求。 

微機電系統(MEMS)製程所完成之微型元件、微型結構，其應用之材料

須具有優異的物理和機械性能，需可以長時間承受腐蝕、摩擦、高溫、高壓

等嚴苛環境。鎳磷合金相關技術，是近年來利用電鍍、無電鍍或複合電鍍製

程所發展的合金材料金屬表面防護技術，其具有優異的高硬度、耐磨性、抗

腐蝕性等特性，可以廣泛的應用在微型模具、模仁、微型馬達等領域。此外，

鍍鎳層與鎳磷合金鍍層結合，可行成同時具有高強韌、耐衝擊、耐腐蝕磨耗

之電鑄結構體，並可調控鍍層總內應力，故元件結構層使用電鍍鎳，表面層

用鎳磷合金，如此將電鍍鎳與鎳磷合金結合，不僅可耐衝擊且具有優質的延

展性，亦可增加模仁的耐用性。 

鎳與鎳磷合金電鍍層之機械特性如下： 

(1) 鎳磷合金鍍層採用脈衝定電流方式製備，有助於降低鍍層內應力。 

(2) 鎳磷合金比電鍍鎳有較優良的耐腐蝕、耐磨耗能力，但是摩擦係數則以

鎳磷合金鍍層較高。  

(3) 電鍍鎳具低硬度、高楊氏係數，為柱狀組織其結構鬆散，鎳磷合金具高

硬度、低楊氏係數，為均質非晶系組織其結構細密，將鎳磷合金作為表

面層、電鍍鎳為結構層之複合鍍層設計，應可藉以提升電鑄模仁使用壽

命【16】。 

由於化學鎳必須析鍍沉積於活性的基材上，所以選擇化學鍍之被鍍基材

適當與否，對於鍍層與基材間可否產生強而有力的堅固結合，則具有關鍵性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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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鎳鈷合金特性 

鎳鈷合金是一種具有高硬度、高強度、低內應力、低摩擦係數、耐蝕性

及耐磨性佳、良好化學安定性以及軟硬磁特性之優質合金。由於科技產品之

發展，需要新的各種特殊材料以因應需求，促成合金的發展及相關合金之研

究越加受到重視。表2.1為純鎳與鎳鈷合金之機械性質比較示意【17】。 

1949年，Ledford針對鎳鈷合金鍍層的研究【18】，其內容有探討鍍液之

組成、操作溫度、pH值及電流密度等，對鍍層的硬度及表面型態的相關影

響。該研究之結果顯示，鍍液之pH值在4.2~5.5之間、溫度在110 ℉~135 ℉

之間操作，可獲得較優質之鍍層表面。電流之密度對鍍層表面型態則無影

響；而鍍液中鈷的含量提高則所得鍍層的硬度會相對上升。 

 

 

 

 

Parameter Sulfamate Ni Ni-Co alloy 

  Tensile strength, MPa 550-600 900-1,000 

  Hardness, Knoop < 250 350-550 

  Modulus of elasticity, GPa 115 150 

  Internal stress, MPa 10-30 Near 0 

表 2.1 純鎳與鎳鈷合金機械性質比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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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聚四氟乙烯（PTFE）簡介 

PTFE (Poly-Tetra-Fluoro-Ethylene)一般稱為 Teflon，於 1938 年被杜邦公

司的 Roy Plunkett 意外發現，1941 取得專利，於同年以「Teflon」之名稱註

冊商標，日後亦成為聚四氟乙烯的通稱【19】。 PTFE 是一種穩定的有機全

氟化線性聚合物，為氟化的直鏈型高機能性具熱塑性塑膠，呈現白色臘狀觸

感，可耐強酸、強鹼溶劑，於一般溶劑中不溶解，亦不會被ㄧ般藥物所侵蝕。

另具有低摩擦性，摩擦係數甚小，介電性質優良，由於表面能張力很小約

19 dyn/cm
2 ，是已知固體物質中最低的一種，很少有能在 PTFE 光滑的表面

展開的液體，但液體的表面張力小於 20 dyn/cm
2時，便可在 PTFE 表面完全

展開而濕潤其表面，如乙醚、異戊烷、全氟碳酸等水溶液【20】。 PTFE 具

有強烈的排水性及疏油性，為優質的潤滑劑材料，由於 PTFE 為無分支線性

聚合物，故具有結晶度約 92~98 %高度的結晶性，在已知的塑料中其靜摩擦

係數及動摩擦係數是為最小【21】。PTFE 摩擦性能特點有三：一為靜摩擦係

數小於動摩擦係數；二是在高的負荷作用和高滑動速度下，動摩擦係數可低

於 0.01；三是當 PTFE 在熔點 327 °C 以下到最低溫的範圍內，摩擦係數幾乎

保持不變，只有當物件表面溫度高於熔點時摩擦係數才顯著增加，在溫度高

於熔點約 327 ℃以上時，則會形成透明的凝膠化狀態。在熔融狀態下黏度可

達 10 poises，形狀很穩定幾乎不會產生流動。 PTFE 為一種非常軟的聚合

物，於較高的負荷下會產生變形，耐磨能力較差，於轉動狀態下會被很快的

磨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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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PTFE 具有優質特性，其優越的性能於現今生活中被廣泛運用，說

明如下【23】： 

(1) 化學方面應用 

利用 PTFE 優異的耐化學腐蝕性與耐高溫性，可應用的範圍有墊子

(packings) 、襯管(lining tube)、襯裡(lining)、耐油管及封填帶，以及薄膜

(membranes)、人工血管(man made blood vessel) 上的塗佈等。 

(2) 在機械方面應用 

PTFE 的低摩擦性及自潤滑性，使其成為一種理想的潤滑運用材料。其

次 PTFE 的適用溫度範圍非常廣，且耐高溫、耐極低溫、柔曲性。主要的應

用有各種防沾黏零件或物件、軸承(bearings)、機械膠帶(mechanical tapes)、

玻璃纖維塗覆、墊圈(gaskets)、閥(valves)、封填物(seals)、圓棒及管件等 

(3) 在電子電器方面應用 

PTFE 特別適用於在高溫、高頻及潮濕環境下的絕緣性。主要的應用有

航空用電子器材中的電線，其次為同軸纜，以及各種電子電器零件、電腦用

電線、電器膠帶、絕緣管等。 

2.3.1 聚四氟乙烯特性【24~25】 

(1) 化學性能 

有機溶劑幾乎無法對 PTFE 起作用，其具有優異的耐化學腐蝕性。另對

PTFE 能起作用的元素氟、三氟化氯、熔融態的鹼，也只能在高溫高壓下有

較明顯作用。 

(2) 力學性能 

PTFE 優異的機械性可適用的溫度範圍很廣，例如在-268 ℃低溫下仍可

使用，於-80 ℃時 PTFE 優異的柔曲性便可展現，而最高的使用溫度可達 260 

℃。 PTFE 的力學性能受加工條件之影響較大，例如製作加工時的壓力、燒

結溫度和時間，以及冷卻速率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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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學性能 

PTFE 是很好的電絕緣體，其介電消散因子(dissipation factor) 在廣泛範

圍下非常的低，可作為嚴酷條件下的電氣絕緣材料。 PTFE 的介電常數很

小，於 5 Hz~10 GHz 與 40~250 ℃溫度範圍內維持在 2.1 左右。介電損耗正

切值(Dielectric dissipation factor)(10
-4

~10
-5數量級)亦是很小，也有很高的耐

電弧性及介電強度。 

(4) 表面性質 

PTFE 表面張力是已知固態物質中最低的一種約為 1.85×10-2 N/m，具有

非常低的表面能。其密度為 2.1~2.3 g/cm³，分子中主鏈的碳原子被氟原子包

圍著，形成一個完整圓柱體，如此之結構，造成分子與分子間之吸引力變弱，

故在所有的高分子材料中，PTFE 有最低的摩擦係數【16】。 

(5) 氣體及液體的可透性 

PTFE 吸水率小於 0.01 %，且具有優異的耐化學品性質，大部分的水溶

液及酸、鹼溶液以及有機溶劑，對 PTFE 都不太會被吸收，因此其對各種液

體及氣體的吸收性極低。但是 PTFE 表面仍具有一些很細小的孔洞，會吸收

一些液體，但不會對 PTFE 之特性造成明顯的影響。此外，由於 PTFE 的化

學惰性與高結晶度，以至於大部分的氣體、液體對其透過性，比其他的聚合

體為低。PTFE 具有耐輻射性能和較低的滲透性，可長期的曝露於大氣中，

其表面及性能均可維持不變。排除一些氟碳化合物，整體來說 PTFE 是用於

阻隔一般化學品的優質材料。 

(6) 耐燃性 

PTFE 是已知聚合體中極限氧氣指數 LOI (Limit oxygen index)最高者，

在ㄧ般大氣中是不可燃。欲使其燃燒，必須要有 95%高濃度的氧氣，方可支

持 PTFE 的燃燒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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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化學鍍 

化學鍍(chemical plating)又稱無電鍍(electroless plating) 【26】，其反應

析鍍沉積是直接應用鍍液中還原劑發生的氧化反應，將鍍液中的金屬離子還

原析出，而沉積於具有催化活性或活化過的基材表面。由於析出的金屬(如

鎳、鈷、鈀、金等)不需使用外加電能，本身具有自發催化能力(spontancous 

reaction)，能在第一層原子形成後，自身催化第二層原子之沉積，使金屬沉

積持續進行，所以化學鍍又稱之為自身催化鍍法(autocatalytic plating)。 

2.4.1 化學鍍特性 

化學鍍的還原過程，會以均勻相發生於基材與溶液接觸的表面上。隨著

科技技術的進步，化學鍍於工業應用上已有很大的發展，與其他方法比較，

其具有以下特性【27】： 

(1) 可用於表面形狀複雜之工作基材上，且鍍膜之厚度較均化。 

(2) 析鍍沉積所得之鍍層孔隙度比電鍍的孔隙度要小。 

(3) 不同鍍層的物性，可依鍍液中不同種類的反應物來調整，因此可獲得具

有特殊的化學、機械與慈性能鍍層，成本較少，用途相當廣泛。 

(4) 以自身催化的化學鍍，可得較厚之鍍層。 

(5) 可用於塑膠、玻璃、磁器等非導電性材料，不僅限於金屬材料。 

2.4.2 化學鍍與電鍍之比較【20, 27】 

(1) 化學鍍優點可分下列幾項： 

a. 鍍層非常均勻，均一性非常好，沒有電流分佈不均的困難。 

b. 鍍層孔率較少，其耐蝕性比電鍍為佳。 

c. 鍍層具有獨特的化學、物理、機械性質及磁性。 

d. 可鍍非導體(需做適當前處理)。 

e. 鍍層密著性、耐磨性良好。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17 

f. 可形成複合鍍層(Co-deposition)、多元合金(Polyalloy)。 

g. 鍍層於精密零件、管子、深孔內部可完全鍍上，製品與導體接觸也可

完全鍍上。 

h. 設備如電源、電器線、導電棒及電器儀錶可省略，可減少附屬設備等

裝架。 

i. 操作較簡單。 

(2) 化學鍍缺點可分為下列幾項: 

a. 鍍層的厚度受限制。 

b. 工業上應用的裝飾性光澤較不易達成。 

c. 價格較貴。 

(3) 電鍍的優點可分為下列幾項: 

a. 提升成品機械性質。 

b. 提升成品耐熱性、耐候性。 

c. 抑制成品吸水吸濕性。 

d. 賦予良好導電性、高度遮蔽效果。 

e. 成品表面具有金屬光澤。 

f. 可應用於複雜形狀。 

g. 連續塗層、無碎片。 

(4) 電鍍的缺點可分為下列幾項: 

a. 若成品太過複雜或殘留硬力太大，將提高前處理成本。 

b. 電鍍後之成品將凸顯表面缺陷，如流痕、縮痕、縫合線等。 

c. 厚度不均勻處，其鍍膜易產生微小龜裂或是氣泡。 

d. 電鍍面積愈大，其中心部位之光澤與邊緣光澤的差別也愈大。 

e. 無選擇性、區域性之塗層。 

f. 成品太薄處，會因電鍍液之溫度而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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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平面塑件之鍍層會有厚薄不均、外觀可見痕跡之情形， 

h. 操作人員技術要求較高。 

2.4.3 化學鍍鎳液之成分與分類【27~28】 

化學鍍鎳又稱為無電解鍍鎳，而 EN 是化學鍍鎳之簡稱。為(鎳)金屬鹽

與還原劑共存之溶液中，依著自身催化的化學反應而在基材表面附著沉積鎳

金屬層的技術。事實上，化學鍍鎳反應析鍍沉積的鍍層為鎳磷合金，可依其

磷含量的不同，分低磷、中磷、高磷三類。沉積鍍層中磷的含量低於 1 % ~ 4 

%為低磷；沉積鍍層中磷的含量在 4 % ~ 10 %為中磷，而一般常見的中磷鍍

層磷的含量為 6 % ~ 9 %；沉積鍍層中磷的含量於 10 % ~ 12 %為高磷。 

化學鍍鎳溶液其中所含成分，主要有反應所需之主鹽(金屬鎳鹽)，可提

供鎳離子的來源（如氯化鎳、硫酸鎳）。此外，鍍液依需要亦可加入若干化

學藥劑如下所述： 

(1) 還原劑 

其功能為提供電子給鎳離子，使得鎳金屬離子還原成鎳金屬析鍍沉積，

其種類有聯胺(NH2)、次磷酸鈉(NaH2PO2)、硼氰化鈉(NaBH4)、磷酸鈉

(Na3PO4)等。業界常使用的還原劑為磷酸鈉，其鍍液較容易控制，鍍層耐蝕

性較佳，且成本較為低廉。 

 (2) 螫合劑(配位劑、絡合劑 Complexing Agent) 

螫合劑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防止化鍍過程中鍍液析出沉澱，增加鍍液的

穩定性並延長可使用之時間。當鍍液(HPO3)2-的含量高到一定程度時會析出

亞磷酸鎳沉澱物，將成為促進溶液自然分解的潛在因素。因此，添加螫合劑

用以絡合鎳離子，避免沉澱，防止自然分解和在酸性溶液中控制反應速度，

以增強鍍液之穩定性，延長鍍液的使用時間。常用的有乳酸、乙醇酸、蘋果

酸、檸檬酸鹽等。其無需經常補充，可依試驗結果添加，或以鎳鹽補充量的

50 %為補充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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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穩定劑與光澤劑 

穩定劑的作用在於抑制鍍液的自發性分解，化學鍍的鍍液於使用一段時

間後，會產生一些不溶性的亞磷酸鎳細微粒，此細微粒（活性核）會導致鍍

液自然的分解，沉積速度越快度易自然分解的趨勢亦越快。穩定劑的添加可

遮蔽或吸收此細微粒（活性核），使得化鍍過程控制在一定的反應程序下進

行，延長鍍液之使用時間。常用的穩定劑有重金屬離子如錫、鉛、鉍等；含

氧酸鹽如碘酸鹽、鉬酸鹽、鎢酸鹽等；含硫化合物如硫代硫酸鹽、硫氰酸鹽、

硫脲及其衍生物等；有機酸衍生物如甲基四羥基邻苯二甲酸酐、六內亞甲基

四邻苯二甲酸酐等；少量的穩定劑同時可將鍍層面的光澤度提高。穩定劑是

一種反催化劑，加入少（適）量就可以抑制鍍液的自發性分解。穩定劑不可

使用過量，如使用過量，輕則減低反應析鍍沉積的速度，重則鍍液會停止析

鍍沉積反應。 

(4) 促進劑 

可加速還原劑脫氫反應，增加還原劑的活性，提高析鍍的速率。常應用

具有二個酸基(COOH)的有機化合物，如乳酸、酒石酸、琥珀酸等。 

(5) 緩衝劑和錯化劑 

化學鍍過程中，還原劑會不斷的氧化，其所產生的氫離子會造成鍍液之

pH 值下降。因此需藉由緩衝劑的加入來減緩 pH 值下降，用以保持鍍液之

pH 值於固定範圍內。緩衝劑一般兼具有錯化劑的效果，可用以防止次磷酸

根氧化後所造成之亞磷酸根離子，與鎳離子反應所產生的亞磷酸鎳沉澱，或

者避免鍍液因 pH 值變動所產生之氫氧化鎳沉澱物自然分解。各種鍍液常用

的緩衝劑有醋酸、丙酸、檸檬酸、琥珀酸（酸型鍍液），氯化銨（鹼型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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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H 調整劑 

用以調整鍍液 pH 的起始值，並控制析鍍沉積的速率、還原速率以及鍍

膜的品質。常用的有稀釋之硫酸、稀釋之氨水或氫氧化鈉等。 

(7) 潤濕劑 

可增加鍍液潤濕欲鍍物之情形，例如脂肪酸的磺酸鹽、純硫酸鹽等。 

(8) 渡液之分類 

a. 酸性鍍液(pH=4~6)：鍍液較安定故易於控制，析鍍速率較快，操作溫

度較高，蒸發時所造成的成份損失量少為其特色。 

b. 鹼性鍍液(pH=8~10)：鍍液較不安定，其操作時需添加稀釋之氨水以

維持鍍液之鹼性，尤以在高溫情況下氨易於揮發損失，故需經常補

充。同時易受有害催化物質之影響，如鉛、錫、鎘、鋅、砷和鉑等離

子，而且鹼型鍍液析鍍速率較為緩慢。惟鹼型鍍液之溫度操作控制要

求較低，可應用於非鐵金屬，例如銅、黃銅、鈦、鋁的析鍍沉積。 

2.4.4 化學鍍反應機制 

在文獻中關於化學鍍反應機制之探討有著廣泛的研究，有關化學鍍鎳沉

積之原理，可概分四種不同反應機制【29~31】： 

(1) 氫原子還原機制 

此 ㄧ 機 制 主 要 是 還 原 劑 (H2PO2
-
) 因 在 發 生 去 氫 化 反 應 時

(Dehydrogenation)，而產生具有活性的氫原子，此氫原子會吸附或微弱的鍵

結於有催化活性的基材表面上，鍍液中之金屬離子會藉由此活性氫原子而發

生化學性的還原沉積現象。 

(2) 氫負離子還原機制 

此機制為 1955 年 Hersch 首先提出，意指鎳離子是利用氫硼化離子

(Borohydride ion)而還原。另外，Lukes(1964)之研究以 Hersch 的氫硼化離子

觀念為基礎，提出修正氫負離子(Hydride ion)機制，氫負離子是藉由次磷酸

根(H2PO2

-
)產生，並且與催化活化性基材表面發生鍵結，而將鎳離子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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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化學還原機制 

此ㄧ機制主要為還原劑(H2PO2

-
)氧化因而釋放出電子，鍍液中金屬離子

在催化活化性的基材表面，藉由局部的電化學程序獲得電子，而發生還原沉

積。 

(4) 金屬氫氧化物還原機制 

此機制首先由 Cavallotti 及 Savago 於 1970 年提出，主要是氫氧化物

(Ni(OH)2)與還原劑(H2PO2

-
)直接反應產生一價的 NiOH，而 NiOH 會再進一

步與還原劑(H2PO2

-
)反應，使得鎳離子還原沉積。 

2.5 複合鍍層共同析鍍沉積原理 

單一特性之材料已難以滿足各種特殊環境的需求，為了讓材料具備有更

寬廣空間的條件，需要研發各式各樣的新型結構性材料與功能性材料。因

此，產生兼具著多方面的優點，同時亦可互補各自的缺點，所組合而成的各

種結構性與功能性之新型複合材料，用以滿足特殊環境的需求。此種以各形

式組合而成的複合材料有顯著的發展，如近幾十年來所發展的複合鍍層

(composite coating)已受廣泛的重視，在各領域中亦獲得廣泛運用【32】。 

關於 PTFE 微粒與基質金屬析鍍沉積之行為，有文獻在研究複合化學鍍系

統，提出以下三種共沉積機制，惟多位學者研究所提出之模型均無法完全符

合複合鍍的共沉積機構： 

(1) 機械(mechanical inclusion)共沉積機制 

此機制主要認為微粒被基質金屬以機械式方式包覆起來，形成金屬機械

複合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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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泳(electrophoresis)共沉積機制 

此機制認為正電荷的粒子被陰極吸引，微粒便在這類電場的作用下與金

屬離子發生共沉積到達試件表面。 

(3) 吸附(adsorption)共沉積(Hovestad and Janssen, 1995) 

此機制認為微粒以無規則之布朗運動接近試件表面，首先發生物理性吸

附作用，進而發生較強的化學性吸附作用，而後微粒被包覆於鍍層中。 

1972 年，Guglielmi 提出兩階段的共沉積機構，才使得共沉積機構的發

展更往前邁進一步【33】。第一階段是一個物理性質，顆粒到達陰極時鬆散

的吸附在陰極表面，同時與懸浮微粒成為平衡狀態。但是顆粒的四周仍然被

溶劑分子及金屬離子所包圍著；在第二階段顆粒鬆開這些離子團，並且緊緊

的吸附在陰極表面上。第二階段可以想像成一個藉由電場電化學的特性，微

粒鬆開離子團，同時在陰極上產生吸附，微粒緊緊吸附於陰極表面，而後金

屬基質繼續的沉積成長，此時微粒也就逐漸的被埋入鍍層中，形成複合鍍

層。圖 2.1 為解釋前述兩階段機制，電解液中鈍態微粒之共沉積反應，清楚

的描述部分電鍍微粒與金屬共沉之情形，如 Ag-Al2O3、Cl-C、Cu-SiC、

Ni-SiC、Ni-TiO2 等共同析鍍沉積行為。惟因為階段過程未考慮微粒上吸附

之離子，所以無法合理解釋 Cu-A12O3共同析鍍沉積的行為。 

 

圖 2.1 複合鍍層共同析鍍沉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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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is 等人於 1987 年注意到前述 Guglielmi 模型，無法解釋在 Cu-A12O3

系統中顆粒的含量對電流密度的最大值。因此比較相關曲線與陰極極化曲線

獲得一個結果，也就是顆粒沉積的速率與吸附在顆粒上的銅離子還原速率有

關，所以他們提出以下兩個共沉積的基本假設【34】。 

(1) 當惰性顆粒加入到鍍浴中時，離子便會吸附於顆粒上。 

(2) 當有一特定比率的吸附離子於陰極表面還原時，也就表示顆粒將被埋入

金屬基地。基於以上主張，針對共沉積機構提出一個五階段的說法。 

a. 第一個階段，顆粒在鍍液中藉著吸附離子而在溶液中形成一離子團。 

b. 然後再於第二及第三階段，顆粒藉著鍍液的攪拌到達流體力學界面

層，並且靠著擴散到達陰極表面，之後類似 Gughelmi 的模型。 

c. 於第四階段時，顆粒吸附上陰極表面，並仍然圍繞著那些離子團。 

d. 第五階段，當有一特定比率的吸附基質離子在陰極表面還原時，顆粒

也就被埋入金屬基地。 

之後，Hwang 等人利用 Co-SiC 複合電鍍系統的研究，在 1993 年發展出

一個更為通用的模型。其研究之結論，認為顆粒吸附之離子的還原反應，為

微粒沉積速率之決定步驟，而且發現在三個不同範圍之電流密度下，微粒沉

積之行為會依吸附離子還原特性不同而有所差異。依前述之考量進而修正

Guglielmi 所提的吸附機制，提出當微粒加入鍍液之後，微粒表面會吸附鍍

液中的離子，以更合理的內容來解釋複合鍍共沉積之行為，整個共析程序有

三個步驟【35】： 

(1) 懸浮的微粒經過攪拌強制對流，由整體溶液中傳至陰極表面且進行弱吸

附行為。 

(2) 陰極上弱吸附微粒受電場影響而轉為強吸附。 

(3) 進行弱吸附的部分微粒與金屬晶格結合，而共同一起進入鍍層中形成不

可逆之沉積。當微粒進行弱吸附時，其表面吸附之離子受電場特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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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還原，微粒表面離子的濃度受到電流密度影響，於低電流密度區，陰

極表面上微粒 H
+ 之還原影響微粒沉積的速率，而在高電流密度區，微

粒上吸附的金屬離子還原，則將控制著微粒沉積的速率。 

2.6 Ni-P-PTFE 複合鍍層之性質 

Brynner 和 Riddle 於 1946 年成功的使用次磷酸鈉還原鎳離子後，化學鍍

(electroless plating)法已然成為一種新的金屬合金薄膜製備技術【32】。在實

際形成複合鍍層的技術方面，常採用化學鍍或電鍍(electroplating)的方式進

行。所謂複合鍍，就是於電解質溶液中利用電鍍或化學鍍方式，將一種或數

種非水溶性的固體顆粒與基質金屬共同析鍍沉積於基材表面。如複合鍍層中

不僅含有基質金屬，同時包含有複合材料的粉末顆粒。複合鍍主要是利用具

有特殊功能的粉末顆粒均勻地分散在基質金屬層中，使得複合鍍層之硬度、

耐磨、潤滑、抗蝕及抗沾黏等性質獲得改變與提升。 

共同析鍍沉積 PTFE 與 Ni-P 之合金，其複合鍍層除具有 Ni-P 之硬度、

耐蝕性外，同時具有低摩擦係數、耐磨及抗沾黏之脫膜性能。此複合鍍層具

有低表面能之效果，可有效降低物質在複合鍍層表面之吸附力。另具有催化

的特性，亦可作為燃料電池之電極使用。 

Ebdon 在研究時發現 Ni-P-PTFE 複合鍍層會隨著其中的 PTFE 微粒含量

增加，而減小其摩擦係數，增加耐磨性能。當複合鍍層中 PTFE 微粒的含量

達到 24Vol%時，其摩擦係數幾乎不再因操作時間長短的改變而變化【36】。

另鍍層經過熱處理後可提升耐磨耗性能，熱處理最佳程序及條件是，先以溫

度 300 ℃、時間 4 hr 處理，而後再以溫度 400 ℃、時間 10 min 處理為最好，

惟複合鍍層的耐蝕性則會在熱處理後而下降。此一結果在後續 Zhung 等人的

研究亦獲得證實【37】，在此研究中以含量 25~30Vol%  PTFE 微粒之

Ni-P-PTFE 複合鍍層進行耐蝕性及乾磨耗的測試，其結果發現，未經熱處理

之複合鍍層硬度為 250 Hv，經以溫度 400 ℃、時間 1 hr 之方式熱處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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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升高至 500 Hv。另外，若經溫度 300 ℃、時間 2 hr處理、再以溫度 400 

℃、時間 10 min 之方式熱處理後，複合鍍層硬度則可提升至 600 Hv。但相

對地摩擦係數也隨硬度增加而下降(由 0.16 降至 0.12)，同時耐腐蝕性能亦下

降。 

1994 年 Yu 與 Zhang 以硫酸銅(CuSO4)作為穩定劑，配合氟碳型陽離子

與非離子之界面活性劑的使用，作為 Ni-P-PTFE 鍍層經熱處理後的微結構、

硬度與磨耗性能之探討【38】。研究結果顯示，熱處理對硬度有幫助，溫度

在 200 ℃以下，鍍層幾乎是不受影響地無明顯的改變，溫度在超過 360 ℃以

上，鍍層會發生結晶化(crystallization)，溫度在 400 ℃、時間 45 分鐘之熱處

理，鍍層可得到最高硬度，抗磨耗性最佳。另外，由成分鑑定結果，得知熱

處理在溫度 400 ℃以下，不會造成鍍層中 PTFE 微粒的分解。而且溫度在超

過 360 ℃時，由於擴散的作用於基材界面會形成擴散層，對 Ni-P-PTFE 複合

鍍層，有助於其鍵結之強度、增加耐磨性。 

物質在複合鍍層表面之吸附，會因 Ni-P-PTFE 複合鍍層具有低表面能而

大幅度的降低。根據白曉軍 1993 年的實驗結果顯示，將 PTFE 微粒含量在

10 Vol%之 Ni-P-PTFE 複合鍍層沉積於聚氨酯橡膠模具，再與一般電鑄模具

於產品脫膜時之剝離強度比較，結果顯示以 Ni-P-PTFE 複合鍍層處理過之模

具在剝離強度上明顯的大幅下降，可節省脫膜劑之用量 2 倍以上，可大幅改

善工作的環境【39】。 

2.7 抗沾黏特性 

隨著科技迅速的發展，產品功能的要求越益複雜，相對在材料特性的選

用上亦需更加多樣化，如對製造環境的抵抗性，抗腐蝕、耐磨耗及本身具有

防污、抗沾黏之自潔性。 

目前共同析鍍沉積之技術主要應用於耐磨耗、抗腐蝕及潤滑等方面。工

業製造時會因機件的摩擦與損耗，導致生產成本的增加與損失。因此，具有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26 

耐磨性及自潤滑性的複合鍍層研究，應用超疏水的特性與奈米結構的疏水性

來達到自潔效果抗沾黏，近年來有顯著的發展。複合鍍層材料中 PTFE 的強

烈疏水及疏油特性，已受到廣泛的重視與運用，將 PTFE 與金屬鎳共同沉積，

可形成一個具有疏水性及不黏粘性(Non-adhesive)的複合鍍層，亦受各界相

當矚目【32】。 

2.7.1 接觸角 

在固體與液體的接觸界面上，由於固體表面之原子或分子的價鍵力是屬

未飽和狀態，因而內部原子或分子的能量相對較高。尤其以屬於高能表面之

類的金屬表面而言，其與液體接觸時表面能總是小於氣體。換言之，於固體

基材表面與氣體界面容易被固體與液體界面取替。 

液滴與固體表面接觸時，固體表面和液滴切線所形成之夾角，就是所謂

的接觸角。接觸角和濕潤張力的關係，可用楊格方程式(Young's Equation) 如

2–1 式表示。為了使液滴在於固體表面能達到靜力平衡，使氣體－液體界面

張力(γ
LV

)與液體－固體界面張力(γ
SL

)之和，能夠等於氣體－固體界面張力

(γ
SV

)，也就是圖 2.2 所示氣體－固體與液體－固體界面張力的差等於氣體－

液體界面張力乘上接觸角的餘弦函數。 

 cos LVSLSV
……………………………………(2–1 式)

 

 

圖 2.2 液滴與固體表面之接觸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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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楊格方程式得知，接觸角之大小與表面的疏水性有關，即便是一

光滑且具高疏水性之表面，其與液滴之接觸角也僅接近於 120°；一般具疏水

性的材料，其接觸角通常小於 110°，水滴無法形成圓球狀，因此不具自我潔

淨功能。若表面需具自我清潔能力，接觸角需大於 150°以上。若疏水性之表

面有奈米結構，其接觸角則可因此而增加【1, 40】。如以兩種極端的情形來

推論，當液滴之接觸角為 0°，表示液體能完全的接觸且濕潤於固體表面；當

液滴之接觸角為 180°，代表液體完全不能濕潤於固體表面。 

2.7.2 遲滯效應 

當一靜止液滴平置於固體表面，如圖 2.3 a 所示，以滴管持續將液體加

入液滴內，俟液滴與表面之接觸線開始向外前進時，此時液滴之接觸角度即

為前進角度(Advancing contact angle)；反之，如圖 2.3 b 所示，若持續將靜止

液滴之液體抽出，則當液滴與表面之接觸線開始向內縮退時，此時液滴之接

觸角度即為後退角度(Receding contact angle)。如 2–2 式，液滴之遲滯接觸角

度(Contact angle hysteresis)即為此二角度之差。具自我潔淨能力之表面其遲

滯效應角度需小於 10°，即 Δθ＜10°【1, 40~41】。 

     Δθ＝θ
A
－θ

R   …………………………………………… (2–2 式) 

         

  圖 2.3 a  θ
A
：前進角度              圖 2.3 b  θ

R
：後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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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蓮花效應 

「出污泥而不染」是描述蓮花出自污泥中，其展開時具有不受污染特

質。有關「蓮花效應」是指蓮葉表面特有的奈/微米級結構，使其具有「超

疏水」與「自我清潔」之特性。如圖 2.4 所示，蓮葉上所擁有的特殊奈/微米

級結構，能將蓮葉表面上的水滴及灰塵拱起，造成水滴、污物與葉面之間接

觸面積減少，使葉面與其它粒子間之附著力下降。當雨水滴落在蓮葉表面

時，水滴隨即滾落並且同時帶走葉面上之污物。此種超疏水與自清潔之特

性，對於植物的生存有其相當的重要性。因為，不但可避免因灰塵造成氣孔

之阻塞，同時亦可防止細菌、孢子附著於葉面上【1】。 

 

圖 2.4 蓮葉表面階級式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示意圖【1】 

2.8 超疏水膜簡介 

「超疏水」之特性，主要是效仿自然界的「蓮花效應」，自然界有許多

植物葉面因具有獨特微結構而展現出超疏水性，使形成近似球狀之液滴在葉

面上滾動並將灰塵帶走，保持葉面清潔亮麗。蓮花的花瓣及葉片表面就具有

特別的奈米結構及疏水性物質，使水滴與荷葉的接觸面積減少，降低彼此間

的吸附能力，葉片表面不僅水滴很容易滑落，同時灰塵也因水滴的滑落ㄧ併

被吸附帶走，形成自我清潔的效果。利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便可發現

蓮花葉面並非平坦光滑，是具有圖 2.5 所示的奈米級凹凸構造【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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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荷葉表面的顯微結構 

「超疏水」之性質，是指物體與水滴的接觸角大於 150°，當接觸角愈大，

水滴的形狀也就愈接近圓形，水滴與物體表面的接觸面積也就愈小，彼此間

的吸附力也因此變小，水滴便不易附著於物體表面，因此「超疏水」有防水、

防油、防污、自我清潔的功能。 

2.8.1 超疏水膜製備之常用方法及特徵 

依據相關研究顯示，固體表面疏水性之優劣，可由化學成分、低表面能

及物理表面所決定，有關製備超疏水性表面的關鍵有以下兩點【43】： 

(1) 化學特性 

使用低表面能材料作為超疏水性薄膜之基材，一般的低表面能材料有長

鏈碳的蠟質物質、含氟的有機物質，如鐵氟龍。 

(2) 結構特性 

凹凸奈米級的表面構造，可使吸附氣體原子穩定的存在，相當於在巨觀

表面有一層穩定的氣體薄膜，可使得油或水無法與固體材料表面直接接觸，

從而在材料表面呈現出疏油性或疏水性，因此，建構物件表面的奈米級結

構，可增加固體表面之超疏水性。 

由於奈米材料的性能受製備過程影響，於製備過程中，多數材料是處於

非平衡狀態，因而有很大的範圍可改變薄膜材料之成分及結構，且不受平衡

狀態時限制【44】。因此，可製備出許多難以預估新性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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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備常用方法 

奈米複合鍍膜的技術是以傳統鍍膜技術為基礎，將複合鍍膜組成的顆粒

或厚度控制在 1~100 nm 之間，展現出奈米尺度的特殊功能。製備方法若以

有、無溶液參與鍍膜之過程來區分，大致可分為乾式鍍膜法(Dry coating 

method)與濕式鍍膜法(Wet coating method)兩類。 

(4) 特徵 

a. 金屬複合鍍膜，硬度較高。 

b. 鍍膜與基板表面的接合緊密度極高。 

c. 鍍膜具備導電性。 

d. 非靜電性之材料表面，灰塵及污垢不易吸附。 

e. 基材可為樹脂、陶瓷、金屬等，其他各式各樣的素材。 

2.8.2 超疏水鍍膜技術的未來發展【45~47】 

近年來，有關超疏水表面之研究及產品應用的開發，皆有顯著的成果。

目前市面上已有許多相關產品，例如BASP蓮花噴霧劑、Lotusan撥水塗料、

奈米彩晶塗裝、奈米紡織、奈米馬桶…等。這些產品皆具有不沾水、不易沾

污，易清潔及不易毀損等優點，在產業之應用範疇相當廣泛。  

(1) 奈米級金屬氧化物 

金屬氧化物本身就是觸媒，金屬氧化物觸媒主要用在氧化、裂解、異構

化反應，其中最常見的就是二氧化鈦(TiO2)。二氧化鈦製備成完全透明的奈

米級材料，塗佈於玻璃表面。此外，由於二氧化鈦可利用太陽光分解油性物

質，因此灰塵不易附著在玻璃表面可保持玻璃乾淨。 

物體表面鍍有二氧化鈦的能有效分解有機和無機物質，能抗菌，能減少

病菌傳染的速率，清除異味與殺菌的效果。因此，二氧化鈦常應用在醫療設

施、公共設備和學校，及應用在廚房、浴室和地板上，以及塗佈在高速公路

的隔音牆上，有效分解碳氫化合物。此外，有人以二氧化鈦做為氮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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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與氫反應的觸媒，使其變成硝酸(HNO3)，來達成減少氮氧化合物的效

果。 

(2) 疏水性多孔氧化物與含氟聚合物 

關於疏水性多孔氧化物粉體不需再使用撥水劑，其本身就具備有奈米孔

洞及疏水性。將粉體與工業製程使用之有機溶劑充分混合塗佈於物體上，可

形成具有超疏水性及抗髒污功能的表層。這項技術會使產品呈現白色，因

此，常用在非衣著類的紡織品、紗窗，可提升住家的生活品質。 

應用超疏水之優點與奈米結構疏水性的結合，達到抗沾黏自我清潔的功

能，這項技術也可應用在皮革、金屬、石材、玻璃、建築、汽車、光電、醫

療、航太等產業，發展自我潔淨產品，可應用範圍相當廣泛。這類科技於應

用範疇上相當廣泛，相信未來產品對於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功能更具備吸引

力。由此可見超疏水之抗沾黏層之潛力與重要性，未來發展也將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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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設計與規劃 

 

3.1 實驗設計  

本研究將採用「化學鍍(chemical plating)又稱無電鍍(electroless plating)」

之 Ni-P 合金析鍍沉積技術，添加 0.2 微米等級的 PTFE 顆粒，在基材試片上

製備 Ni-P-PTFE 複合薄膜。此外，將分析此複合鍍層性質，並依據性質分析

結果選擇最佳的製程條件，並將 Ni-P-PTFE 複合層薄膜實際沉積於 Ni-Co 模

仁表面，促使模仁可達到極佳之脫模離型效果，亦將測試此模仁在熱壓印微

結構時的耐用性。圖 3.1 為本研究 Ni-P-PTFE 複合鍍層技術開發之流程圖，

工作重點依序為鍍槽製作、複合鍍浴配製、添加界面活性劑 FC-134、添加

PTFE 顆粒、試片前處理、進行化鍍、基材表面特性分析、結果與討論等項

目。 

 

3.1.1 化學鍍液組成與操作條件 

為找出具超疏水抗沾黏性之 Ni-P-PTFE 複合層的最佳實驗參數，研究中

除了化學鎳實驗之基礎鍍浴外，同時添加不同濃度之 PTFE 微粒，以及添加

離子型界面活性劑 FC-134，使得 PTFE 微粒可均勻地分散共析沉積於複合鍍

層中，並增加複合鍍層中 PTFE 微粒之含量。惟由於氟碳系陽離子界面活性

劑的加入，會使 Ni-P-PTFE 鍍液析鍍沉積速率降低。此外，鍍液中界面活性

劑的添加量與 PTFE 微粒的濃度，對於複合鍍層的品質亦有相當的影響。鍍

層中 PTFE 微粒含量會隨界面活性劑加入量而增大，但過高濃度的界面活性

劑，同時亦會造成 PTFE 微粒沉積量的減少。因此，主鍍液之選用、界面活

性劑添加量與 PTFE 微粒濃度等鍍浴參數，以及浴溫、pH 值、攪拌與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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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P/PTFE複合層
化學鍍技術開發

鍍浴配製

基材前處理

化學鍍(無電鍍)

特性分析

完成

 1. 基礎化學鎳鍍浴
 2. 添加界面活性劑  

 3. 控制PTFE濃度
 4. 調整pH值

  清潔、脫脂
  活化處理

 溫度、攪拌、
 時間

微結構熱壓印測試

鍍槽製作

Ni-Co模仁Ni-P/PTFE

抗沾黏層處理

1. 接觸角量測儀
2.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3. 能量分散式光譜分
    析儀
4. 表面輪廓儀
5. 硬度測試

是否符合要求
No

Yes

 

 

 

圖 3.1 Ni-P-PTFE 複合鍍層技術開發研究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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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參數，彼此間如何的相互調整，以得到具超疏水性且硬度佳之複合鍍

層，即為本實驗操作探討之內容。表3.1為化學鍍Ni-P-PTFE複合層實驗之基

礎鍍浴組成，表3.2則是化學鍍Ni-P-PTFE複合層實驗之各種操作條件，其中

包含析鍍沉積過程中所掌控之最佳pH值。表3.3為化學鍍各藥水消耗補充量

之依據，此為廠商所提供之建議資料。其中，MTO的定義指假設建浴時1公

升的溶液中含有6 g鎳離子，在化鍍沉積過程中會逐漸消耗，此時必須加入

鎳離子做補充，使溶液仍保持6 g/L Ni
2+的濃度。當補充到3 g Ni

2+時，稱為

工作周期達到0.5個MTO，當補充到6 g Ni
2+時，稱為工作周期達到1個MTO。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Ni
2+濃度比設定值降低0.5 g/L以上，而做一次性完

全補充時，反而會產生覆蓋性不良的情形，也可能使反應停止，故建議Ni
2+

濃度比設定值降低 0.1 g/L時，就應該立即補充。 

 

表 3.1 化學鍍 Ni-P-PTFE 複合層實驗之基礎鍍浴組成 

化學鍍液組成 

NDF-1-M (建浴用) (ml/L) 

(還原劑、錯合劑、添加劑) 
100 

NDF-1-A (建浴、補充用) (ml/L) 

(Ni 源) 
60  

NDF-1-D (補充用) (ml/L) 

(還原劑、錯合劑、添加劑) 
視消耗量而定 

界面活性劑 FC-134 (mole/L)  200、300、400 

PTFE 懸浮液(cc/L)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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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化學鍍 Ni-P-PTFE 複合層實驗之操作條件 

化學鍍製程參數操作條件 

工作溫度(C) 85、90、95 

化學鍍時間(min) 20-120 

浴負載(dm
2
/L) 0.3-1.0 

pH 值 4.85-4.92 

Ni 濃度(g/L) 5.8-6.1 

攪拌轉速(rpm) 70 

沉積速率(m/hr) 13 

基材(低碳鋼鐵片) 0.5cm × 5cm 

(1) 化學鍍實驗藥品(台灣上村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上村公司之 NIMUDEM NDF-1 溶液系統，屬於無電解鎳－磷合金

化學鍍液，具有優異的浴安定性，其鍍層組成 Ni 約 901 %、P 約 101 % (建

浴～2MTO)，而沉積析出速率約 13 m/hr (85 ℃、建浴～2MTO)。建浴時，

首先於鍍槽中加入浴量之 1/2 純水，並以 100 ml/L 的 NDF-1-M 加入攪動中

的純水並持續攪拌，接續再以 60 ml/L 的 NDF-1-A 加入，再以純水調整至所

需的浴量，持續的攪拌。 

a. NDF-1- M：主成份包括還原劑、錯合劑、添加劑，為無色透明液體，

主要是作為建浴溶液。 

b. NDF-1- A：主成份為鎳離子，為綠色透明液體，主要是作為建浴與補

充溶液。 

c. NDF-1- D：主成份為還原劑、錯合劑、添加劑，為無色透明液體，主

要是作為補充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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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i 濃度管理：在連續使用中 Ni 濃度之設定為 -0.2 g/L ~ +0.1 g/L，低

於此範圍會使析出速率降低，高於時會使鍍液安定性會降低 

e. pH 管理：pH 之適當範圍為 4.85 ± 0.05 (25 ℃)，在 pH 值低於 4.80 以

下時析出速率會降低，P 含量增加，當 pH 值高於 5.00 時鍍液安定性

會降低，同時 P 含量減少。 

f. 面積(dm
2
)×厚度(m) / 12.5＝Ni 的消耗量(g) 

   0.1 g 鎳需補充 1.2 cc 的 NDF-1- A、0.9 cc 的 NDF-1- D (廠商經驗公

式) 

 

表 3.3 化學鍍各 MTO 相當於 1 g Ni 的補充量 

MTO pH NDF-1-A NDF-1-D 氨水(9%) 

0-1.0 4.85 10 ml/L 9.0 ml/L 9 ml/L 

1.0-2.0 4.9 10 ml/L 9.0 ml/L 9 ml/L 

 

(2) 陽離子型界面活性劑(FC-134, Fluorinated alkyl quaternary ammonium 

iodides)：改變鐵氟龍微粒之界達電位(Zeta potential)，使鐵氟龍微粒均

勻分散。 

(3) 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ylene, PTFE, (CF2-CF2) n)：具有低表面

張力、有強烈之斥水性、疏油性、抗沾黏性、耐強酸、鹼及抗氧化能力。

本研究使用兩種不同型號之 PTFE 進行實驗，如下所示： 

a. 日本公司(World Metal Co, LTD)之型號 Compo-NP-FB、粒徑 0.2 m

的懸浮液。 

b. 美國杜邦公司(Du Pont) 之型號 3893、粒徑 0.2 m 的懸浮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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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氨水(Ammonia water, NH4OH)：用以調整 pH 值。 

(5) 硫酸(Sulfuric acid, H2SO4)：用以調整 pH 值。 

 

3.1.2 化學鍍鎳操作之影響因素 

化學鍍可敍述為一種借助還原劑，在同一溶液中發生氧化還原作用，使

金屬離子還原用以沉積金屬，是屬於可控制及自催化的化學還原過程。對於

化學鍍鎳而言，其本身就是反應的催化劑，基本上沉積厚度是與時間成線性

關係，鍍層與基材有良好的結合力。化學鍍鎳層含有近 10 %的磷成份，故

本質上是屬於 Ni-P 合金鍍層，其具有高耐蝕、高耐磨、高均勻性，同時兼

有防腐、裝飾及機能方面的作用，用途十分的廣泛。化學鍍鎳層之化學穏定

性，在大多數化學溶液中都比電鍍鎳高，惟脆性較大。表 3.4 為化學鍍鎳過

程中，常見的操作問題及相對應的改善方案【27】。 

 

 



第三章 實驗設計與流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38 

表 3.4 化學鍍鎳常見的問題及對應改善方案【27】 

問題現象 可能產生的原因和糾正方法 

反應慢，沉積速率低 

(1) pH 值低，用 NH
4
OH 或 NaOH 調整。 

(2) 溫度過低。 

(3) 次磷酸鈉含量不足，進行檢測分析

與補充。 

鍍液反應激烈，呈現沸騰狀，出現

深灰色鎳粉(鍍液自然分解的象徵) 

(1) 負載量過大。 

(2) 溫度過高或局部過熱。 

(3) 鍍液中掉入金屬屑或固體粒子。 

(4) 次磷酸鹽含量過高。 

(5) pH 值太高。 

化鍍之槽壁和槽底有金屬鎳沉積 

(1) 局部溫度過高。 

(2) 槽襯裏有破損，基體金屬外露，更

換鍍槽。 

鍍液中亞磷酸未達到額定含量而發

生亞磷酸鎳沉澱 

(1) pH 值太高。 

(2) 錯合劑不足、應給予補充。 

鍍層顏色較暗 

鍍液被鋅、銅等金屬雜質污染；可用低

電流密度處理；或適當補充次磷酸鈉後

用件進行處理，宜至鍍層正常為止。 

鍍層有麻點 
氫氣停留在基材上，可藉由攬動或抖動

來避免。 

鍍層容易剝落 
(1) 化鍍前處理不徹底。 

(2) 溫度波動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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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Ni-P-PTFE 複合鍍層操作因素之影響 

目前各研究報導均指出，在 Ni-P-PTFE 複合層化學鍍之程序中，最困難

掌握的是 PTFE 微粒之前處理，以及如何使其在鍍液中均勻的分散，而此課

題可藉由界面活性劑的使用來獲得改善。因此，界面活性劑的運用為化鍍

Ni-P-PTFE 複合層技術中，公認最需要重視的因素。另外，其它會影響複合

鍍層的因素，還有鍍液的類型、pH 值、鍍液的溫度、PTFE 之濃度，以及微

粒表面電位等【48~51】，這些影響複合鍍層沉積之操作因素，較深入說明如

下：  

(1) 界面活性劑 

為使 PTFE 微粒均勻地分散共析沉積於 Ni-P-PTFE 複合鍍層中，鍍液中

必須添加氟碳系陽離子界面活性劑，使得 PTFE 微粒之表面改變為正電位。

但是，由於氟碳系陽離子界面活性劑的加入，亦會使 Ni-P-PTFE 鍍液析鍍沉

積之速率降低，且濃度愈高析鍍速率則越慢。另外，鍍層中 PTFE 微粒沉積

量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鍍液中界面活性劑及微粒的濃度。一般而言，當界

面活性劑濃度過大時，會發生吸附於基材表面的情形，反而會有抑制 PTFE

微粒於基材表面吸附的現象，造成複合鍍層中 PTFE 微粒的含量減少。 

鍍液中加入適當的界面活性劑，有助於氣體的逸出、降低鍍層的孔隙

率。另外，由於使用的界面活性劑兼有發泡劑的作用，在化鍍過程中釋出之

大量氣體於攪拌情況下，鍍液表面會形成一層泡沫，此泡沫不僅可以保溫，

降低鍍液的蒸發損失量，亦可減少酸味，還可使鍍液中懸浮的雜物夾在泡沫

中易於清除，因而保持鍍液與基材的清潔。在鍍液中只需加入很少量界面活

性劑，就可大幅度的改善及降低溶液表面張力與界面張力，因此改變鍍液之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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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鍍液組成之成份及操作過程之參數亦為影響因素，增加鍍液中

NaH2PO2的濃度或減少鍍液中的 NiSO4濃度，都會產生降低 PTFE 微粒之沉

積量，以及影響 PTFE 微粒沉積分布的均勻性。 

(2) 溫度 

在探討影響 PTFE 共沉積的因素中，何正山與胡信國於 1995 年文獻的

研究結果顯示，在 Ni-P-PTFE 化學鍍系統中，PTFE 微粒在鍍層中的含量，

會隨著鍍液溫度的升高，先增加後再減少，而鍍液的最適當溫度在 89℃左

右。 

(3) pH 值 

在化學鍍鎳過程中會有氫離子的產生，鍍液之 pH 值會隨著化鍍進行而

有逐漸降低的情形。為了穩定反應析鍍沉積的速率及保有優質的鍍層品質，

在化學鍍鎳溶液中必須具備緩衝的能力，使其在化鍍過程中 pH 值不至於變

化過大，使 pH 值能維持在一定的要求範圍內。緩衝劑就是某些弱鹼或弱酸

與其鹽類所組成的混合物，能夠抵消外來少許酸、鹼或稀釋液，對鍍液 pH

值變化的影響，使 pH 值在一個較小範圍內變動。鍍液中 pH 值的升高，鍍

層中的 PTFE 微粒含量會隨之增加，但 pH 值的繼續增加，PTFE 微粒在鍍層

中含量又會減少，適當的 pH 值範圍在 4.5~5.0 間。 

(4) 化鍍後置作業 

為防止金屬和非金屬固體微粒觸發鍍液自然分解，鍍液必須保持清潔、

要加蓋。鍍液移出鍍浴槽後，以 1：1 硝酸浸泡，以溶解除去槽壁上的沉積

物，即海綿狀之鎳微粒，然後用水徹底清洗乾淨。 

 

3.1.4 試片前處理 

試片在進行化學鍍前必須做清潔的動作，亦就是所謂之「前處理」。前

處理之目的是為了得到潔淨的試片表面，以助於優質的鍍層沉積。由於試片



第三章 實驗設計與流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41 

在製造、加工、保存等期間都會有油脂、氧化物銹皮、氫氧化物、灰塵等污

物附著於試片表面上，若不去除這些污物而進行電鍍或化鍍，將得不到良好

的鍍層。因此，為獲得良好品質的試片，電鍍或化鍍的前處理佔有很重要的

地位，而於化學鍍實驗中除採用一般前處理進行試片清潔外外，亦需將試片

進一步做表面活化處理如圖 3.2 所示。處理步驟說明如下： 

(1) 試片選取：選取無應力及表面平整之低碳鋼鐵片。 

(2) 去離子水沖洗：清潔試片表面。 

(3) 脫脂處理：去除試片表面油脂。 

(4) 去離子水沖洗：去除試片殘留之溶液藥劑。 

(5) 表面活化：去除試片表面氧化層。 

表面活化處理之目的是為了使試片表面更具活性，使其較易產生化學反

應。其中，中和活化是指將基材進行酸洗、酸中和或蝕刻等步驟，其可將(金

屬)基材表面之氧化物、鹽類加以去除，而使基材表面潔淨、活化，易與後

續電鍍或化鍍的金屬密合。但活化處理所使用之藥劑，需視後續處理之產品

和材質而定，需慎選合適的酸液及緩蝕劑，避免過度浸蝕基材，造成後續作

業之困擾。 

 

圖 3.2 表面活化處理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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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驗儀器與設備 

本研究之實驗主要是應用化學鎳鍍浴添加 PTFE 微粒共同沉積的方式，

來實現具超疏水抗沾黏特性之 Ni-P-PTFE 複合鍍層，實驗設備如表 3-5 所

示，如精密天平、超音波震盪器、表面張力/接觸角量測儀、光學顯微鏡、掃

描式電子顯微鏡、表面輪廓儀、微硬度試驗機。以下針對製程技術所需之設

備加以說明： 

(1) 電磁加溫攪拌器 

電磁攪拌器的工作原理是由微電機帶動耐高溫強力磁鐵旋轉產生旋轉

磁場，來驅動容器內的攪拌子轉動，以達到對容器內液體進行攪拌的目的。

同時還可以對溶液進行同步加熱，使溶液在設定的溫度中得到充分的混合、

反應。已廣泛的應用於生物、醫葯、化學、化工等領域，如圖 3.3 所示。 

(2) 微定量滴管： 

滴定管（burette），細長管狀是化學實驗中的一種精密量器，是容量分析的

基本儀器之一。滴定管屬於量出式量器，在滴定操作中盛裝滴定劑溶液，並放出

一定量溶液至滴定終點。管上刻有精密的刻度，可以精確讀出放出溶液的體積。

設備如圖 3.4 所示。 

(3) pH 值量測度計： 

pH 計是一種用於測量液體酸鹼值的電子儀器（也有特殊的探針來測量

半固體物質），可快速確認物質的酸鹼性，設備如圖 3.5 所示。 

(4) 試片震盪機：如圖 3.6 所示 

特點： 

a. 有旋轉震盪、水平震盪、周轉震盪及翹板震盪等多種。 

b. 速度可無段式調節，且有定時和連續兩種工作方式。 

c. 在定時工作方式時定時時間可由 5 min 到 90 min 任意設定。 

d. 震盪器外殼由耐高溫、抗酸鹼的特殊塑料成型，有很好的耐用性。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6%E5%AD%A6%E5%AE%9E%E9%AA%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B9%E9%87%8F%E5%88%86%E6%9E%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8F%E5%87%BA%E5%BC%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B4%E5%AE%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3%E7%A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PH%E5%8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5%B8%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5%B8%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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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底部有四個固定式吸盤，可防止震盪器工作時產生移動。 

f. 有多種震盪平台可更換，並可外加溫箱控制工作溫度。 

(5) 熱墊板 

本製程之試片烤乾有賴熱墊板，以 150 ℃進行 5 min。如圖 3.7 所示。 

(6) 數位式千分錶 

a. 由於安裝了寶石軸承，因此具有高靈敏度和快速回應能力。 

b. 標配硬質合金測針。 

c. 千分表一格的單位是 1 m 等於 1/1000 mm，如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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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本研究所使用之實驗儀器設備一覽表 

設備名稱 型號 製造商 代理商 

電磁加溫攪拌器 PC-400D CORNING 今日儀器有限公司 

微定量滴管  WITOPET  

pH 值量測度計 TS-100 SUNTEX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試片震盪機  巨基開發 巨基開發 

熱墊板 HP-350 Pentad 汎達科技有限公司 

數位式千分錶 ID-F150 Mitutoyo 智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精密天平 AR313 OHAUS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超音波震盪器 DC200H TOHAMA 聯勝儀器有限公司 

表面張力/接觸角 

量測儀 
FAT125 

First Ten 

Å ngstroms 
汎達科技有限公司 

光學顯微鏡 STM6 Olympus 元利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JSM-6360 

(LV) 
JEOL  捷東股份有限公司 

表面輪廓儀 
Alpha-step 

500 
KLA Tencor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微硬度試驗機 FM-700 FUTURE-TECH  

均質機 YOM-300D YOTEC 詠欣有限公司 

 

 

 

 

http://tw.wrs.yahoo.com/S=2114705003/K=%E6%8D%B7%E6%9D%B1/v=2/SID=w/l=WS1/R=1/SS=68837504/IPC=tw/SHE=0/H=0/;_ylt=Aoe..hSCxOItTGbRPkuzA_Rr1gt.;_ylu=X3oDMTA2bTQ0OXZjBHNlYwNzcg--/SIG=11e19ksnk/EXP=1118929320/*-http%3A/www.jied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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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電磁加溫攪拌器 

 

 

圖 3.4  微定量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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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pH 值量測度計 

 

 

圖 3.6 試片震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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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熱墊板 

 

 

圖 3.8 數位式千分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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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精密天平 

 

 

 

圖 3.10 超音波震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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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表面張力/接觸角量測儀 

 

 

 

圖 3.12 光學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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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圖 3.14 表面輪廓量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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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硬度測試機 

 

 

 

圖 3.16 均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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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鍍層特性分析 

化學鍍析鍍沉積後之基材取出經清洗乾淨，經熱墊板烤乾後，應用數位

千分錶、接觸角量測儀、光學顯微鏡、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能量分散

式光譜分析儀(EDS)、表面輪廓量測儀、硬度測試機等儀器觀察與分析，獲

取複合鍍層之水滴接觸角、材料成分元素分佈、緻密性、表面形貌、硬度及

化鍍沉積之速率，以對複合鍍層作分析探討。 

(1)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本研究複合鍍層表面形貌的檢視，採用 JEOL 之 JSM6360 型掃瞄式電子

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其工作原理是利用電子鎗所產

生之高能量電子束撞擊鍍層表面，之後所激發出各種不同電子或 X-ray 訊

號，所得訊號之強弱與試片的表面、成分及結構息息相關，而這些訊號與收

集與放大後，經計算可測得物件表面形貌、化學成分、顯微組織變化與結晶

方格。SEM 功能主要用於觀察試件表面形貌或結構，由於設備放大倍率可

達數萬倍，故可輔助光學顯微鏡所觀察分析之不足，SEM 如裝設不同接收

偵測器，可收集到如特性 X 光、陰極螢光或歐傑電子等訊號，可用來作化

學成分分析。 

(2) 能量分散式光譜分析儀 

能量分散式光譜分析儀(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EDS)為電子顯微

鏡普遍附屬之分析儀器，可做材料所含元素的定性、半定量、點線面的掃描

分析。此分析係利用 SEM 之電子束激發試片材料產生 X-ray，經由摻雜鋰元

素的矽半導體偵測器收集放大後，依能量高低分門別類來儲存計算，可得光

譜圖形。由激發 X-ray 的能譜與強度可以迅速分析材料的化學成份與相對含

量，並且對於能量 3 至 10 keV 的 X 射線，能譜分析儀幾乎具有穩定的接收

效率。SEM 析儀器有以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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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快速且同時偵測不同能量的 X-光能譜； 

b. 儀器設計較為簡單，且操作方便。合金成分分析採用 OXFORD 系列

之能量分散式光譜分析。 

(3) 表面粗糙度量測 

化鍍薄膜之表面輪廓與粗糙度量測，使用接觸式表面形貌量測儀 Alpha 

Step 500 來進行量測，量測距離 1000 m，記錄中心線平均粗度(Ra ) ，以此

為依據來瞭解製程中複合鍍層之表面粗糙度，亦可量測結構層的厚度與表面

輪廓。 

 

3.3 實驗規劃 

(1) 鍍液配製： 

a. 以基材面積及實驗程序需要，考量主鍍液之負載量，配製化學鍍所需

的溶液，配製過程需將燒杯放置於攪拌器上，以 300 rpm 轉速持續的

攪動鍍液。 

b. 假設規劃需 400 cc 之鍍液，先以 1/3 之純水盛入燒杯中，依 A 試劑

60 ml/L、M 試劑 100 ml/L 之比例加入。 

(a) 如 實 驗 採 用 日 本 公 司 (World Metal Co, LTD) 之 型 號

Compo-NP-FB、粒徑 0.2 m 的懸浮液，無須加入界面活性劑，再

以純水補充鍍液至 400 cc。 

(b)如實驗採用美國杜邦公司(Du Pont) 之型號 3893、粒徑 0.2 m 的

懸浮液。則依實驗所需加入界面活性劑，之後再以純水補充鍍液

至 400 cc。 

c. 依操作手冊校正 pH 值量測度計，用以量測配製鍍液之 pH 值，並以

9 % NH4OH 與 10 % H2SO4，調整鍍液之 pH 值至 4.92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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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增加攪拌器之轉速 600 rpm 以上，再加入實驗所需之 PTFE 量，持續

的攪動鍍液 30 min 以上。 

e. 同時開啟電磁加溫攪拌器之加溫開關，緩慢加溫鍍液至實驗所需之預

定溫度。 

(2) 基材處理： 

a. 基材的檢視及四周的修整、研磨。 

b. 將基材試片浸入鹼性脫脂液中，除去試片表面油脂、塵埃及污染，浸

泡時間依試片現況而定。 

c. 取出試片以純水沖洗乾淨、吹乾。 

d. 再將試片浸入酸性處理液中，除去試片表面氧化物，浸泡時間依試片

現況而定。 

e. 取出試片以純水沖洗乾淨、吹乾。 

f. 於試片上取 5 點，間距約 0.5 mm，以千分儀錶、接觸角量測儀量測

並紀錄化鍍前之厚度及純水接觸角度。 

g. 試片活化： 

(a) 如實驗採用低碳鋼鐵片，再次浸泡於鹽酸 30 sec，取出後以純水

洗淨、吹乾。將潔淨之試片浸入 10 % H2SO4中進行活化約 3 min，

浸泡期間可以超音波震盪，見試片表面起均勻氣泡時，取出放入

鍍液中進行化鍍。 

(b) 如實驗採用 Ni-Co 模仁試片，再次浸泡於鹽酸 30 sec，取出後以

純水洗淨、吹乾。將潔淨試片浸入已加熱至 50 ℃之 10 %H2SO4

中約 6 min，浸泡期間可以超音波震盪，見試片表面起均勻氣泡

時，取出放入鍍液中進行化鍍。 

h. 依化鍍計劃時間取出試片，以純水進行洗淨及吹乾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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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墊板預熱至 150 ℃，以間接方式將試片放置於錫鉑紙上加熱（避免受

污染）5 min 以烤乾試片。 

(3) 薄膜分析 

a. 將烤乾之試片置於常溫約 3~5 min 後，以接觸角量測儀量，依前述程

序(2)之 f 項試片上之 5 點位置，量測水滴接觸角並紀錄。 

b. 椄續以千分儀錶，依前述程序(2)之 f 項試片上之 5 點位置，進行試片

厚度量測並紀錄，比較試片沉積前、後之厚度，再除以化鍍時間，即

可獲得沉積鍍率。 

c. 接續以光學顯微鏡、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能量分散式光譜分析儀及表

輪廓量測儀、硬度測試機以 100 gf、15 sec 設定條件測試，借以前述

儀器進行化鍍複合層表面各種特性觀測、分析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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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化學鍍(chemical plating)實驗所採用之試片為低碳鋼鐵片，其面

積大小約為 0.5 cm × 5 cm。以化鍍 Ni-P合金溶液為基礎鍍浴，添加美國 Du 

Pont 與日本 World Metal 公司兩種 0.2 m 的 PTFE 懸浮液，以及不同濃度之

界面活性劑 FC-134，以增加 PTFE 在鍍層的分散均勻性，並且在鍍液 pH 值

4.80~4.92、操作溫度 85-95℃、攪拌速率 70 rpm 等條件的控制下，探討

Ni-P-PTFE 複合層之析鍍速率、複合層中 PTFE 之沉積量、微硬度、接觸角

等特性的影響。希望在基材試片上製備同時具有 Ni-P 合金之高硬度、耐磨

性、耐蝕性，以及擁有 PTFE 薄膜之低摩擦係數、超疏水性、抗沾黏性的

Ni-P-PTFE 複合鍍層。此外，將分析此複合鍍層性質，並依據性質分析結果

選擇最佳的製程條件，將 Ni-P-PTFE 複合層薄膜，實際沉積於具微米結構圖

案之Ni-Co模仁表面，並進行熱印壓模(Hot embossing)或紫外光硬化成型(UV 

curing)之測試，以探討本研究所製備之 Ni-P-PTFE 複合層的離型性效果，以

及測試此 Ni-Co/Ni-P-PTFE 模仁在微結構成型時之耐用性。實驗結果與討論

分別於以下各節加以說明。 

4.1 鍍液 pH值的影響 

本實驗之基礎鍍浴採用台灣上村公司之 NIMUDEM NDF-1溶液系統，

屬於無電解 Ni-P 合金化學鍍液，廠商建議之 pH 值管理如下：建浴時為 4.80 

± 0.05 (25℃)，而變動範圍介於-0.05~+0.15 間，也就是 pH 值必須控制在

4.80~5.00間。pH 值低於 4.80 以下時會降低析出速率，且 P 含量會增加；pH

值高於 5.00 時會降低鍍液的安定性，同時 P 含量減少。本研究考量在化學

鍍鎳過程中，因氫離子的產生，會使得鍍液之 pH 值隨著化鍍進行而有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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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的情形，故建浴時先控制 pH 值在 4.92 左右，而在操作時間最長 2hr、

操作溫度 95℃，改變 2.5~12.5 cc/L 不同的 PTFE 濃度下，其實驗開始之鍍浴

pH值調整，如圖 4.1 所示，希望將 pH 值調整在 4.92 左右，而實驗停止之鍍

浴 pH 值變化，如圖 4.2 所示，希望 pH 值的變動終值可以在 4.80 以內，圖

4.3則為化學鍍實驗開始與停止之 pH 值變動量。由圖 4.1至圖 4.3可知，本

研究在有效實驗過程中，每 0.5~1.0 hr 量測鍍浴 pH 值的變化並調整，大致

上保持在廠商建議的 4.80~5.00安定範圍內。 

 

 

 

 

 

 

 

 

 

 

 

 

圖  4.1 本研究化鍍實驗開始(建浴)時之 pH 值調整的情況 

 

 

 

 

 

 

 

 

 

 

 

 

圖 4.2 本研究化鍍實驗停止時之鍍液 pH 值變化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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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本研究化鍍實驗開始至停止時之鍍液 pH 值變化情形 

4.2 操作溫度對接觸角之影響 

文獻已提出在 Ni-P-PTFE 化學鍍系統中，PTFE 微粒在鍍層中的含量，

會隨著鍍液溫度的升高，先增加後再減少，而鍍液的最適當溫度在 89℃左

右【51】。本研究則於實驗中，針對日本公司(World Metal Co, LTD)型號

Compo-NP-FB、粒徑 0.2 m的 PTFE 懸浮液，以 7.5 cc/L 濃度、沉積時間 1 

hr 條件下，進行不同操作溫度之鍍層厚度與純水接觸角之測試。圖 4.4顯示

無添加界面活性劑 FC-134 的情況下，隨著浴溫增加平均接觸角有增大的趨

勢，如接觸角從 85℃的 113.47
o增加為 90℃的 132.95

o與 95℃的 146.29
o，則

溫度對接觸角的增加率約為 3.3 度/℃。圖 4.5 至圖 4.7 即為不同操作溫度條

件下，鍍層所獲得之最佳純水接觸角量測結果，其中 85℃為 113.47
o、90℃

為 132.95
o、95℃則為 146.29

o。在相同的操作條件下，Ni-P-PTFE 複合鍍層

之平均厚度，則隨著浴溫的增加而有線性遞減的趨勢，如圖 4.8 所示厚度從

85℃的 15.8 m減少成 90℃的 9.4 m，再遞減至 95℃的 5.7 m，則溫度對

鍍層厚度的減少率則約為 1.0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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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在 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

下，不同浴溫與接觸角之對應關係 

 

 

 

圖 4.5 在浴溫 85℃、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

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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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在浴溫 90℃、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

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圖 4.7 在浴溫 95℃、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

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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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在 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

下，不同浴溫與鍍層厚度之對應關係 

 

4.3 PTFE濃度對接觸角與鍍率之影響 

Ebdon在研究時發現 Ni-P-PTFE複合鍍層會隨著其中的 PTFE 微粒含量

增加，而減小其摩擦係數，增加耐磨性能，而當複合鍍層中 PTFE 微粒的含

量達到 24 vol%時，其摩擦係數幾乎不再因操作時間長短的改變而變化

【36】。本研究則於實驗中，針對日本公司(World Metal Co, LTD)型號

Compo-NP-FB、粒徑 0.2 m的 PTFE 懸浮液，在固定操作溫度 85℃且無添

加界面活性劑 FC-134 的情況下，改變 2.5~12.5 cc/L 的 PTFE 濃度，進行不

同沉積時間 0.5~2.0 hr 之鍍層厚度與純水接觸角的測試。圖 4.9 顯示接觸角

的變化趨勢與沉積時間、PTFE 濃度無特定之關係，其中在 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 hr 時，可得到最佳之平均接觸角 133.89°。圖 4.10至圖 4.12

即為不同 PTFE 濃度條件下，鍍層所獲得之最佳純水接觸角量測結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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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FE 濃度 2.5 cc/L、沉積時間 0.5 hr 的最佳接觸角為 131.20°；PTFE 濃度 5.0 

cc/L、沉積時間 1.0 hr 的最佳接觸角為 136.85°；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

間 0.5 hr 的最佳接觸角為 145.59°。 

在相同的操作條件下，Ni-P-PTFE 複合鍍層之厚度，除了 PTFE 濃度 5 

cc/L、沉積時間 2 hr 的結果外，其餘皆隨著沉積時間的增加而呈現線性的增

大，如圖 4.13 所示，但在固定沉積時間下鍍層厚度則與 PTFE 濃度間無特

定之關係。圖 4.13 顯示 PTFE 濃度 2.5、7.5 cc/L、沉積時間 2.0 hr，可得最

佳平均鍍層厚度 12.4 m，亦即平均沉積速率約為 6.575 m/hr。雖然 PTFE

濃度 2.5、7.5 cc/L、沉積時間 2.0 hr，可得最大平均鍍層厚度，但此時鍍層

表面之最佳接觸角為 125.44°及 120.34°，故認為此時的最大鍍層厚度並不具

代表意義。 

 

 

 

 

 

 

 

 

 

 

 

 

 

 

圖 4.9 在浴溫 85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同 PTFE 濃度與沉積

時間之鍍層接觸角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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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在浴溫 85 ℃、PTFE 濃度 2.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

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圖 4.11 在浴溫 85 ℃、PTFE 濃度 5.0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

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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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在浴溫 85 ℃、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

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圖 4.13 在浴溫 85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同 PTFE 濃度與沉積

時間之鍍層厚度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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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定溫定時下 PTFE濃度對接觸角之影響 

本研究則於實驗中，針對日本公司 (World Metal Co, LTD)型號

Compo-NP-FB、粒徑 0.2 m的 PTFE 懸浮液，在固定操作溫度 95℃且無添

加界面活性劑 FC-134 的情況下，改變 7.5~12.5 cc/L 的 PTFE 濃度，進行固

定沉積時間 1.0 hr 之鍍層厚度與純水接觸角的測試。圖 4.14 顯示 7.5~10.0 

cc/L的 PTFE 濃度下沉積 1 hr，平均接觸角皆可獲得 1461
o的結果，其中圖

4.15、圖 4.16、圖 4.17即分別為 7.5、10、12.5 cc/L PTFE 濃度條件下，沉積

時間 1 hr 鍍層所獲得之最佳純水接觸角量測結果，其中 PTFE 濃度 7.5 cc/L

的最佳接觸角為 152.35°；PTFE 濃度 10 cc/L 的最佳接觸角為 147.70°；PTFE

濃度 12.5 cc/L的最佳接觸角為 140.49°。 

在相同的操作條件下，圖 4.18顯示 Ni-P-PTFE 複合鍍層之厚度，在 7.5

至 10 cc/L 的 PTFE 濃度間，隨著 PTFE 濃度的增加，沉積厚度呈現線性增

加的趨勢，但在 10 至 12.5 cc/L 的 PTFE 濃度間，沉積厚度已達到穩定狀態，

鍍層厚度的增加不明顯，其原因可能是鍍層表面有太多的 PTFE 沉積聚集，

遮蔽了 Ni-P 金屬層，反而阻礙金屬離子的自發性催化還原作用，故造成沉

積鍍率大幅度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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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在浴溫 95 ℃、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同

PTFE 濃度之鍍層接觸角對應關係 

 

圖 4.15 在浴溫 95 ℃、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

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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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在浴溫 95 ℃、PTFE 濃度 10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

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圖 4.17 在浴溫 95 ℃、PTFE 濃度 12.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

活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第四章 實驗結果與討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68- 

5 7.5 10 12.5 15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12.312.1

7.5

PTFE (cc/L)

A
v
er

ag
e 

th
ic

k
n
es

s 
(

m
)

 

圖 4.18 在浴溫 95 ℃、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同

PTFE 濃度之鍍層厚度對應關係 

4.5 界面活性劑對 Ni-P-PTFE鍍層之影響 

在 Ni-P-PTFE 複合層化學鍍之程序中，可藉由界面活性劑的使用改善

PTFE 微粒在鍍液中獲得均勻的分散。但文獻指出氟碳系陽離子界面活性劑

的加入，亦會使 Ni-P-PTFE 鍍液析鍍沉積之速率降低。鍍液中界面活性劑濃

度過大時，會發生吸附於基材表面的情形，影響鍍層中 PTFE 微粒的沉積，

造成複合鍍層中 PTFE 微粒的含量減少，且濃度愈高析鍍速率則越慢【31, 48, 

49, 51】。本研究化學鍍實驗以台灣上村公司的 Ni-P 鍍浴為基礎，添加不同

濃度之陽離子型界面活性劑 FC-134，以增加 PTFE 的分散均勻性，並測試美

國 Du Pont 與日本 World Metal 公司的 0.2 m PTFE 懸浮液，於製備

Ni-P-PTFE 複合層時的適用性，探討複合層之析鍍速率、PTFE 之沉積量、

微硬度、接觸角等特性的影響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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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FC-134對 Du Pont PTFE懸浮液之影響 

本實驗採用美國杜邦(Du Pont)公司型號 3893、粒徑 0.2 m的 PTFE 懸

浮液，添加不同濃度之界面活性劑 FC-134，在操作溫度固定 95 ℃、沉積時

間 20 min 條件下製備 Ni-P-PTFE 複合鍍層，並針對其純水接觸角與鍍層厚

度進行探討。事實上，Du Pont公司的 PTFE 懸浮液，在沒有添加 FC-134 的

情況下，PTFE 幾乎都不會沉積於 Ni-P 鍍層表面，而且在鍍浴中 PTFE 也極

易團聚成塊狀物，並產生鍍浴底部沈澱之現象，而這些不良現象在添加界面

活性劑 FC-134 後，可獲得大幅度之改善。然而，日本公司(World Metal Co, 

LTD)型號 Compo-NP-FB、粒徑 0.2 m 的 PTFE 懸浮液，即使沒有添加

FC-134，除了不會有上述 Du Pont 公司 PTFE 懸浮液的不良現象外，而且可

獲致不錯的 Ni-P-PTFE 複合鍍層品質。推測其原因在於日本 Compo-NP-FB

之 PTFE 懸浮液，購買於專業的電鍍、化學鍍材料供應商，應該其已經內含

鍍浴所需之界面活性劑，故可以不用添加 FC-134 即可使用於化學鍍程序

中，而 Du Pont 公司的型號 3893 PTFE 懸浮液，主要是提供客戶進行器具表

面塗佈使用，非是電鍍、化學鍍專用的材料，故必須額外添加界面活性劑才

能於電鍍、化學鍍程序中使用。 

圖 4.19顯示在浴溫 95℃、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不同 PTFE (Du Pont)

與界面活性劑濃度之鍍層接觸角對應關係。圖中顯示在小於 7.5 cc/L的 PTFE

濃度時，隨著 PTFE 濃度的增加，接觸角有增大之趨勢，但 FC-134 的濃度

增加，平均接觸角反而有減少之趨勢，尤其是 400 μmole/L 濃度下，接觸角

無法達到疏水之效果，而在 PTFE 濃度 7.5 cc/L 時，各種濃度下之 FC-134

均可使接觸角達到最大值約 141
o左右，在 PTFE 濃度超過 7.5 cc/L 時，反而

有造成接觸角下降之趨勢。圖 4.20至圖 4.23 分別為 7.5、10.0 cc/L PTFE 濃

度條件下，沉積時間 20 min 鍍層所獲得之最佳純水接觸角量測結果，其中

PTFE 濃度 5.0 cc/L 的最佳接觸角為 148.87°； PTFE 濃度 7.5 cc/L 的最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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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角為 146.98°；PTFE 濃度 10.0 cc/L 的最佳接觸角為 136.60°。 

圖 4.24顯示在浴溫 95℃、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不同 PTFE 與界面

活性劑濃度之鍍層厚度對應關係。圖中顯示在小於 7.5 cc/L 的 PTFE 濃度時，

隨著 PTFE 濃度的增加，鍍層厚度有增大之趨勢，但 FC-134 的濃度增加，

平均鍍層厚度反而有減少之趨勢，而在 PTFE 濃度 7.5 cc/L 時，各種 FC-134

濃度下可得鍍層厚度達 7.7、6.5、8.1 m等最大值，此時 FC-134 200 μmole/L

時的平均沉積速率約為 20.625 m/hr； 300 μmole/L 時約為 17.625 m/hr； 

400 μmole/L 時約為 17.7 m/hr，而 PTFE 濃度超過 7.5 cc/L，反而造成鍍層

厚度下降之趨勢。雖然文獻已指出氟碳系陽離子界面活性劑的加入，亦會使

Ni-P-PTFE 鍍液析鍍沉積之速率降低。鍍液中界面活性劑濃度過大時，會發

生吸附於基材表面的情形，影響鍍層中 PTFE 微粒的沉積，造成複合鍍層中

PTFE 微粒的含量減少，且濃度愈高析鍍速率則越慢【31】。理論上添加界面

活性劑 FC-134 會使得鍍率下降，本研究所獲得的鍍率卻從無添加 FC-134

所得的 18.375 m/hr 左右，增加為 18.65 m/hr，此改變與文獻結果有些許差

異，日後可再深入地仔細查證。 

 

 

 

 

 

 

 

 

 

 

 

 

圖 4.19 在浴溫 95 ℃、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不同 PTFE (Du Pont)與界

面活性劑濃度之鍍層接觸角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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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在浴溫 95 ℃、PTFE (Du Pont)濃度 7.5 cc/L、FC-134 濃度 200 

μ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圖 4.21 在浴溫 95 ℃、PTFE (Du Pont)濃度 7.5 cc/L、FC-134 濃度 300 

μmole/L、沉積時間 20 min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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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在浴溫 95 ℃、PTFE (Du Pont)濃度 7.5 cc/L、FC-134 濃度 400 

μ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圖 4.23 在浴溫 95 ℃、PTFE (Du Pont)濃度 10 cc/L、FC-134 濃度 400 

μmole/L、沉積時間 30 min 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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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在浴溫 95 ℃、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不同 PTFE (Du Pont)與界

面活性劑濃度之鍍層厚度對應關係 

 

4.5.2 FC-134對兩種 PTFE懸浮液之影響 

美國杜邦(Du Pont)公司型號 3893、粒徑 0.2 m的 PTFE 懸浮液，在沒

有添加 FC-134 的情況下，PTFE 幾乎都不會沉積於 Ni-P 鍍層表面，而且在

鍍浴中 PTFE 也極易團聚成塊狀物，並產生鍍浴底部沈澱之現象，而這些不

良現象在添加界面活性劑 FC-134 後，可獲得大幅度之改善。此外，添加不

同濃度之界面活性劑 FC-134，對於 Du Pont PTFE 所製備之 Ni-P-PTFE 複合

層之接觸角與鍍層厚度有重大影響。然而，日本公司(World Metal Co, LTD)

型號 Compo-NP-FB、粒徑 0.2 m的 PTFE 懸浮液，即使沒有添加 FC-134，

除了不會有上述 Du Pont 公司 PTFE 懸浮液的不良現象外，而且可獲致不錯

的 Ni-P-PTFE 複合鍍層品質。本實驗將在操作溫度 95℃、沉積時間 20 min

的條件下，比較添加 FC-134 濃度 300 μmole/L 之美國 Du Pont 與日本 World 

0 2.5 5 7.5 10 12.5

PTFE (cc/L)

3

4

5

6

7

8

9

A
ve

ra
ge

 th
ic

kn
es

s 
(

m
)

FC (mole/L)

200

300

400

6.5 

8.1 

7.7 



第四章 實驗結果與討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74- 

Metal PTFE 懸浮液，Ni-P-PTFE 複合鍍層接觸角與鍍層厚度品質的差異。另

外，對於日本 World Metal 的 PTFE 懸浮液，也將比較有、無添加 FC-134

之 Ni-P-PTFE 複合鍍層品質差異。 

圖 4.25顯示在浴溫 95℃、FC-134 濃度 300 μ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兩種(U.S.A 和 JAPAN) PTFE 懸浮液在不同濃度下之鍍層接觸角對

應關係。其中，Du Pont PTFE 濃度小於 7.5 cc/L 時，隨著 PTFE 濃度的增加，

接觸角有增大之趨勢，在 PTFE 濃度 7.5 cc/L 時接觸角達到最大值約 140.01
o

左右，在 PTFE 濃度超過 7.5 cc/L 時，反而有造成接觸角下降之趨勢。無添

加界面活性劑的情況下，日本 World Metal 的 PTFE 濃度小於 5 cc/L 時，隨

著 PTFE 濃度的增加，接觸角快速地增大，在 PTFE 濃度 5~10 cc/L 時接觸

角趨於穩定值約 152.51
o左右，此時的接觸角值大於美國 Du Pont PTFE 所表

現的性能。有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情況下，日本 World Metal 的 PTFE 濃度超

過 5 cc/L 時，隨著 PTFE 濃度的增加，接觸角快速地增大，在 PTFE 濃度 10 

cc/L 時接觸角達到最大值約 150.86
o左右，此時的接觸角值仍然有大於美國

Du Pont PTFE的性能表現。圖 4.26為在浴溫 95℃、FC-134濃度 300 μmole/L、

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兩種(U.S.A 和 JAPAN) PTFE 懸浮液在不同濃度

下之鍍層厚度對應關係。其中，Du Pont PTFE 濃度在 7.5 cc/L 時，有最大鍍

層厚度 6.5 m，其沉積速率約 19.5 m/hr。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情況下，日

本 World Metal 的 PTFE 濃度在 10 cc/L 時，有最大鍍層厚度 7.5 m，其沉

積速率約 22.5 m/hr；有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情況下，日本 World Metal 的

PTFE 濃度在 7.5 cc/L 時，有最大鍍層厚度 7.0 m，其沉積速率約 21.0 m/hr。

圖 4.27為在浴溫 95℃、日本 PTFE 濃度 10 cc/L、沉積時間 20 min 且無添加

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最佳純水接觸角約 155
o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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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在浴溫 95 ℃、FC-134濃度 300 μ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

兩種(U.S.A 和 JAPAN) PTFE懸浮液在不同濃度下之鍍層接觸角對

應關係 

 

 

 

 

 

 

 

 

 

 

 

 

 

 

圖 4.26 在浴溫 95 ℃、FC-134濃度 300 μ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

兩種(U.S.A 和 JAPAN) PTFE懸浮液在不同濃度下之鍍層厚度對應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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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在浴溫 95 ℃、日本 PTFE 濃度 10 cc/L、沉積時間 20 min 且無添加

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鍍層量測之純水接觸角 

4.6 鍍層特性分析 

由上述幾節，已從操作之 pH 值、溫度、PTFE 添加量及界面活性劑添

加量等條件，進行Ni-P-PTFE化鍍析鍍沉積特性的瞭解，接著將以Ni-P-PTFE

複合薄膜與純水接觸角度大於 130°之試片，針對其鍍層表面形貌進行顯微組

織之觀察、粗糙度與硬度之分析，並就原因做一討論與推論。 

 4.6.1 SEM表面形貌觀測 

PTFE 微粒在 Ni-P-PTFE 複合鍍層中的含量多寡，以及是否均勻分散沉

積皆與純水接觸角度有相當之關係。首先，以日本公司(World Metal Co, LTD)

型號 Compo-NP-FB、粒徑 0.2 m的 PTFE 懸浮液，在固定溫度 85℃、無添

加界面活性劑，以及改變 PTFE 之濃度 2.5、5.0、7.5、10.、12.5 cc/L與配合

不同操作時間的條件下，所完成之化鍍試片進行表面形貌分析比較，如圖

4.28 至圖 4.31 所示。由這些圖中可發現，隨著 PTFE 濃度的增加，鍍層的

PTFE 沉積數目也增加，而在鍍液 PTFE 濃度提高到 7.5 cc/L 以後，鍍層的

PTFE 沉積數目似乎已達到穩定現象，但 7.5 cc/L 之後的接觸角卻不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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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穩定值。另外，在固定沉積時間下，PTFE 7.5 cc/L 的濃度下有最大接觸角

的現象，但在不同的沉積時間下，平均接觸角的表現並沒有因沉積時間的增

加而提升。 

 
(a) PTFE 2.5 cc/L、觸角度 131.20° 

 
(b) PTFE 5.0 cc/L、接觸角 133.63° 

 
(c) PTFE 7.5 cc/L、接觸角 145.59° 

 
(d) PTFE 10.0 cc/L、接觸角 124.60° 

 
(e) PTFE 12.5 cc/L、接觸角 118.68° 

 

圖 4.28 在浴溫 85 ℃、沉積時間 0.5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

同日本 PTFE 濃度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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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TFE 2.5 cc/L、接觸角 125.47° 

 

(b) PTFE 5.0 cc/L、接觸角 13.6.85° 

 

(c) PTFE 7.5 cc/L、接觸角 137.47° 

 

(d) PTFE 10.0 cc/L、接觸角 117.39° 

 

(e) PTFE 12.5 cc/L、接觸角 114.71° 

 

圖 4.29 在浴溫 85℃、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同

日本 PTFE 濃度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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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TFE 2.5 cc/L、接觸角 129.68° 

 

(b) PTFE 5.0 cc/L、接觸角 122.44° 

 

(c) PTFE 7.5 cc/L、接觸角 128.24° 

 

(d) PTFE 10.0 cc/L、接觸角 120.35° 

 

(e) PTFE 12.5 cc/L、接觸角 115.07° 

 

圖 4.30 在浴溫 85℃、沉積時間 1.5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同

日本 PTFE 濃度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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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TFE 2.5 cc/L、接觸角 88.38° 

 

(b) PTFE 5.0 cc/L、接觸角 134.32° 

 

(c) PTFE 7.5 cc/L、接觸角 120.34° 

 

(d) PTFE 10.0 cc/L、接觸角 111.70° 

 

(e) PTFE 12.5 cc/L 、接觸角 113.56° 

 

圖 4.31 在浴溫 85℃、沉積時間 2.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同

日本 PTFE 濃度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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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鍍浴溫度對接觸角之影響，以日本 PTFE濃度 7.5 cc/L、時間 60 

min、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改變溫度 85℃、90℃、95℃所完成之試

片作表面形貌分析比較，如圖 4.32 所示。圖中可明顯發現接觸角隨著溫度

的提高而變大，而 95℃時接觸角達到 152.35°。然而，85℃、90℃、95℃三

者鍍層間的 PTFE 數量差異不大，故接觸角隨溫度提高而變大的原因，應該

是在鍍浴溫度提高下，鍍層的沉積速率變大，而使得鍍層表面的粗糙度提高

所致。 

 
(a)溫度 85℃、接觸角 123.06° 

 
(b)溫度 90℃、接觸角 135.75° 

 
(c)溫度 95℃、接觸角 152.35° 

圖 4.32 在日本 PTFE 濃度 7.5 cc/L、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

條件下，不同浴溫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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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鍍浴 PTFE 之濃度對接觸角之影響，以日本 PTFE 濃度 7.5 

cc/L、鍍浴溫度 95℃、時間 60 min、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改變 PTFE

之濃度 7.5、10.0、12.5 cc/L 所完成之試片作表面形貌分析比較，如圖 4.33

所示。圖中可明顯發現接觸角隨著 PTFE 濃度的提高而變小，而 PTFE 7.5 

cc/L時接觸角達到 152.35°。然而，7.5、10.0、12.5 cc/L三者鍍層間的 PTFE

數量，隨著濃度增加而提升，但接觸角反而變小。這現象說明鍍層 PTFE的

數目較多，並無助於接觸角的提升，且文獻曾提出浸漬、旋塗的 PTFE 膜，

其接觸角僅可達到 120 度左右，而化鍍所沉積的 PTFE 顆粒其接觸角已超過

140 度，其差異就在於化鍍沉積 PTFE 顆粒時，鍍層的粗糙度變大，因此造

成鍍層的接觸角提高。在圖 4.33 中 PTFE 7.5 cc/L 的接觸角達有最大值

152.35°，推測即是該鍍層有最大的粗糙度。 

 
(a) PTFE 7.5 cc/L、接觸角 152.35° 

 
(b) PTFE 10.0 cc/L、接觸角 147.70° 

 
(c) PTFE 12.5 cc/L、接觸角 140.47° 

圖 4.33 在浴溫 95℃、沉積時間 1.0 hr 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的條件下，不同

日本 PTFE 濃度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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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界面活性劑(分散劑) FC-134，對美國杜邦(Du Pont)公司型號 3893

及日本公司(World Metal Co, LTD)型號 Compo-NP-FB，兩種粒徑均為 0.2 m

的 PTFE 懸浮液之影響。在固定溫度 95℃、時間 20 min，及不同 PTFE 濃度

與界面活性劑 FC-134 添加濃度的條件下，所完成之化鍍試片進行表面形貌

分析比較。其中，圖 4.34 至圖 4.36 為不同 Du Pont PTFE 濃度(2.5、5.0、7.5、

10 cc/L)與界面活性劑 FC-134 添加濃度(200、300、400 μmole/L)的條件下，

其鍍層表面形貌之分析比較，而圖 4.37 則是不同日本 PTFE 懸浮液濃度

(2.5、5.0、7.5、10 cc/L)與界面活性劑 FC-134添加濃度 300 μmole/L 的條件

下，其鍍層表面形貌之分析比較。 

在無添加 FC-134 的情況下，Du Pont PTFE 在鍍浴中容易結團成塊狀物

而沈澱，甚至是幾乎無法造成鍍層中 PTFE 順利的沉積。然而，由圖 4.34

至圖 4.36 中可發現，添加 FC-134就可以使 Du Pont PTFE 順利的沉積，並造

成不錯的 PTFE 分散性。不管何種的 FC-134 濃度下，隨著鍍浴 PTFE 濃度

的增加，鍍層的 PTFE 沉積數目隨之增加，而接觸角的數值也隨之變大，但

在鍍液 PTFE 濃度提高到 7.5 cc/L 時，接觸角也達到最大值，之後 PTFE 濃

度的提高反而造成接觸角的降低。上述的結果說明，鍍層 PTFE 的沉積數目

提升，確實可增大接觸角的數值，但當鍍層 PTFE 的數量太多，反而會造成

鍍層的表面粗糙度下降，因而降低接觸角的數值。此外，不管何種的 FC-134

濃度下，PTFE濃度7.5 cc/L時接觸角均達到最大值，但由圖4.34(c)至圖4.36(c)

可發現，FC-134 添加濃度 200 與 400 μmole/L 的情況下，鍍層表面 PTFE 的

數量多且均勻分布，而濃度 300 μmole/L 時 PTFE 的數量較少且分布不甚均

勻，但其仍可維持不錯的接觸角，這是因為在此條件下鍍層的表面粗糙度較

差所致，此可由圖 4.35(c)的鍍層表面形貌 SEM 影像看出。上述的分析結果

獲得以下結論，即鍍層的 PTFE 沉積數目增加，接觸角的數值也隨之變大，

但鍍層 PTFE 的數目到達一定數量後，PTFE 的增加反而會降低鍍層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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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度，致使接觸角也隨之下降，故鍍層表面維持一定數量之 PTFE 顆粒，

以及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度，即可使其產生最佳之超疏水與抗沾黏特

性。 

 

 
(a) PTFE 2.5 cc/L、接觸角 128.00° 

 
(b) PTFE5.0 cc/L、接觸角 148.87° 

 
(c) PTFE 7.5 cc/L、接觸角 152.89° 

 
(d) PTFE 10.0 cc/L、接觸角 135.76° 

圖 4.34 在浴溫 95℃、FC-134 濃度 200 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

不同濃度 Du Pont PTFE 懸浮液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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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TFE 2.5 cc/L、接觸角 119.89° 

 
(b) PTFE 5.0 cc/L、接觸角 118.76° 

 
(c) PTFE 7.5 cc/L、接觸角 143.25° 

 
(d) PTFE 10.0 cc/L、接觸角 136.60° 

圖 4.35 在浴溫 95℃、FC-134 濃度 300 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

不同濃度 Du Pont PTFE 懸浮液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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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TFE 2.5 cc/L、接觸角 48.47° 

 
(b) PTFE 5.0 cc/L、接觸角 49.04° 

 
(c) PTFE 7.5 cc/L、接觸角 144.29° 

 
(d) PTFE 10.0 cc/L、接觸角 128.84° 

圖 4.36 在浴溫 95℃、FC-134 濃度 400 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

不同濃度 Du Pont PTFE 懸浮液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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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添加 FC-134 的情況下，日本 Compo-NP-FB PTFE 懸浮液已可應用

於 Ni-P-PTFE 鍍層的鍍製，如圖 4.28 至圖 4.33所示。然而，Du Pont PTFE 卻

是在鍍浴中容易結團成塊狀物而沈澱，甚至是幾乎無法造成鍍層中 PTFE 順

利的沉積。這兩種 PTFE 懸浮液化鍍效果的重大差異，應該是日本 PTFE 懸

浮液供應商已經添加適合化鍍溶液的分散劑所致。然而，由圖 4.34 至圖 4.36

中可發現，添加 FC-134 就可以使 Du Pont PTFE 順利的沉積，並造成不錯的

PTFE 分散性，故日本 PTFE 懸浮液中也添加 FC-134進行測試，看可否進一

步提升其化鍍 Ni-P-PTFE 的性能。 

圖 4.37為固定溫度 95℃、時間 20 min，不同日本 PTFE 懸浮液濃度(2.5、

5.0、7.5、10 cc/L)與界面活性劑 FC-134 添加濃度 300 μmole/L 的條件下，其

鍍層表面形貌之分析比較。圖中顯示添加 FC-134 的日本 PTFE，在 2.5~7.5 

cc/L濃度下接觸角的表現並不理想，尤其是在 7.5 cc/L濃度下(接觸角 87.89
o
)

與圖 4.32 (c)的結果(接觸角 152.35
o
)比較，更可發現 FC-134 的添加反而會降

低接觸角的表現。若日本 PTFE 的濃度增加到 10 cc/L，則鍍層表面 PTFE 的

數量與分散性均大幅度地提升，故獲得 150.86
o的接觸角。此外，圖 4.32 (c)

與圖 4.37(d)的比較發現，添加 FC-134 的鍍層表面，其 PTFE 的顆粒分散性

有提升的現象。 

上述的實驗結果顯示，高濃度 10 cc/L 的日本 PTFE 添加 FC-134 才可提

升 PTFE 的數量與分散性，在 7.5 cc/L 濃度的 PTFE 條件下，不添加 FC-134

反而有較佳的化鍍效果，然其細部的 PTFE 分散性仍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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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TFE 2.5 cc/L、接觸角 50.46° 

 
(b) PTFE 5.0 cc/L、接觸角 61.26° 

 
(c) PTFE 7.5 cc/L、接觸角 87.89° 

 
(d) PTFE 10.0 cc/L、接觸角 150.86° 

圖 4.37 在浴溫 95℃、FC-134 濃度 300 mole/L、沉積時間 20 min 條件下，

不同濃度日本 PTFE 懸浮液對鍍層表面形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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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Ni-P-PTFE鍍層硬度測試 

文獻已指出化鍍 Ni-P 合金鍍層的硬度約 600 Hv，若進行 400℃以內的

熱處理，其硬度更可高達約 1000 Hv，但應該注意的是若熱處理溫度超過

400℃，則硬度將會迅速地降低。增加 PTFE 顆粒的 Ni-P 鍍層，因 PTFE 屬

於高分子材料，故 Ni-P-PTFE 鍍層的硬度將會降低至 200 Hv 左右，實際的

硬度則取決於 PTFE 的含量，與影響 Ni-P 基底硬度的實驗參數。 

表 4.1 表示日本 PTFE 在不同實驗條件下之鍍層硬度量測，其無添加界

面活性劑 FC-134，而改變 2.5、5.0、7.5、10.0、12.5 cc/L 的 PTFE 濃度，以

及浴溫 85℃與 95℃，進行 Ni-P-PTFE 鍍層的硬度量測。表中的沉積時間有

20 min 至 90 min，其影響鍍層的厚度但並不影響硬度的變化。將表 4.1 的部

份實驗結果整理成圖 4.38，由圖中可發現隨著 PTFE 濃度的增加，鍍層的硬

度減少，這是由於 PTFE 濃度越高，鍍層的 PTFE 數量愈高，則鍍層硬度愈

低。相同的 PTFE 濃度情況下，95℃的鍍浴溫度所獲得的鍍層硬度，高於 85℃

的鍍層硬度。在圖 4.32 可明顯發現接觸角隨著溫度的提高而變大，而 95℃

時接觸角達到 152.35°。然而，85℃、90℃、95℃三者鍍層間的 PTFE 數量

差異不大，故硬度隨溫度提高而變大的原因，應該是在鍍浴溫度提高下，鍍

層的沉積速率變大而緻密度提高，而使得 Ni-P基底的硬度提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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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日本 PTFE 在不同實驗條件下之鍍層硬度量測 

實驗 

參數 

PTFE 2.5cc/L 

(日本) 

FC-134=0 

Temp：85°C 

Time：30min 

PTFE 5.0cc/L 

(日本) 

FC-134=0 

Temp：85°C 

Time：60min 

PTFE 7.5cc/L 

(日本) 

FC-134=0 

Temp：85°C 

Time：60min 

PTFE 

10.0cc/L 

(日本) 

FC-134=0 

Temp：85°C 

Time：90min 

PTFE 

12.5cc/L 

(日本) 

FC-134=0 

Temp：85°C 

Time：90min 

平均

角度 
127.11 ° 128.80 ° 133.89 ° 113.33 ° 109.69° 

平均

硬度 
204.62 Hv 199.24 Hv 193.92 Hv 175.50 Hv 167.32 Hv 

實驗 

參數 

PTFE 7.5 

cc/L 

(日本) 

FC-134=0 

Temp：90°C 

Time：60min 

PTFE 7.5 cc/L 

(日本) 

FC-134=0 

Temp：95°C 

Time：60min 

PTFE 

10.0cc/L 

(日本) 

FC-134=0 

Temp：95°C 

Time：60min 

PTFE 

12.5cc/L 

(日本) 

FC-134=0 

Temp：95°C 

Time：60min 

 

平均

角度 
132.95 ° 146.29 ° 145.31 ° 133.59 °  

平均

硬度 
200.22 Hv 201.46 Hv 186.66 Hv 178.72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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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不同日本 PTFE 濃度與浴溫條件下，無添加界面活性劑 FC-134之鍍

層表面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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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比較日本 PTFE (10.0 cc/L)與 Du Pont PTFE (7.5 cc/L)在不同濃度

之添加界面活性劑 FC-134 (200、300、400 mole/L)與浴溫 95℃條件下，進

行 Ni-P-PTFE 鍍層的硬度量測。表中的沉積時間有 20 min 至 60 min，其影

響鍍層的厚度但並不影響硬度的變化。將表 4.2的實驗結果整理成圖 4.39，

由圖中可發現隨著 FC-134濃度的增加，鍍層的硬度減少，這是由於 FC-134

濃度越高，鍍層的 PTFE 數量愈高，則鍍層硬度愈低。日本 PTFE 的鍍層硬

度低於 Du Pont PTFE 鍍層的硬度，這可能是因為日本 PTFE 的濃度為 10.0 

cc/L，高於 Du Pont PTFE 的 7.5 cc/L 所致。 

 

 

表 4.2 日本 PTFE 與 Du Pont PTFE 在不同實驗條件下之鍍層硬度量測 

實驗 

參數 

PTFE 7.5 cc/L 

(杜邦) 

FC-134=200 

Temp：95°C 

Time：20min 

PTFE 7.5 cc/L 

(杜邦) 

FC-134=300 

Temp：95°C 

Time：20min 

PTFE 7.5 cc/L 

(杜邦) 

FC-134=400 

Temp：95°C 

Time：20min 

PTFE 10.0 

cc/L 

(日本) 

FC-134=300 

Temp：95°C 

Time：20min 

平均 

角度 
141.62 ° 140.01 °  142.12° 147.32 ° 

平均 

硬度 
182.10 Hv 173.54 Hv 174.60 Hv 167.32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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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日本 PTFE 與 Du Pont PTFE 在不同實驗條件下之鍍層表面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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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Ni-Co模仁表面的 Ni-P-PTFE處理 

前面幾節的化鍍實驗結果，均是使用低碳鋼材料作為測試試片，但是由

於微機電製程所製作的金屬微結構模仁，都是以電鑄(electroforming)程序完

成，而作為模仁的電鑄材料是以 Ni、Ni-Co為主，故有必要針對這些材料進

行 Ni-P-PTFE 化鍍處理，以作為模仁的抗沾黏層，增加熱印壓模或射出成形

之離形脫模效果。 

本實驗先使用黃光微影(lithography)製程，在矽晶圓氧化矽層表面定義

直徑 5 m的圓形陣列圖案，再以反應性離子蝕刻(reactive ion etching, RIE)

製程，去除無光阻覆蓋之氧化矽層開出蝕刻窗(etching windows)，接著以感

應耦合反應性離子蝕刻(IInndduuccttiivveellyy  ccoouupplleedd  ppllaassmmaa reactive ion etching, ICP- 

RIE)系統蝕刻出圓孔洞陣列，完成所需之矽母模。矽母模以濺鍍機沉積

200A/2000A 的 Cr/Cu 作為電鑄起始層，接著進行 300 m厚度的 Ni-Co 合金

金屬電鑄，最後以濕蝕刻的方式去除矽母模與電鑄起始層，即可完成 Ni-Co

模仁之製作。由於 Ni-Co材料比碳鋼具有耐化學腐蝕的特性，故活化處理的

步驟與條件必須比低碳鋼材料更嚴苛，才能達到確實活化的效果。本研究使

用體積百分比 10 %的稀硫酸，加熱至 50℃，將試片浸漬並以超音波震盪六

min，作為活化試片的前處理程序。接著，再使用濃度 7.5 cc/L 的日本 PTFE，

在無添加 FC-134、沉積時間 60 min、浴溫 95℃的條件下，於 Ni-Co模仁的

表面沉積 Ni-P-PTFE 鍍層。 

圖 4.40(a)為完成 Ni-Co電鑄之模仁照片，其表面呈現銀白光澤顏色，圖

4.40 (b) 則為 Ni-Co模仁微結構之 OM照片，圖 4.40 (c) 表示所量測之 Ni-Co

模仁接觸角，其約為 90.90°。完成 Ni-P-PTFE 化鍍 20 min 之 Ni-Co 模仁照

片，如圖 4.40(d)所示，其表面呈現深灰黑色，表示 Ni-P-PTFE 已順利鍍上

Ni-Co 模仁的表面。圖 4.40(e) 表示 Ni-P-PTFE/Ni-Co 模仁微結構之 OM 照

片，與圖 4.40 (b)比較後發現，完成 Ni-P-PTFE 化鍍之 Ni-Co 試片，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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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不少 PTFE 顆粒。圖 4.40 (f) 表示所量測之 Ni-P-PTFE/Ni-Co 模仁接

觸角，其約為 141.42°，呈現超疏水特性。 

 

 

 
(a) Ni-Co 模仁 

 
(d) Ni-P-PTFE/Ni-Co模仁 

 
(b) Ni-Co 模仁之微結構 

 
(e) Ni-P-PTFE/Ni-Co之微結構 

 
(c) Ni-Co 模仁之接觸角 

 
(f) Ni-P-PTFE/Ni-Co之接觸角 

 

圖 4.40 (a) Ni-Co 模仁照片；(b) Ni-Co 模仁微結構之 OM 照片；(c) Ni-Co 模

仁之接觸角；(d) Ni-P-PTFE/Ni-Co 模仁照片；(e) Ni-P-PTFE/Ni-Co

模仁微結構之 OM照片；(f) Ni-P-PTFE/Ni-Co模仁之接觸角 

 

 

141.42°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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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Ni-P-PTFE/Ni-Co 模仁實際進行熱印壓模製程，以評估此一模仁抗沾

黏之特性。熱印壓模製程的執行條件為加溫至 115 ℃、加壓至 250 Kgw、材

料為 PMMA，進行一次壓印脫模後之 Ni-P-PTFE/Ni-Co模仁的微結構 OM照

片，如圖 4.41(a)所示。與圖 4.40 (e)比較後發現，剛完成 Ni-P-PTFE 化鍍之

Ni-Co試片，其表面有不少的 PTFE 顆粒，但經過幾次的壓模與脫模實驗後，

Ni-P-PTFE/Ni-Co 模仁表面的 PTFE 顆粒有明顯的脫落現象，但經過接觸角

的量測結果顯示，其仍然可以維持在 137.89°，如圖 4.41(b)所示。此結果證

實 Ni-P-PTFE/Ni-Co 模仁的 PTFE 顆粒，雖然經過幾次反覆地壓模、脫模程

序，造成一些附著性不佳之 PTFE 顆粒脫落，但是仍有數量足夠的 PTFE 顆

粒，鑲嵌於 Ni-P 鍍層中，使其仍然保有極佳之接觸角，維持模仁脫模時之

抗沾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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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a) Ni-P-PTFE/Ni-Co模仁壓印後微結構之 OM 照片； 

(b) Ni-P-PTFE/Ni-Co 模仁壓印後的接觸角 

 
(a) Ni-P-PTFE/Ni-Co 模仁壓印後結果 

 
(b) Ni-P-PTFE/Ni-Co模仁壓印後的接觸角 

137.89° 



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98 

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結論 

模仁表面的 PTFE 薄膜，可作為模造成型之離型層使用，以避免壓印或

射出成型之高分子材料沾黏於模仁表面，特別是當進行微/奈米等級結構之

成型時，此抗沾黏層的使用變得更為重要。然而，以蒸鍍、旋鍍、噴塗、浸

漬等方式塗佈的 PTFE 薄膜，於模仁脫模離型過程中容易產生剝離脫落現

象，致使模仁的耐用性不佳，亟待提出解決之方案。本研究提出利用低成本

之化學鍍(chemical plating)製程，製備超舒水性、低摩擦係數之 Ni-P/PTFE

複合層，使其兼具鎳磷合金優異之硬度與耐磨耗性，以及 PTFE 膜之低摩擦

係數、超撥水性、高抗沾黏等特性。此外，由於 PTFE 顆粒均勻地鑲嵌於鎳

磷合金鍍層內部與表面，顆粒具有不易脫落的特性，亦可增加模仁的耐用

性。化學鍍實驗以台灣上村公司的 Ni-P 鍍浴為基礎，添加不同濃度之美國

Du Pont 與日本 World Metal 公司的 0.2 m PTFE 懸浮液，以及不同濃度之界

面活性劑 FC-134，以增加 PTFE 的分散均勻性，在鍍液 pH 值、操作溫度條

件的控制下，探討 Ni-P/PTFE 複合層之析鍍速率、複合層中 PTFE 之沉積量、

微硬度、接觸角等特性的影響。重要實驗結果歸納如下： 

1. 鍍浴的 pH 值必須精準控制在 4.80-4.92 範圍內，以維持鍍液的穩定性，

否則將會引響鍍液的安定性及產生自發性催化作用等，以及析出速度的

降低。 

2. 鍍浴溫度的提升，析鍍膜可獲得較佳接觸角度，但隨著浴溫的增加，析

鍍速率反而會減少，例如，在 85 ℃操作條件下鍍層的接觸角為 113.47 
o、

鍍率為 15.8 m/hr，95 ℃時接觸角為 146.29 
o、鍍率為 5.7 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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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析鍍時間與沉積厚度呈線性關係，時間愈長可得較厚之薄膜，但鍍液中

PTFE 含量會影響沉積速率，而 PTFE 含量超過 7.5 cc/L，沉積速率會受

到限制而減少。 

4. Du Pont 公司的 PTFE 懸浮液，其鍍層品質深受界面活性劑 FC-134 的影

響，其最佳條件為 95 ℃鍍液含 300 mole/L FC-134、PTFE 含量 7.5 ㏄

/L、化鍍 20 min，可得接觸角度 140.01°，鍍層厚度 6.5 m、平均硬度

173.54 Hv。使用日本 World Metal 公司的 PTFE 懸浮液，其鍍液可以不

使用 FC-134，在 95 ℃浴溫、PTFE 含量 7.5 ㏄/L、化鍍 20 min 的最佳條

件下，可得接觸角度 147.70°，鍍層厚度 5.5 m、平均硬度 160.80 Hv。 

5. 95 ℃浴溫下，添加界面活性劑 FC-134 皆可明顯增加兩種 PTFE 含量 7.5 

cc/L 複合層的析鍍速率(Du Pont 6.5 m/20 min、World Metal 5.5 m/20 

min)，而日本 World Metal 公司的 PTFE 懸浮液即使不使用 FC-134，其

析鍍速率(5.5 m/20 min)也較 Ni-P 鍍率(6.5 m/hr)提高。上述鍍率的改

變與文獻結果差異甚大，一般應是添加 FC-134 後鍍率會下降，此一結

果的正確性必須再深入地查證。 

6. 本研究已獲得超疏水性之 Ni-P-PTFE 複合層，接續應用析鍍於具有微結

構之 Ni-Co 模仁表面，並實際進行熱印壓模(Hot embossing)之測試，獲

得所製備之抗沾黏 Ni-P-PTFE 複合層，增加 Ni-Co 模仁的離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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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來展望 

本研究已探討化學鍍製備 Ni-P/PTFE 複合層之鍍液 pH 值、操作溫度、

沉積時間，PTFE 添加量、界面活性劑 FC-134 濃度等相互關係，並取得最佳

接觸角之化學鍍參數，同時將進一步實際析鍍於具有微結構之 Ni-Co 模仁表

面，並進行熱印壓模之測試。最後，針對實驗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結果，

以及未來此技術之應用面，提出幾點建議： 

1. 本研究僅初窺其門徑，應繼續蒐集研究相關文章，以利研究之改進。 

2. 接面活性劑 FC-134 在沉積過程中的角色，值得利用電化學動力分析進一

步探討，例如分析其對 PTFE 微粒界面電位(Zeta potential)之影響，或是

利用液相層析儀 /質譜儀(LC-MS)來分析化鍍過程中的產物，以了解

FC-134 是否有參與反應。當然，尋找比 FC-134 效用更佳之 PTFE 分散劑，

也是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之一。 

3. Ni-P-PTFE 複合層在低碳鋼基板上有極佳之沉積效果，但在 Ni-Co 鍍層或

黃銅片的表面沉積效果不佳，也許是活化步驟在不同基底材料應有不同

處理方式，或不同基材間有不同的表面電位所致，可以進一步地探究。 

4. 應該針對 Ni-P 合金的高硬度、耐磨耗及耐蝕性，以及 Ni-P-PTFE 複合層

的低摩擦係數、超撥水性、高抗沾黏等特性，建構這些材料在微機電系

統與元件的適用技術。 

5. Ni-P 合金與 Ni-P-PTFE 複合層具有催化特性，可作為燃料電池之電極使

用，但不同成份組成比例，或是結構之差異，應有不同之催化能力，值

得作為研究主題深入探討，或許這兩種材料有機會取代目前燃料電池電

極使用之鉑、釕、鈀等貴金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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