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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是酸雨的主要成份，影響人類及森林甚鉅，為了縮減這

些氣體，氮氧化物的偵測及監控是相當重要的。 
    釤鐵銅氧化物為一種電子（離子）導體，由於其本身可提供金屬性之架構，

而讓電子（離子）可藉由化學及電化學方式自由進出，提供了離子進出之管道與

快速之遷移率。 
    由固相反應法所得到的試樣 X 光的數據，將之與起始粉末的 X 光繞射圖做

一比較，發現有新的峰值產生，由 JCPDS 查得為 SmFeCuOx 型態固溶的化合物，

值得進一步深究。 
    實驗結果顯示，由共沈法及固態反應法所得到的產物再經燒結之後，有明顯

的層狀堆積情形。產物經 XPS 分析，本系統之 Cu 離子為 2 價，並無變價情形。

感測元件在空氣中的電阻，隨著溫度的上升而下降。感測元件在 350℃對 NO2
氣體有最佳的感測度。固相法製得之感測元件所需時間為 25 分鐘，共沈法製得

之感測元件在 20 分鐘。 
   本感測元件為一 p 型半導體，對 NOx 氣體的吸附有可逆現象。對於工業區空

氣污染的偵測有正面的助益；而若能將其製成薄膜，也許可以縮短應答時間及原

點回復時間，進而增加其實用價值。 
 
Abstract 
 

To obtain the methods for a gas sensor of nitrogen dioxide which are made by 
solid-state from the oxides of samarium, copper and iron and by chemical 
coprecipitation from the nitrates of samarium, copper and iron. This sensor can detect 
a nitrogen dioxide in the field of e. g. reducing or decomposing nitrogen dioxide to 
change its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obtained as follows: 
    In solid state method, one can obtain a better crystal structure from calcining  at 
900℃ for 48h and firing secondly at 1100℃ for 48h .In coprecipitation method, one 
can obtain a better crystal structure using the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of 500℃ for 
2h, and calcining at 900℃ for 48h . XPS analysis was used to know that the copper 
in this system is divalent.The resistance of this sensor in air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This sensor has a better sensitive characteristics at near to 350℃.This 
sensor is a p-type semiconductor, and absorb NO2 gas reversibly.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目的目的 
 
2.1 陶瓷在 NOx 感測器上的應用 
 
    Miiller 與 Bednorz 於 1986 年發現了陶瓷超導體，引起了研究高溫超導體的

旋風，至今未息。 
    一般認為銅氧層本身以及銅氧層間之偶合為超導機制之重要關鍵，因此一些

薄膜研究人員便希望利用薄膜技術來改變銅氧層之結構，以觀察其物理特性。例

如將薄膜作一層一層的成長而製作出含有四層銅與五層銅的薄膜。 
    雖然直到目前，此一超導現象還無法合理的解釋，但己有許多科學家在開發

它的用途，例如：能量儲存系統、IC 元件、醫療診測器、電力運輸等不一而足，

當然磁浮火車中的超導磁鐵亦是未來目標之一。但超導體陶瓷，因製程上及材質

本身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未實際產生任何工業效益，但其未來的發展卻是光明

的。 
 
    Taguchi-type 之 NOx 感測器的氣體偵測觀點，是基礎於半導體表面的化學吸

附或是催化活性。換言之，即半導體吸附劑及化學吸附氣體間的電子轉移會造成

電阻變化。 
    過去，被用來當作 NOx 的感測材料有很多，大致有：SnO2 和其他金屬氧化

物（如經 SnO2 修整的 In2O3、ZnO）(1,2)、V2O5 和其修整型(3)、ATiO3（A＝

Al、Nb、Ta、Sb、As、Ga、In、Sc、Mg、Y、Pb、Ca、Sr、Cd、Zn、La and Ba）
(4)、α-Fe(OOH)、γ-Fe(OOH)(5)和 phthalocyandne 等。 
 
2.2 研究動機 
 
    大氣中的氣體包括氧化性氣體（例如：O2、NO2）及還原性氣體（例如：

H2、HC、CO）。一些半導體形式的氧化物對大氣中的氣體在電氣方面具靈敏性，

例如 TiO2 和 SnO2 便是具有上述特性的半導體，並且已經應用到各種氣體感應

器中。這些物質的電氣性質對還原性氣體及氧化性氣體有相反的效應。因此，由



這些物質所構成的感應器無法被使用在同時包含還原及氧化性氣體的氣氛中（例

如從引擎所排出的的廢氣）。 
    上述所提及的引擎、鍋爐排出之燃燒廢氣，其中所含的氮氧化物，是造成大

氣污染的原因之一，有必要削減其排出量，基於環境的考量，監控和減少從燃燒

系統所產生的 NOx 的含量已經成為必行，於是如何開發提高精度測定排氣中之

氮氧化物濃度之感測器，迫不及待。如果有一種物質，其對 NOx 有選擇性及靈

敏性，則它便可做為工業環境中檢測廢氣的感應器。目前已有一些 NOx 的感應

器被發表出來，然而，一種物質要具有高靈敏性（ppm 級）及氣體選擇性是困難

的；故 NOx 感測器的研究與開發應加速進行，以期對空氣污染的防止有正面的

助益。 
    
2.3 期望目標 
 
（1）對氮氧化物及其他特定之氣體成份具有良好的感測度及選擇性。 
（2）具有良好的原點回復性。 
（3）良好的耐久性。 
  
三、實驗步驟 
 
感測器的製作流程如圖 1，感測氣體的實驗流程如圖 2。 
 
四、結果及討論 
 
4.1 X-光繞射分析 
 
    由固相反應法所得到的試樣之 X 光數據，將之與起始粉末的 X 光繞射圖做

一比較，可得圖 3。可以發現起始粉末的主要特性繞射峰多有消失或減小的趨

勢，而在燒成試樣中有新的峰值產生。 
    化學共沈法的優點，在於使各陽離子達到原子級的混合，比起固相反應法，

能更增加各陽離子的均勻分散。 
   由 JCPDS 查得為化合物（FeSmO3），初步的認定為此化合物的結構為

FeSmO3，而由相圖中可知 CuO 與 Fe2O3 亦形成尖晶石，將再進一步的探討原

子結構及微結構對感測行為的影響。 
    本實驗在壓片過程中混入聚合物 PVA 於煆燒物中，此聚合物是作為黏結

劑，有促進結晶粒子間黏和的效果。而煆燒及燒成時間均要求 24 小時以上，甚

至 60 小時。燒成氣氛則為一般之常壓空氣循環境中 
    最理想之合成方法為：前導物在 900℃中煆燒 24 小時，磨勻後壓片，在 1100
℃中經 48 小時以上之燒成，其燒成物呈均質化狀態。 



 
4.2 EPMA、SEM  分析 
    對照圖 4 及圖 5，試樣表面作掃瞄陽離子平均比例整理如表 1 及表 2，分別

為固態反應法及溶液析出法。 
    結果顯示：試樣中存在著結晶缺陷，而以固態反應法及 900℃經燒成製得之

產物，可得較佳之均質化燒成產物。另外，不同合成方法之燒成物經 EPMA 掃

瞄的結果偏差極大，推測可能是試樣含有大量的分相，EPMA 偵測到分相結構的

組成所致。 
 
4.3 NO2 氣體的偵測 
 
    圖 6 為感測元件在乾空氣中的電阻隨著環境溫度作變化的情況；本實驗為感

測元件在待測溫度持溫一小時候所記錄的數據，元件直徑 9.93mm，厚 1.25mm。

圖中顯示：在室溫下的電阻，約為 2.8×104Ω-cm，且隨著溫度的上升而大幅下降，

但溫度大於 350℃以後，電阻下降較為緩慢，約在 1.5×103Ω-cm 左右。但這個數

值並非是絕對的，因為它受諸多因素的影響，例如：感測元件的直徑、厚度、感

測電及的相對位置、距離、銀膠塗黏的技巧、污染等。 
    圖 7 為代表感測器在各溫度狀態下，曝露於 2000ppm 濃度中的電阻變化情

形。圖中顯示：在 350℃至 400℃之間，有一最大值。故在日後的實驗，將選擇

以 350℃，作為感測溫度。 
 (A) 固相反應法製得之感測元件    
  本實驗使用經燒成處理所得到的產物，作為感測的元件；以 350℃作為氣體感

測溫度，體積流率則定為 500 ml / min 。由實驗結果可知感測度隨著 NO2 氣體

濃度的增加而遞增。 
(B)使用化學共沈法 
     所製得之感測元件，進行各濃度 NO2 氣體的偵測。由化學共沈法所製得的

感測元件，其感測度可些許的提升，推測是因由化學共沈法所製得之感測元件，

具有較小之晶粒，固有較大的表面積所致：在高濃度中，感測度提升效果並不如

低濃度的顯著。 
 
4.4 應答時間與原點回復性 
 
    當感測元件曝露於 NO2 氣體中，其電阻隨著曝露時間而降低，當其完成 90
﹪的電阻值變化，並趨向於一穩定值，所需的時間，稱之為應答時間。在本系統

中，相同濃度下，當溫度愈高時，達到穩定所需的時間愈短，而當溫度在 350℃
時，電阻變化達 90%穩定值所需的時間在 25 分鐘。 
    當溫度愈高時，達到穩定值所需的時間愈短，當溫度在 350℃時，達到 90
﹪穩定值所需的時間在 25 分鐘以內。 



    當由 NO2 氣體回復成空氣時，感測元件具回復性，但其電阻值回復較慢；

即電阻值回復速度比原先感測變化的速度較為慢。而在經長時間的曝露後，電阻

回復的速度愈來愈慢，且最後的電阻值，仍低於最初未感測之電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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