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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了了將天然孔洞洞性碳材運用於電雙層電容中的製備，以取代石墨烯
及CNT的使用。首先，為測定電雙層電容的效能，利利用Arduino晶片開發了了能記錄錄電容充放
電曲線的儀器，並將其運用於定性探討上。此外，天然孔洞洞性碳材所製作的電雙層電容效
能並不不佳，所以本研究提出利利用小蘇打等在高溫下會分解產生CO2的特性，試圖將天然孔
洞洞性碳材的微孔擴張成中孔，以增加其效能，並建立立一套標準程序來來達成這項目標。我們
利利用自製Arduino RC電路路儀發現將甘蔗渣浸泡在0.2M小蘇打溶液後，進行行煅燒所得的孔洞洞
性碳材，製成的電容效能比甘蔗渣製成電容效能佳。此測量量與循環伏安法的測量量結果相符。
最後我們以孔徑分析儀的分析結果解釋電容提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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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電雙層電容器近年年來來成為備受研究的目標，並被視為可能取代二次電池的電子元件。但
現今的電雙層電容器多使用石墨烯、奈奈米碳管等不不易易取得的材料料。其中一樣取代材料料是植物
煅燒後形成的天然孔洞洞行行碳材，但這種碳材的效能沒辦法和石墨烯及奈奈米碳管所製的電容效
能匹敵。所以我們進行行以下研究，想建立立方法為天然素材進行行改良良，使之成為可用的電容素
材。此外，有鑑於現今測量量電雙層電容電容值的儀器並不不普及，希望能自製平價的電容計為
我們的電容進行行測量量。

貳、︑研究⽬目的
當今的超級電容大多使用製程繁複又需高能量量且具毒性的奈奈米材料料作為原料料，其製程包
括並不不符合綠綠色化學的規範。我們希望能使用榨完甘蔗汁後的廢料料——甘蔗渣煅燒成的生物
碳做取代，但甘蔗渣的比表面積不不高，製成的電容效能不不高。以下研究希望能建立立一個在不不
使用特殊器材下，即能製作高比表面積生物碳的流流程，使超級電容的製作能符合綠綠色化學的
簡潔、節能、低毒、再生等原則。此外，我們也設計了了一台電容計為我們的電容進行行測量量，
能不不動輒高價位儀器就能即時監測電容效能。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1. 藥品及素材
名稱

化學式或學名

名稱

化學式或學名

小蘇打

NaHCO3

工業酒精（95%）

C2H5OH

無水乙醇（99.5%）

C2H5OH

過氯酸鋰

LiClO4

碳酸丙烯酯（PC）

CH3C2H3O2CO

甘蔗渣

竹葉葉、竹枝

稻殼粉

2. 設備及器材
秤量量紙

燒杯

烘箱

陶瓷過濾濾漏漏斗

坩鍋

紙黏土

研缽及杵

高溫爐爐

電子天平

超音波震盪器

纖維素膜 TF-40

不不鏽鋼片 Steel-304

剪刀

絕緣膠帶

水流流抽氣幫浦

抽氣過濾濾瓶

3cmx3cm 方形餅乾模 鑷子
型

濾濾紙

0號夾鏈袋

玻璃板

長尾夾

離離心機

100µL吸管

3. 自製ArduinoRC電路路記錄錄儀相關器材
名稱

型號

名稱

型號

Arduino 板

UNO

DC/DC 降降壓器

LM-2596S

PNP 電晶體

A1015

麵包板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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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型號

名稱

彩虹杜邦線

公母/母母

排針

螺螺絲起子

十字#0號/一字2.4mm 色碼電阻

焊槍/焊錫

三用電錶

型號
75Ω/1kΩ

數數位類類比訊號轉換器 PCF-8591 YL-40

肆、︑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與電雙層電容之原理理分析
(一)電容的結構
1. 電容（Capacitor）是一種將電荷儲存在兩兩片電極版的
一種電子元件。它利利用兩兩電極板間的電廠儲存能量量，如
圖4-1。
2. 電容的測量量單位為電容值（Capacitance），定義為電
容儲存的電量量除以電容兩兩端的電位差，即

能經換算得到

。
圖4-1：電容的示意圖（擷取自https://

3. 對電壓依賴性電容器來來說說說，在充電或放
電時，電容值定義為。電雙層電容

。又

en.wikipedia.org/wiki/Capacitor）

即用此定義。

4. 電容串串連連時，

，所

以串串連連時電容值變小。電容並連連時，
，所以並連連時電容值
變大。
(二)電雙層電容與一般電解電容的差異異
1. 電雙層電容是一種介於電容與電池
間的電子元件。它的電容值相較於
一般電容能高上五個數數量量級。一般
的電解電容約為幾十微法拉拉，而電
雙層電容則能到幾法拉拉。
2. 就電雙層的電容而言，其能量量密
度度高於電容器，而功率率率密度度高於

表4-1：電容、電雙層電容及二次電池的比較（擷

二次鋰電池。也就是說說說，電雙層

取自新新季刊第四十二卷第一期第36頁）

電容同時擁有電容瞬間爆發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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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以及二次鋰電池的持久儲電性。
電容、電雙層電容及二次電池的比較
如同表4-1。
(三)電雙層電容的模型
1. 當電極板帶電時，電解液裡裡的離離子會
在電極板表面形成一層薄層的表面電
荷。我們稱這層表面電荷為電雙
層。而電極板和表面的相反電荷
形成一個類類似電容的分佈。因此，

圖4-2：電雙層電容的等效電路路（擷取自https://
en.wikipedia.org/wiki/Supercapacitor）

我們能將電容模擬成圖4-2的等效
電路路。電雙層的產生就像產生的兩兩個
極薄的電容，而由上方所提到的

，產生兩兩個極薄的電容就像是把d縮到很小，故電容值會上升。
(四)孔洞洞性碳材對電容值的影響
1. 電雙層電容有許多的製作材料料，包含石墨烯、奈奈米碳管、活性碳及孔洞洞性碳材。
本研究主要注重的部分在於孔洞洞性碳材，因為許多天然素材經煅燒後即可得孔
洞洞性碳材。
2. 根據IUPAC的定義，孔洞洞性碳材的孔洞洞分
成了了三類類：微孔(0.2nm ~ 2nm)、中孔(2nm ~
50nm)和巨孔(50nm ~ 1µm)。
3. Huang, Sumpter & Meunier (2008)分別對微孔、
中孔和巨孔提出了了其增加電容值的原因。
巨孔基本上就是利利用增加電極板面積增
加電容。中孔洞洞和微孔洞洞的情形則是電

圖4-3：Huang, Sumpter & Meunier (2008)

解液的離離子會在孔洞洞的表面形成電雙層，

提出的 a)中孔模型和 b)微孔模型（擷取

有點像每一個孔洞洞都形成一個小電容，

自 http://dx.doi.org/10.1002/

如圖4-3。電極板上的碳塗層就像是並聯聯

chem.200800639）

了了許多電容，使電容值增加。中孔和微

孔所貢獻的比電容值分別為

和

。但在不不同

電解液下，礙於離離子大小的阻礙，微孔不不一定能增加電容大小，見見討論論七。
4. Gryglewicz, Machnikowski, Lorenc-Grabowska, Lota & Frackowiak (2005)提出要達到
具電解質溶液的電容的最佳效能，中孔洞洞以及微孔洞洞面積比例例須達到1:4到1:1之
間。而Huang, Sumpter & Meunier (2008)也提到由於微孔能提升電容的能量量密度度，
中孔提升電容的功率率率密度度，所以必須同時存在中孔及微孔電容效能才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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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雙層電容製作流流程
(一)前言
1. 本製作過程是參參考王敏齊、江翊瑄 (2015)的科展，經當事人同意後，進行行部分
改良良所得的流流程。
(二)簡易易流流程圖

(三)製作詳細步驟
1. 鍛燒天然前驅物
(1) 將欲煅燒的材料料放入110°˚C的烘箱6小時，將內部的
水分排除及菌類類消滅。
(2) 將材料料剪成小碎塊。
(3) 取2.5g的材料料放入小型坩鍋中，蓋上蓋子後，將整
個坩鍋用紙黏土完整包覆，成蕈菇狀狀，並用少量量
圖4-4：包裹後的小坩鍋

水修飾包裹層，如圖4-4。
(4) 將包好的小坩鍋放入110°˚C的烘箱半小時，使紙黏
土成半硬化狀狀態。
(5) 將小坩鍋放入大坩鍋後，將先前煅燒留留下的黑色
稻殼粉碳渣裝到大坩鍋內，直到碳粉淹沒小坩鍋，
再以未使用過的稻殼粉將內物覆蓋，如圖4-5。
(6) 將大坩鍋蓋子和坩鍋的交界處用紙黏土密封。
(7) 將大坩鍋放入高溫爐爐，並設定溫度度使之在1.5小時

內由常溫升溫至750℃，接著保持750℃ 三小時， 圖4-5：填充後的大坩鍋
最後再使其自然降降溫至常溫。
(8) 煅燒完畢，打開大小坩鍋，小心取出碳材。
(9) 將碳材磨成粉，以進行行電容的製作。
2. 電容的組裝過程
(1) 由煅燒的樣品秤取兩兩份0.0200g的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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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秤好的碳材分散於約3mL的無水乙醇。
(3) 將約5cmx5cm大小的纖維素膜用無水乙醇噴濕置於
接於減壓過濾濾裝置的陶瓷漏漏斗上，並於纖維素膜
上方壓上 3cmx3cm的方形餅乾模，作為過濾濾及塑型
裝置，如圖4-6及4-7。
(4) 將碳－乙醇分散液倒到餅乾模中，並進行行減壓過
濾濾。
(5) 取下餅乾模，纖維素膜上即有一3cmx3cm的方

圖4-6：減壓過濾濾裝置－抽
氣過濾濾瓶（俯視）

形碳塊。
(6) 剪裁兩兩塊P字型的不不鏽鋼板，並於反面貼上絕
緣膠帶，詳細規格見見圖4-8。
(7) 將P字不不鏽鋼板的正面貼緊隔離離膜上的
碳材，以纖維素膜的邊緣包覆不不鏽鋼
板， 即為電極板。
(8) 以另一份材料料製作另一片電極板。
(9) 將兩兩片電極板的正面互相對準貼合後，
用濾濾紙條包起來來，置於剪掉上端的0號
夾鏈袋中。

圖4-7：減壓過濾濾裝置

(10) 將電極板組用兩兩片玻璃板夾起來來並用長尾夾固定，並於夾鏈袋中加入事先
配置好的0.1M LiClO4/碳酸丙烯酯溶液作為電解液，如圖4-9。

圖4-9：電容成品
圖4-10：電容+Arduino

圖4-8：P字型不不鏽鋼板規格

(11)製作完的電容即可接上自製的Arduino RC電路路記錄錄儀進行行測定，如圖4-10。
(四)改變孔洞洞性碳材之孔洞洞大小之探討
1. 前言
(1) 植物經煅燒後，就會形成孔洞洞性碳材。廖聖茹、廖世傑、洪松慰、林林俐秀、
徐文泰 (2001) 提出當蛋白質摺疊時，內部會形成一些適合用來來當作奈奈米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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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的奈奈米級孔隙。而蛋白質的大小大約為2nm，故可以推測，蛋白質上的
孔洞洞應屬微孔。
(2) 而其他孔洞洞，如原生質絲或維管束，則分別屬中孔與巨孔。故選擇天然素材
必須選擇莖類類做煅燒，才會有夠多的中孔。
(3) 參參考王敏齊、江翊瑄 (2015)的科展結果，在天然前驅物採用甘蔗渣、竹枝、
竹葉葉、咖啡渣為主要煅燒對象。他們的研究指出，由於甘蔗渣的孔洞洞數數多，
是優良良的天然孔洞洞性碳材，而從他們的研究結論論來來看，相較於其他材料料，電
容效能確實是較佳的。
(4) 當然，即使選了了莖類類做煅燒，微孔的面積仍遠大於中孔洞洞。因此，我們希望
藉由某種方式來來提升中孔數數目。
2. 實驗設計—活化法
(1) 利利用受熱會分解產生氣體的化合物，我們希望能藉由這些化合物分解時所瞬
間產生的氣體形成一中類類似爆炸的效應把孔洞洞炸的大一點。
(2) 由於要將這些化合物均勻分散到前驅物的孔洞洞中，我們將這些化合物調配成
水溶液，在將水溶液蒸乾，使化合物析出在前驅物上。為了了簡潔，之後會將
此水溶液稱作『活化溶液』。
(3) 但經實驗發現，我們的實驗還有其他副反應參參與，影響結果。詳情請見見討論論
五.（二）及五.（三）。
(五)方法一：用『活化溶液』處理理前驅物（甘蔗渣）。
1. 簡易易流流程圖（紅色為新增步驟）

2. 在將天然前驅物剪成碎片後，而放入高溫爐爐前，即步驟1.(2)和1.(3)間，加上以
下步驟，以將『活化溶液』的溶質分散至孔洞洞中：
(1) 將2.5g天然前驅物以75mL『活化溶液』浸泡30分鐘
後，將前驅物夾出。
(2) 將前驅物放入105℃的烘箱烘30分鐘以排除水份。
3. 在取出碳材和磨碎間，即步驟1.(8)和1.(9)間，加上以
下步驟，以將『活化溶液』溶質反應後的副產物洗出：
(1) 將碳材用刮勺輕輕敲成小碎片，並將其放置於有
RO水的離離心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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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洗出『活化溶液』
溶質反應後的副產物

(2) 將碳－RO水分散液以300rpm離離心30分鐘，用以將碳材中的殘餘的其他離離子
洗出。
(3) 將一張秤量量紙經適當剪裁後，折成平底方形承裝袋。
(4) 將方形承裝袋置於接於減壓過濾濾裝置的陶瓷漏漏斗上，並將離離心後的碳－RO
水分散液離離心後的倒入。離離心管底部殘留留的碳再加入少量量的RO水，用超音
波振盪器震10分鐘，再放在方形承裝袋中過濾濾，如上頁圖4-11。
(5) 使用RO水洗滌過濾濾出的碳兩兩到三次。
(6) 將承裝碳的方形承裝袋置於110°˚C的烘箱1小時。
(六六)方法二：先進行行碳化，再用『活化溶液』處理理。
1. 簡易易流流程圖（紫色為新增步驟）

2. 在碳材磨碎後，即步驟1.(8)後，加上以下步驟，以將『活化溶液』的溶質分散
至孔洞洞中，並於高溫分解後將『活化溶液』溶質反應後的副產物洗出：
(1) 配置1.0M的『活化溶液』。
(2) 將所得碳材以1g:5mL『活化溶液』的比例例，置於離離心管浸泡30分鐘。
(3) 將一張秤量量紙經適當剪裁後，折成平底方形承裝袋。
(4) 將方形承裝袋置於接於抽氣過濾濾瓶的陶瓷漏漏斗上，並將碳材－『活化溶液』
倒入，進行行重力力過濾濾，使碳還能有點溼潤。
(5) 活化步驟：將碳材放入高溫爐爐，並設定溫度度使之在10分鐘內由常溫升溫至105
℃，接著保持105℃ 20分鐘，接著在10分鐘內由常溫升溫至200℃後，保持200
℃ 20分鐘，最後再使其自然降降溫至常溫。
(6) 將碳材用刮勺由方形承裝袋取下，並將其放置於有RO水的離離心管中。
(7) 將碳－RO水分散液以300rpm離離心30分鐘，用以將碳材中的殘餘的其他離離子
洗出。
(8) 在把另一張秤量量紙經適當剪裁後，折成平底方形承裝袋。
(9) 將方形承裝袋置於接於減壓過濾濾裝置的陶瓷漏漏斗上，並將離離心後的碳－RO
水分散液離離心後的倒入。離離心管底部殘留留的碳再加入少量量的RO水，用超音
波振盪器震10min，再放在方形承裝袋中過濾濾。
(10)使用RO水洗滌過濾濾出的碳兩兩到三次。
(11)將承裝碳的方形承裝袋置於110°˚C的烘箱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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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化法的不不同變因
1. 利利用小蘇打作為『活化溶液』處理理前驅物及處理理碳材對電容的差異異性比較
2. 利利用不不同濃度度小蘇打溶液作為『活化溶液』對電容的差異異性比較
三. 電容測量量儀器原理理及測定方法
(一)自製Arduino RC電路路記錄錄儀
1. RC電路路的原理理
(1) 在測量量電容值時，有一個方法是利利用RC電路路進行行測定。所謂RC電路路就是將
電源（充電時）、電阻(Resistor)和電容(Capacitor)串串聯聯在一起，為電容進行行充
電或放電的電路路，如圖4-12。
(2) 由克希荷夫電壓定律律可得知，Vin-VRVC=0。所以可以進行行以下推導：

圖4-12：RC充電電路路（擷取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RC_circuit）

2. 自製RC電路路記錄錄儀結構
及原理理
(1) 如圖4-13至4-15，本儀
器設計概念念是利利用
Arduino進行行RC電路路的
充放電調控及VC的測
定，並利利用PNP電晶
體輔佐充放電的切切
換。

圖4-14：自製RC電路路記錄錄儀裝置圖

圖4-13：自製RC電路路記錄錄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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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自製RC電路路記錄錄儀電路路圖

(2) 利利用Arduino本身的函式庫加上C++程式碼，我們將Arduino組合成一台能夠為
電容充放電的電源供應器及電容的伏特計，程式參參見見附錄錄一。我們主要做的
就是先將Arduino的5V供電插座接到一台變壓器，將電壓降降到1.5V，以便便為
電容充電。此外，將PNP三極體的Base Pin接到Arduino的數數位針腳上（本裝
置用12號pin）。另外，將PNP三極體的Collect Pin接到變壓器的1.5V腳，並再
接到Arduino的AREF作為最高參參考電壓。然後PNP三極體的Emit Pin串串聯聯上一
顆75Ω的電阻及自製電容，同時再接到Arduino的另一根數數位針腳上（本裝
置用11號pin）。把電容串串聯聯電阻的高電位端接到Arduino 類類比針腳作電壓偵
測，把另一端接地。
(3) Arduino的數數位針腳能藉由程式碼的控制切切換成兩兩種主要的模式：a) INPUT，
即將針腳設為偵測模式，性質是它等價於串串連連接上一顆10MΩ的電阻。b)
OUTPUT：即將針腳設為電位模式。這種模式又能分成兩兩種狀狀態：HIGH - 5V
的高電位及LOW - 0V的低電位。
(4) PNP 三極體的使用基本上就是將它視為一個開關，在Base Pin 處於高電位時，
Collect Pin 和 Emit Pin 呈斷路路，Base Pin 處於低電位時，Collect Pin 和 Emit Pin
呈通路路。充電時，將PNP三極體開關開啟，放電時，將PNP三極體開關關
閉，形成充放電切切換裝置。
(5) 另外，為了了讓放電時電容兩兩端能形成迴路路，我們將串串鏈75Ω電阻的那端電容
接到Arduino數數位針腳。充電時，設定成 INPUT模式，等效於斷路路，放電
時，設定成 OUTPUT
模式，設定電位為
LOW，等效於電容兩兩
端接地。
(6) 實際上，我們能將上
方解釋簡化成圖4-16的
兩兩個電路路。藉此，我
們就得以測定電雙層
電容充放電時，電位

圖4-16： （左）充電等效電路路

與時間的關係。
(7) 一般電容充電時，將充飽的狀狀態定

（右）放電等效電路路

義為充電時間5τ後（τ為一時間
單位，其值為電路路電容值乘電阻值），即電容充到99.6%時。放電亦同，所
以我們將電容充到99.5%時，將PNP三極體開關關上，切切換成放電電路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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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環伏安法
1. 簡易易介紹
(1) 一般電雙層電容的電容值是藉由循環伏安法(Cyclic Voltammetry, CV)測定。
(2) 基本原理理：測定時，會控制電容兩兩端的電壓隨時
間線性上升，直到達到上限電壓，接下來來電壓就
會隨時間線性下降降，直到達到下限電壓，這樣不不
斷循環。而測定的值則是通過電容的電流流，如圖
4-17
(3) 而將電流流與電壓作圖時，即得圖4-18。I-V圖所圍
成的面積 ÷ 掃描速率率率(掃速 dV/dt) ÷ 掃描電壓範
圍等於電容值。如右方推導：

圖4-17（左）：CV法的測量量方式 實線：輸入電壓對時間 虛線：輸入電流流對時間
圖4-18（右）：理理想電容用CV法測出來來的電流流－電壓預期圖
（擷取自https://www.gamry.com/application-notes/battery-research/testing-electrochemicalcapacitors-cyclic-voltammetry-leakage-current/）
(4) 即同樣掃速之下，測定不不同的電容，I-V圖中，曲線圍起來來的面積越大，電
容值越大。
(5) CV儀器有三個電極：Working
Electrode, Counter Electrode 和
Reference Electrode。本實驗中使用
二極法，即將Counter Electrode 跟
Reference Electrode 接到電容的同一
個電極板上。而Working Electrode 接
到另一個電極板上。
(6) 測定時，會先對電容進行行活化，即
將電容利利用100mV/s的掃速掃二十次，
如圖4-19，讓電容可能產生的氧還反
應造成的影響去除。本實驗測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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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自製電容活化的I-V圖

高掃速的測量量使用50mV/s，低掃速的測量量使用5mV/s。
(7) 此外，理理論論上的電容的曲線圍起來來是矩形，但實際上因為電容有等校串串聯聯電
阻（ESR），所以矩形的角會成圓滑滑狀狀。越不不像矩形，ESR 就越大。
2. 自製Arduino RC電路路記錄錄儀與傳統CV循環伏安法測定電容的差異異
(1) 本測定方法是為了了模擬正常使用電雙層電容時的充放電情形而設計的測定方
式，但實際上，使用的原理理與循環伏安法測電容的方式是類類似的。兩兩者本質

上都是利利用上方推導的公式去測定電容值（即

）。

唯一的差異異是循環伏安法把將掃速固定，
藉由測定電流流和電壓來來計算出電容值。
(2) 本測定方式藉由外接電阻來來將電容的等
價串串聯聯電阻的影響降降低，但相對上，測
資時間就會受外接電阻影響（時間與RC
乘積有關）。
(三)BET 孔徑分析儀
1. 藉由孔徑分析儀能確認是否我們建構的孔
洞洞造成的影響的推測是否正確。孔徑分析
儀的原理理是看碳材對氮氣的吸附率率率如何。
如圖4-20，橫軸是加入的氮氣壓力力對設定
最大壓力力（本實驗設定為1 atm）的相對
值，藉由實際壓力力值和設定壓力力值的差

圖4-20：孔洞洞性碳材氮氣吸收

計算氮氣吸附率率率。

BET Scan（擷取自 王敏齊、江

2. 作圖時，上面的是吸附曲線，下面的是
脫附曲線。

翊瑄 (2015)。電雙層電容器電
極碳材性質之探討。中華民國

3. 不不同的孔洞洞對氮氣的吸附有不不同的貢獻：

第 55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微孔的吸收主要在相對低壓，即0~0.3時。
中孔主要在0.5上下。巨孔的吸收主要在相對高壓，即0.8~1.0時。

伍、︑研究結果
一. 利利用小蘇打作為『活化溶液』處理理前驅物及處理理碳材對電容的差異異性比較
(一)使用之電容：
1. 編號B013（藍藍）：使用甘蔗渣為前驅物，未使用『活化溶液』處理理
2. 編號B014（紅）：使用甘蔗渣為前驅物，使用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煅燒的碳
3. 編號B015（黃）：使用甘蔗渣為前驅物，使用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甘蔗渣
(二)其他控制變因
1. RC電路路串串接100Ω的電阻
2. 以1.5V的電壓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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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電曲線

圖5-1-1：處理理程序不不同的電容充電電位
差－時間的比較

圖5-1-2：處理理程序不不同的電容充電電位
差－時間的比較（局部放大）

圖5-1-3：處理理程序不不同的電容充電電容
值－電位差的比較

圖5-1-4：處理理程序不不同的電容充電電容
值（取對數數）－電位差的比較

(四)放電曲線

圖5-1-5：處理理程序不不同的電容放電電位
差－時間的比較

圖5-1-6：處理理程序不不同的電容放電電位
差（取對數數）－時間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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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8：處理理程序不不同的電容放電電容
值（取對數數）－時間的比較

圖5-1-7：處理理程序不不同的電容放電電容
值－電位差的比較
(五)小結

1. 綜合電容值、續航力力等因素，使用小蘇打溶液先處理理前驅物得到的電容效能高
於未處理理的電容，而先燒成碳材在使用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的電容效能低於未處理理
的電容。詳情請見見討論論三.。
2. 為確定電容效能提升是否受濃度度影響，設計的下一個實驗，將處理理前驅物的小
蘇打溶液使用不不同濃度度做測試。
二. 利利用不不同濃度度小蘇打溶液作為『活化溶液』對電容的差異異性比較
(一)使用之電容
1. 編號D003（藍藍）：使用甘蔗渣為前驅物，未使用『活化溶液』處理理
2. 編號D005（綠綠）：使用甘蔗渣為前驅物，使用0.2M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甘蔗渣
3. 編號D004（黃）：使用甘蔗渣為前驅物，使用0.5M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甘蔗渣
4. 編號D006（橘）：使用甘蔗渣為前驅物，使用0.8M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甘蔗渣
(二)利利用Arduino RC電路路記錄錄儀紀錄錄
1. 控制條件：
(1) 使用1.5V 充電
(2) 使用75Ω電阻
2. 充電曲線

圖5-2-1：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充電
電位差－時間的比較

圖5-2-2：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充電
電位差－時間的比較（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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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3：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充電
電容值－電位差的比較

圖5-2-4：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充電
電容值（取對數數）－電位差的比較

圖5-2-5：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放電
電位差－時間的比較

圖5-2-6：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放電
電位差（取對數數後局部放大）－時間的
比較

3. 放電曲線

圖5-2-7：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放電
電容值－電位差的比較

圖5-2-8：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放電
電容值（取對數數）－電位差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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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循環伏安法測量量
1. I-V圖

圖5-2-9：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CV
高掃速測定

圖5-2-10：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CV
高掃速測定（局部放大）

圖5-2-11：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CV
低掃速測定

圖5-2-12：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CV
低掃速測定（局部放大）

2. 電容值計算
高掃速

低掃速

電容值大小順序

未處理理

13.94 mF

33.71 mF

3

0.2M

117.36 mF

437.62 mF

1

0.5M

6.05 mF

14.18 mF

4

0.8M

17.66 mF

38.77 m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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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徑分析儀測量量
微孔表面
積

中巨孔表
面積

中巨孔和
微孔表面
積比

平均孔徑

未處理理

327.3 m3/g 27.8 m3/g

0.085

2.05 nm

0.2M

401.4 m3/g 211.9 m3/g

0.528

2.59 nm

0.5M

98.7 m3/g

14.8 m3/g

0.150

2.28 nm

0.8M

180.4 m3/g 31.6 m3/g

0.175

2.27 nm

表5-2 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孔徑分析儀計算資料料
1. 由左圖能看出0.2M小蘇打處理理的材料料在相對壓力力0.5時，
吸附體積突然上升，表示此碳材具較多量量的中孔。
2. 由左圖能看出0.8M小蘇打處理理的材料料在相對壓力力0.5時，
吸附體積有些微上升，表示此碳材具有中孔。而相對壓
力力0.95時，吸附體積有明顯上升，表示此碳材具有較多巨
孔。
3. 所有經處理理的碳材中巨孔比皆有上升，平均孔徑也加大，
圖5-2-13：不不同濃度度活化溶液的電容
孔徑分析儀氮氣吸附率率率分析圖

但僅0.2M小蘇打處理理的材料料表面積增大，其他皆減少。

陸、︑討論
一. 討論論控制變因的挑選
(一)選用1.5V的電壓進行行充電有以下原因：
1. 若若使用更更高的電壓對電容充電，電容本身會進行行氧化還原的反應，包含：
(1) 處理理過程中所夾雜的水產生電解，此現象能由電容的電極板不不斷冒泡推斷，
如圖6-1。
(2) 電極板是用不不鏽鋼片Steel-304裁剪成，但放置於
3V以上的電壓下，仍會生鏽，如圖6-2。
(二)電阻大小挑選
1. 電阻大小會影響充電的時間。在綜合時間、精細度度及
Arduino電流流最大限制後，選用75Ω或100Ω為適合的外

圖6-1：電容冒泡

加電阻。
二. 討論論電容性能優劣劣的基本判別
(一)電雙層電容就性質上而言，將它拿來來跟電容及二次電池相比，
由於原理理上都是利利用兩兩片電極板儲存電荷，所以是比較接近
電容的。所以要增強的部分是要產品的能量量密度度，也就是
讓它比較像二次電池。其瞬間爆發功率率率仍是蠻高的。
(二)電容所儲存的能量量W=∫∫C(V’＇)dV’＇dV，由下式能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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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電極板生鏽

(三)由此可知，電容值越大，電容能儲存的能量量越多。所以從放電時的電容值大小即可
判別出電容的好壞。
(四)有時候，在不不同電壓下有些電容的電容值大小會相反，所以必須由放電的V-t圖來來
輔佐判斷。電池的特性是能量量密度度高而功率率率密度度低，換句句話說說說就是續航力力高。利利用
V-t圖即用電容的放電時間能判別電容的續航力力。續航力力越高，效能就越好。
三. 利利用小蘇打作為『活化溶液』處理理前驅物及處理理碳材對電容的差異異性比較
(一)明顯的，使用『活化溶液』處理理甘蔗渣的程序，會提升電容效能，而使用『活化溶
液』處理理煅燒過碳的程序會降降低電容效能。推測是因為使用『活化溶液』處理理煅燒
過碳時，因為碳化過的甘蔗渣脆度度提升，失去了了原有纖維的彈性，所以在小蘇打分
解產生二氧化碳『爆炸』時，碳化的甘蔗渣產生碎裂裂的情況，而不不是原本所期望的
將微孔撐大成中孔。
(二)利利用『活化溶液』處理理甘蔗渣時，將甘蔗渣從高溫爐爐取出後，
發現甘蔗渣的量量明顯減少，如圖6-3。推測是產生的二氧化碳
和內部的碳反應形成一氧化碳，使碳的量量減少。由此也能提
出一項問題：究竟孔洞洞變大主要是因為被小蘇打爆裂裂所
撐大的，還是二氧化碳與碳反應時，使孔洞洞變大？

圖6-3：煅燒後碳量量減少

(三)在測量量放電的V-t圖時，曲線出現了了許多不不規則的凸起，
如圖6-4。這是因為Arduino偵測幾個特定範圍的電壓值
會有誤差。
(四)電容值對電壓作圖時，由於Arduino本身的時間計數數器
不不慎穩定，所以將電壓對時間微分時，會產生不不規則
震盪，如圖6-5。

圖6-4：儀器偵測問題

四. 討論論不不同濃度度小蘇打溶液作為『活化溶液』對電容的差異異
性比較
(一)使用不不同濃度度的小蘇打溶液作為『活化溶液』處理理甘
蔗渣並不不會隨使用的量量提升而使電容效能提高。推測
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1. 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的反應其實是一個平衡（2CO

圖6-5：測定不不規則震盪

⇌CO2+C），並稱之為所謂的Boudouard reaction。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的比例例分
部如下頁圖6-6中虛線的曲線。當坩鍋內的溫度度達到750°˚C(1023K)時，大部份的
二氧化碳都會轉換成一氧化碳。而這樣的反應會將一大部份的碳反應掉。但降降
溫時，一氧化碳又會平衡回二氧化碳及碳。但是平衡回去所產生的碳就並非孔
洞洞性碳材，而是一般的碳粉。這些碳粉可能又會結在孔洞洞性碳材的孔洞洞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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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洞堵住，因而造成電容效能降降低。
而我們也確實有在放置用0.5M和0.8M
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甘蔗渣的坩鍋壁上發
現灰灰的碳粉。此外，未處理理的碳及
用0.2M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的甘蔗渣再取
出後，仍看得到甘蔗渣一塊一塊碎

圖6-6：Boudouard Reaction 的在不不同溫

片的結構，但明顯的用0.5M 和 0.8M

度度莫耳分率率率（擷取自 dx.doi.org/10.1021/

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的甘蔗渣結構整個

jp4076965）

被破壞，成品整個結塊，如圖6-7至
6-10。

圖6-7至6-10：由左至右分別為未處理理、0.2M處理理、0.5M處理理、0.8M處理理
2. 從Arduino及CV的測量量結果可知電容性能是 0.2M>0.8M>未處理理>0.5M，從此可得
知我們的自製Arduino測量量系統測出的資料料與CV是一致的。而從孔徑分析儀測量量
結果中的平均孔徑及中巨孔和微孔的表面積比，我們能看出我們試圖孔洞洞擴大
的方法是成功的，且在不不同濃度度下都有一定的效果。0.2M處理理的之所以能電容
值這麼大就是因為他同時表面積上升，中孔比也大幅提升。
3. 0.8M處理理的碳材雖然表面積跟氮氣吸附率率率都比未處理理的碳材低，但其電容值卻
較高，這表示我們實驗讓中孔數數目變多的方法確實是能提升電容值的。而0.5M
處理理的雖然平均孔徑及中巨孔和微孔的表面積比上升，但總體的表面積太小，
已致電容性能降降低，但為何這個濃度度下降降特別嚴重，這是有待探討的。推測表
面積下降降的可能原因有二：a) Boudouard Reaction 使孔洞洞受碳粉回填造成孔洞洞遭
堵塞塞 b)產生過量量二氧化碳使孔洞洞結構被破壞。
4. 此外，上方討論論的事項本有意藉討論論產率率率支持，但因為包裹程度度以及每一次燒
的甘蔗渣都有差異異，所以測出的產率率率系統誤差太大，無討論論意義。
5. 實驗過程中甘蔗的來來源並不不穩定，適合的活化溶液濃度度也有可能隨甘蔗本身品
種不不同有影響，而且甘蔗渣對小蘇打分子的吸附率率率也會隨當下環境的不不同而有
差異異，但顧慮均勻性反應的問題仍然使用浸泡法。未來來會嘗試直接在甘蔗渣加
入小蘇打粉進行行變因探討。
五. 電容值提升的現象可能原因之討論論
(一)本研究因處於剛開始的階段，仍有許多問題尚未討論論出來來，而最大的問題是電容值
提升現象的可能原因，以下會根據各種可能原因進行行討論論：
1. 孔洞洞被瞬間產生氣體撐開：這點必須要藉由排除Boudouard Reaction的影響才能
確認，即產生的氣體須不不為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或氧氣。應該選用產生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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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合物較為適合，像硝酸銨或亞硝酸銨在高溫下都容易易爆炸，危險性高。目
前正在往疊氮化物的方向尋找適合的試劑。
2. 最後就是Boudoubard Reaction的影響。若若甘蔗渣不不泡小蘇打溶液，而是直接加小
蘇打粉末讓坩鍋單純充滿二氧化碳，應該能排除孔洞洞被瞬間產生氣體撐開的影
響。但目前尚未想到辦法將平衡回去產生的碳粉從關在密閉式高溫爐爐的坩鍋清
除。
六六. 利利用Arduino測量量時不不同電壓下相同電容的電容值並非定值的討論論
(一)使用循環伏安法測量量電容時，掃速是固定的(dV/dt=constant)。而高掃速的時候，因
為瞬間電位差上升速度度太快，離離子進出孔洞洞性碳材的速度度太慢，所以使用定義
C=dQ/dV時，又能將此式改寫成C=dQ/dt ÷ dV/dt。而當離離子進出速度度太慢，dQ/dt將
產生負偏差，電容值即偏低。故使用循環伏安法測定時，高掃速測出的電容值會低
於低掃速。
(二)而使用我們的方式測定時，充電時，一開始是低電壓、高掃速，而後期為高電壓、
低掃速，所以低電壓時的電容值低，高電壓時的電容值高。而放電時則相反，一開
始是高電壓、高掃速，而後期為低電壓、低掃速，所以高電壓時的電容值低，低電
壓時的電容值高。
(三)然而，這種特性正是我們所要的。放電時，一開始，電壓高、電容值低，放電速度度
極快，顯示爆發性十足，而中後期電壓低、電容值高，表示續航力力強。這些都是我
們所需要電雙層電容的特質。
七. 電解液可能產生之誤差
本實驗的使用LiClO4為溶質，Proplyene Carbonate為溶劑的電解液。就本質上，我們還是
使用無機強電解質作介電材料料。但若若使用水當電解液，電容的電位窗太小，所以我們
選用介電係數數高的有機溶劑作為溶劑。但Proplyene Carbonate也會在鋰離離子和過氯酸根
的周圍會形成溶劑殼，使離離子的等效半徑上升，微孔不不一定容納得下，故中孔的存在
很重要。可得知不不同電解質時，不不同孔洞洞所發揮的電容性能不不同。未來來可以使用離離子
液體替代電解液。

柒、︑結論
一. 使用我們自製的Arduino RC電路路記錄錄儀確實能用來來定性判別電容好壞，模擬現實使用
電容充放電的實際情形，並能輸出其充放電時電壓對時間的紀錄錄。而且其測出的結果
與CV是一致的。但由於儀器精細度度不不足，並無法使用它來來作為精確定量量的儀器。
二. 利利用Arduino模擬一般電雙層電容的使用情形時，我們發現，剛充電時，電容值相對低，
所以電壓值上升快，而充電中後期，電容值相對高，電壓值上升慢，此特性可以讓充
電時間短的時候，電雙層電容性質比較像電容，而充電時間長的時候電雙層電容性質
比較像電池。藉由操控RC電路路充電時間長短，電容即可發揮不不同的效果。
三. 甘蔗渣是能有效回收來來當作電雙層電容的天然素材，其微孔數數量量多，是良良好的孔洞洞性
素材。我們在前驅物加入小蘇打溶液，讓甘蔗渣碳化時共熱，能讓電容值提升。但把
小蘇打和已碳化的甘蔗渣碳化卻會得到反效果，推測是小蘇打分解產生氣體時，碳菜
因為已經脆化，衝力力太強，孔洞洞結構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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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將甘蔗渣在煅燒成碳材前浸泡0.2M的小蘇打溶液，能大幅
增強電容的效能。其電容值增長十倍。從孔徑分析儀能看
出，這是由於中孔數數量量提升且總體孔洞洞表面積上升。而0.5M
和0.8M的小蘇打溶液處理理的效果就沒有0.2M優秀。
五. 未來來展望
期望能讓Arduino晶片除了了有RC電路路充放電功能，新增固定
掃速功能，仿效循環伏安法，讓Arduino除了了能做定性比較
之外，也能做定量量分析。
(一)我們已能使用PCF-8591晶片的YL-40 AD/DA（Analog-toDigital/Digital-to-Analog）轉換模組輸出線性震盪電壓，
如圖7-1，程式參參見見附錄錄二。但礙於模組的設計限制，
目前輸出電壓僅能以12.5mV為基本電壓單位，電壓
上升時是非連連續性的，會造成解析度度誤差，如上頁
圖7-2。在供電腳的外側接上一般電容可有穩定效

圖7-1&7-2：自製Arduino電壓
三角波輸出與其解析度度誤差

果，不不同掃素英配對不不同大小的電容。
(二)電流流測量量的部分希望能用現成的0至20mA轉0至5V訊號模組加上三極體H橋調控方
向，但目前還尚未能克服H橋本身的阻抗大小造成的測量量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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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錄一： Arduino的RC電路路記錄錄儀程式碼
//定義Arduino腳位的功能 偵測腳 放電腳 控制腳
#define analogPin
0
#define dischargePin
11
#define basePin
12
//定義RC電路基本參數 電容編碼 電阻值 充電電壓
#define capacitorNum
4
#define resistorValue 75.0F
#define maxVolt
1.50F
//定義Arduino的時間函數
unsigned long startTime;
unsigned long elapsedTime;
//設定Arduino初始值
void setup() {
//啟⽤用放電模式
pinMode(dischargePin, OUTPUT);
digitalWrite(dischargePin, LOW);
pinMode(basePin, OUTPUT);
digitalWrite(basePin, HIGH);
//設定偵測極限值
analogReference(EXTERNAL);
//設定資料輸出速率 ⺫⽬目前⼤大約每微秒能輸出⼀一組數據
Serial.begin(115200);
}
//設定Arduino操作指令
void loop() {
//設定緩衝時間
Serial.print("Ready? ");
Serial.print("5.");
delay(1000);
Serial.print("4.");
delay(1000);
Serial.print("3.");
delay(1000);
Serial.print("2.");
delay(1000);
Serial.println("1.");
delay(1000);
//顯⽰示初始值設定 實驗編碼
Serial.println("Initial Data:");
Serial.print("Capacitor No.: D-");
Serial.println(capacitorNum);
Serial.print("Resistance: ");
Serial.print(resistorValue);
Serial.println("ohm");
Serial.print("Resistance: ");
Serial.print(resistorValue);
i

Serial.println("ohm");
Serial.print("Maximum Voltage: ");
Serial.print(maxVolt);
Serial.println("V");
//將電容放電⾄至電量低於0.7%
Serial.println("Preparing Capacitor...");
while (analogRead(analogPin) >= 6){
}
//顯⽰示充電開始
Serial.println("Capacitor Prepared");
Serial.println("Charge");
Serial.print("Time");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Voltage");
//調整成充電模式
pinMode(dischargePin, INPUT);
digitalWrite(basePin, LOW);
//計時器歸零
startTime = millis();
elapsedTime = millis()-startTime;
//設定充電時的電壓紀錄
//電壓每增加⼀一個類⽐比數值 記錄時間
//充電到99.3% 結束迴圈
int i = 0;
while (i < 1016)
{
int ain = analogRead(analogPin);
if (ain == i)
elapsedTime=millis()-startTime;
else if (ain > i)
{
Serial.print(elapsedTime);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i+1);
i=ain;
elapsedTime=millis()-startTime;
}
}
Serial.println("");
//顯⽰示以切換放電充電開始
Serial.println("Discharge");
Serial.print("Time");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Voltage");
//調整成放電模式
pinMode(dischargePin, OUTPUT);
digitalWrite(dischargePin, LOW);
digitalWrite(basePin, HIGH);
//計時器歸零
startTime = millis();
ii

elapsedTime=millis()-startTime;
//設定放電時的電壓紀錄
//電壓每減少⼀一個類⽐比數值 記錄時間
//放電到0.7% 結束迴圈
while (i > 6)
{
int ain = analogRead(analogPin);
if (ain == i)
elapsedTime=millis()-startTime;
else if (ain < i)
{
Serial.print(elapsedTime);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i);
i=ain;
elapsedTime=millis()-startTime;
}
}
//結束程式 進⼊入無限迴圈
Serial.println("End Sequence");
for (;;) {
}
}

iii

附錄錄二： Arduino的循環伏安供電系統程式碼
/*
本程式參閱
Boxall, J. (2013). Tutorial - Arduino and PCF8591 ADC DAC IC.
Retrieved from http://tronixstuff.com/2013/06/17/tutorial-arduinoand-pcf8591-adc-dac-ic/
經部分改寫⽽而得
*/
#include "Wire.h"
#define PCF8591 (0x90 >> 1) // I2C bus address
#define noofScans
2 //定義掃CV次數
#define scanNum
1
void setup()
{
Wire.begin();
}
void loop()
{
/*
儀器輸出最⾼高電壓 理論值為3.3V 即Wire.write(256) 時
以此可內插計算會得出Wire.write(116)時 輸出1.5V
但經實際測量校正時 是Wire.write(120)時 輸出1.5V
*/
while (scanNum<=noofScans) //設定迴圈使儀器能掃設定的次數
{
for (int i=0; i<120; i++)
{
Wire.beginTransmission(PCF8591);//啟動PCF8591
Wire.write(0x40);//啟動DAC模式
Wire.write(i);//輸出電壓
Wire.endTransmission();//結束程序
}
for (int i=120; i>=0; --i)
{
Wire.beginTransmission(PCF8591);//啟動PCF8591
Wire.write(0x40);//啟動DAC模式
Wire.write(i);//輸出電壓
Wire.endTransmission();//結束程序
}
scanNum++;//進⼊入下⼀一圈迴圈
}
//結束程式 進⼊入無限迴圈
Serial.println("End Sequence");
for (;;) {
}
}
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