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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newable energy has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ydrogen has been made noticeable, for its only leftover after
combustion is H2O. Meanwhile, H2O itself is the source of hydrogen, thus forming a
clean and efficient cycle that generates energy withou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urthermore, the heat of combustion of H2 is about 1.42*108 J/kg, which is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burning gasoline.However, it is not efficient enough due to
the large amount of energy needed to run the reaction. Hence developing electrodes
with low overpotential becomes a serious issue. As a result, we want to use some
catalys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MOFs) is considered
as an amazing catalyst for water splitting, so we have tried some ways to make
different kinds of MOFs, such as mixing different metal ions and ratios. Then test
their activity and the optimized result can be found. We’ve found out that the one of
Co:Cu 5:1 phosphide has the lowest overpotential, which is only 115mV. Since most
of the datas of other researchers are between 130 and 200, we regard it as an
excellent catalyst with outstanding results .

摘要
再生能源在近年來引起了許多注意，其中尤以氫氣的應用備受矚目，因其直接燃
燒發電時的產物只有水，而水又可再分解產生氫氣，如此循環重複利用，並且存量充
足、效率也高，其燃燒熱約 1.42*108 J/kg，三倍於燃燒汽油所得之熱能，是種十分乾
淨的能源，因此做為氫氣來源之一的水分解也受到關注。然而水分解的反應效率很低，
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所以我們想要用催化劑提高反應效率，並將重點放在析氫反應。
而金屬有機框架在催化的領域應用範圍很廣，我們試了不同方法來增進觸媒的催化能
力，如：配製不同的成分混和比例、將觸媒經過不同的表面處理等，並且測試它們的
效能和穩定性。結果顯示以 Co:Cu (5:1) 磷化後的效果最佳，其過電位僅 115 mv，國
際上其他團隊的研究數據多為 130 到 200 以上，與文獻相比擁有相當好的催化性能。

壹、研究動機
現今析氫反應最好的催化劑為鉑，但貴金屬的量稀少、價格昂貴，而過渡金屬催
化活性佳、價格較低，又金屬有機框架在催化的領域應用範圍很廣，其高表面積的優
點可進一步提高催化活性，因此我們選擇這個題目，希望能測試出高性能且價格較低
的觸媒。

貳、研究目的
一、研究 CoCu 不同比例的催化效果(選擇 1:1、2:1、5:1、9:1、14:1 之莫耳數比例)，
並測量其過電位及 Tafel
二、研究 CoCu 經過磷化處理後的催化效果
三、透過同步輻射技術進行 CoCu 的微結構分析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金屬鹽類(Co.Cu)
二、有機配基(2-甲基咪唑)
三、電解液(1M KOH)
四、泡沫鎳
五、管型爐
六、電化學分析測量儀器(CHI)
七、Ag/AgCl 電極
八、Origin 9

九、TPS09A 光束線(XRD)
十、TLS24A 光束線(XPS)
十一、TLS17C 光束線(XAS)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水分解反應
水電解反應可分為兩步，分別為產物為氫氣的析氫反應，與產物為氧氣的析氧反
應（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 OER），而析氧反應中涉及四個電子轉移，相當於
四個基元反應，造成其過電位比析氫反應還要來的高，為影響水分解效率中最主要的
因素。

圖（一）：水電解反應示意圖
金屬有機框架 MOFs
MOFs 是由無機金屬中心和有機配體組成。金屬離子可作為結點提供骨架中樞、
形成分支，增強物理性質，並連接配體共同建構框架，為一種具週期性網狀結構的微
孔材料，具備多孔性、高表面積、易於功能化、功能多樣性等特點，尤其在催化反應
時特別出色，此外還可應用在分子辨識、氣體分離過濾、異相催化等領域。

圖（二）：Co 的 MOFs：ZIF-67（參考資料五）
一、觸媒製作實驗流程

圖（三）：觸媒電極製作流程（參考資料六）
（一）、基本製作
取金屬鹽類以 1:1、2:1、5:1、9:1、14:1 之莫耳數比例並加水混和。在金屬鹽
溶液中加入氣泡鎳片，再加入配基(2-甲基咪唑)。搖晃使金屬與配基均勻附著於氣泡鎳
之骨架上。
（二）、水熱合成法形成 MOFs
利用甲基咪唑作為金屬間之配基，以咪唑結構上的氮鍵結金屬，會在氣泡鎳片
上形成金屬有機框架(MOFs)結構。此過程發生於氣泡鎳片在浸泡於金屬及配基之混和
溶液後，進行水熱和成法時，(80°C 環境下、進行 24 小時)
（三）、鍛燒
將已形成 MOFs 結構的氣泡鎳片，在高溫、純氮環境下鍛燒(600°C 環境下、進
行 6 小時)。完成後 MOFs 結構會被包覆於碳膜中於氣泡鎳片上。
（四）、磷化:
將已形成 MOFs 結構的氣泡鎳片與次磷酸鈉在高溫環境中加熱(600°C 環境下、
進行 6 小時)燃燒過程與鍛燒相同。

圖（四）：磷化過程使用的管型爐

圖（五）：處理過後的觸媒樣本

二、實驗設計
（一）、由 Co 搭配 Cu，嘗試不同比例對活性的影響

而過渡元素具有 d 軌域上的電子能帶，使其活性較好，3d 軌域可以分成
Eg(dz2、dx2-y2)及 t2g(dxy、dyz、dxz)兩種，而 Eg 有空軌域的元素有利於跟水的氧原子
共用電子，進而提升水分解的效率，例如 Mn3+、Co4+、Cu3+等，均有文獻佐證。而選
擇兩種過渡金屬互相搭配可能發生協同效應使其價數發生改變進而提升其活性，例如
鎳鐵的層狀雙氫氧化物便擁有極高的活性。因此，我們選用了最常與其他金屬進行搭
配的 Co，以及同為過渡系的 Cu，作為第一次實驗的材料，並嘗試不同比例下與不同
處理過後之催化效果。
（二）、實驗測量步驟
1. 將觸媒鎳片接在陰極，進行析氫反應(HER)，而陽極固定連接 Pt 電極。電解液
中鎳片固定沒入 1cm2。
2. 以 Ag/AgCl 作為標準電極插入溶液中。
3. 以電化學分析測量儀器(CHI)測量析氫反應之實驗數據，得電流(A)與電位關係
圖，並得到其過電位。
4. 以軟體 Origin 9 分析實驗數據並製成圖表分析。
5. 重複步驟(1)~(4)測量其餘樣本。

圖（六）：電解水時使用的電化學分析測量儀器(CHI) (左)
圖（七）：以樣品進行水電解實驗(中)

圖（八）：Origin 9 分析數據(右)

三、觸媒的微結構分析
（一）、X 光繞射分析(XRD)：使用 TPS09A 光束線分析
（二）、X 光光電子能譜(XPS)：使用 TLS24A 光束線分析
（三）、X 光吸收光譜(XAS)：使用 TLS17C 光束線分析

伍、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 磷化與未磷化的 CoCu 觸媒

圖（九）：CoCu 磷化後不同比例下磷化與未磷化電流密度與電位關係圖
表（一）： 達 10mAcm-2 所需電位
CoCu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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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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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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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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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過電位
(mV)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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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90
(單位:mV)

實驗一說明

在表（一）中可得知，經過磷化後的樣本在兩種比例下，皆優於為磷化的樣本。
比例為 5 : 1 之樣品，其過電位皆低於其餘之樣本。由此可得出結論，CoCu5 : 1 之樣
本為本實驗中最佳樣品，且其效果明顯優於其餘樣品。

二、觸媒微結構分析
我們將上述實驗中效果最好之 CoCu 5:1 P 樣品，分別以光束線
TPS09A、TLS24A、TLS17C 打之，進行內部結構之探討。
（一）、X 光繞射分析(XRD)：

圖（十）：CoCu 5:1 XRD 圖譜排列
由圖（十）中可以看到 X 射線繞射峰的高峰處與 CoP 有極度相似的排列，可由
此推測磷化的 CoCu 中，CoP 為 Co 主要形式，而 Cu 部分則訊號較弱，無法直接判讀。
（二）、X 光光電子能譜(XPS)：

圖（十一）：CoCu 5:1 XPS 電子光譜
由圖（十一）的電子能譜中可看見，實驗樣品中表層元素主要以碳跟氧為主要。

圖（十二）細部 Co Cu XPS 電子能譜
由圖（十二）中的電子能譜中可以看到 Co 和 Cu 更準確的存在狀態。
（三）、X 光吸收光譜(XAS)：

圖（十三）：CoCu 5:1 磷化前後之 X 光吸收近邊結構(XANES)
圖（十三）中，黑色線條為磷化前之 5:1 的 CoCu 觸媒，藍色為磷化後，紅色則
為做為對照組之金屬鈷。由此吸收光譜圖可延伸出 圖（十四）、（十五）：

圖（十四）：CoCu 5:1 之磷化前後氧化數比較
由圖（十四）可看見，比起磷化前的樣品（黑線），磷化後（藍線）的最高點能
量更低，代表其氧化數下降。通常此類圖表是觀察第一個峰值之能量，但由於樣品擁
有邊前結構（pre-edge），所以無法觀察該峰值，而純鈷（紅線）的氧化數最低為零。
並經由計算可得知，磷化前之氧化數為 1.29，磷化後為 0.97。

圖（十五）：CoCu 5:1 之磷化前後鍵長比較
圖（十五）中，磷化後樣品（藍線）的鍵長與磷化前（黑線）的鍵長明顯不同，
經過與文獻進行比對，發現其結構從鈷氮鍵轉變為鈷磷鍵。

陸、討論
一、 Cu 在觸媒裡的角色
經過實驗我們發現在 CoCu P 中，Cu 是一個輔助的角色，首先觸媒的性能並沒有
因為 Cu 的比例增加而好，再來高比例的 Co 配低比例 Cu 所表現出的效能，也比純 Co
高出許多，推測 Cu 在觸媒中扮演著必要但不重數量的存在。
二、MOFs 在本研究中的角色

我們一開始是直接用 MOFs 當作電極來使用，但這種方法較具挑戰性且效能較
差，因此我們把 MOFs 作為前軀體，此外，將材料先做成 MOFs 的步驟，可確保裡面
的金屬原子會均勻分散。而經過鍛燒、磷化等處理後，觸媒的結構會改變成外層以碳
包裹著金屬，也就是說可得到金屬和碳的複合材料。所得的新複合材料有高表面積，
和導電性佳等優點，大大提升了 HER 的反應效率。
三、磷化與"Precatalyst"
根據文獻，觸媒在磷化後會在泡沫鎳骨架表面形成 MPOx 之晶體結構。在我們
實驗磷化後 CoCu 各比例的反應中，Co 原子會與次磷酸鈉中之磷原子形成 CoP 的晶
體結構，這便是本實驗中的"Precatalyst"，而這可以在 XRD 圖譜分析中得到證實。在
析氫過程中，水的氧原子會先接到 CoP 晶格結構上，而此過程中 CoP 會踢出高能階
之電子。完成後再用 CoP 上之空軌域與水進行析氫反應。簡而言之，CoP 需先踢出電
子(氧化)，再與水進行析氫(還原)。而 Cu 在 XRD 中訊號較弱，未明顯生成晶體結構，
但從 XPS 分析中，可觀測到 Cu1+的存在，又其吸收光譜與 Cu2O 不符，較接近 Cu3P
與 CuO 的混和物，且 Cu3P 含量遠多於 CuO，與 XPS 中 Cu1+的含量遠多於 Cu2+的結
果相符，故可推測 Cu 主要應以 Cu3P 的形式存在。實驗（二）至（四）中可得知 Cu
的存在有助於提升析氫反應的效果，但效果與其含量並未直接成正比，因此推測其在
反應中扮演輔助的角色。

柒、結論
一、不同比例的 CoCu 中，以 5：1 比例表現得最好。
二、磷化過的樣品皆比未磷化過的樣品表現出更好的效能。
三、CoCu P 中 Co 主要以 CoP 存在，且表面以碳跟氧為主要。
四、CoCu P 中 Cu 主要以 Cu3P 存在，且其中摻雜部分 CuO。
五、磷化過後的 CoCu 樣品氧化數會下降，並且磷化前之氧化數為 1.29，磷化後為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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