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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製作一電致發光布，透過浸沾式塗佈法(dip-coating)將各層材料於不平整的導
電織物上成型，使最後成型的織物能夠透過電致發光的原理達到布面發光的效果。根據塗佈
的程序，本研究所選用的樹脂材料分別為 BT2100、螢光粉混合 ITK5517、ITK5517，以及最
外層的電極。為了確認浸沾式塗佈法所能夠呈現的效果，在研究初期，針對各層樹脂及電極
層材料( ITO/PET、聚二氧乙基塞吩(PEDOT:PSS)、聚苯胺(PANI) )對織物的塗佈均勻性以及硬
挺度等進行探討。待作法確立之後，則是針對表面的高分子進行評估研究，主要是將
PEDOT:PSS 與 PANI 依不同比例混合，讓 PEDOT:PSS 塗佈時所產生的缺陷，透過 PANI 的良
好表面附著性將具有缺陷的導電介面填補，使其更適合作為電致發光織物之表面電極。由實
驗結果得知，浸沾式塗佈可達到各層樹脂均勻分布於織物表面，獲得較佳的表面均勻度，而
當 PEDOT:PSS 與 PANI 的混合比例在 2:1 以及 3:1 時，會使此電致發光織物有最佳的發光亮
度(17.38lux、19.86lux)及發光均勻度(83.5%、85.5%)。
關鍵詞：電致發光、聚二氧乙基塞吩(PEDOT:PSS)、聚苯胺(PAN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make an electroluminescent fabric, through the dip-coating method,
use different layer materials forming in the conductive fabric, let the final forms can light out through
the electroluminescent theorem. According to the coating method, we choses the resin materials were
BT2100, phosphor adding with ITK5517, ITK5517, and the outer electrode layer. To confirm the
dip-coating method can achieve the result, in the beginning of study, we direct against each resin and
electrode materials (ITO/PET, PEDOT:PSS, PANI) for the uniformity and the stiffness effect on
fabric. After the production method has been confirm, then we start to discuss in the polymers, to
intermix PEDOT:PSS and PANI in different proportion, let the defects when coating PEDOT:PSS
can be fill up through the good surface adhesion of PANI, to make it become more suitable electrode
on the electroluminescent fabric. In experimental results, we found that dip-coating can truly achieve
the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each sol on the fabric, to obtain better uniformity on the surface, and then
the mixture ratio of PEDOT: PSS and PANI in 2:1 and 3:1, will have the best brightness(17.38lux,
19.86lux) and light uniformity(83.5%, 85.5%).
Keywords: electroluminescent, poly-3, 4-ethylenedioxythiophene, poly-ani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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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法與探討其中柔軟度、塗層厚度、塗布方法與發光
效率之間關係比較，也同時依不同比例混合

電致發光(Electroluminescence, EL)，是一種直

PEDOT:PSS 與 PANI，塗佈於 EL 織物上，探討其電

接將電能轉變成光能的現象，因為轉換效率極高，

極層之發光均勻度及亮度的影響，製作出與導電織

發光的過程不會產生熱能，因此也被稱為「冷光」。

物結合的多層結構電致發光紡織品元件。

EL 冷光板其優點在於：(1)發光方式為平面發光，即
冷光片可以整面發光，光線平均柔和、不刺眼。(2)
發光不發熱，對於機器的壽命有正面的幫助。(3)波
長短、聚光性強，夜間十分醒目。(4)亮度不會突然
消失，而是隨時間慢慢遞減[1-3]。
薄膜型 EL 基本構造，主要包含電極、絕緣層、
發光層(螢光體)與基板四部分。其中發光層所用材料
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無機螢光粉，第二類為有
機物化合物螢光體。第二類目前主要應用於有機發
光二極體（OLED）；而第一類無機螢光粉材料主要
應用於電場發射等顯示器發光之材料。但由於有機
化合物螢光體其熱安定性較差，並且容易被空氣中

圖 1 PEDOT:PSS 聚合反應機制[12]

之氧氣進行氧化反應，造成其發光效率之降低，但
對於無機螢光粉材料其耐熱性與抗氧化性將遠超越
通訊作者：邢文灝 hsing@staff.pccu.edu.tw
目前的有機材料，可以簡化整個製程，對於未來與
紡織品結合製作成發光的元件時有較大的優勢
[4-8]。
導電高分子其導電原理在於高分子主鏈上導電

圖 2 PEDOT:PSS 電子傳導示意圖[12]

官能基(functional group)的導入，以形成共軛 π 電子
化的化學結構而傳導電子，以達到共振導電的要

2.理 論

求。新型的導電高分子聚二氧乙基塞吩(PEDOT:PSS)
由德國拜耳公司合成出來，其聚合的反應機制如圖 1

2-1 電致發光(Electroluminescence, EL)元件之結構與

所 示 。 PEDOT:PSS 的 主 鏈 結 構 主 要 為 共 軛 鍵

動作原理

(conjugate bond)，也就是主鏈上有單鍵和雙鍵交替接
連，因此能藉由單雙鍵交替變換來移動電子，達到

電致發光是通過加在兩極的交流電壓產生的交

傳導電子的功用，如圖 2 所示。PEDOT:PSS 具有獨

流電場，被電場激發的電子碰撞螢光物質(ZnS)引起

特的光電性質和良好的穩定性，其應用領域包含感

電子能階的躍升而導致射出高效率的冷光的一種物

測方面、超高電容器、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的電洞

理現象，即電致發光現象。
電子自電極經過穿隧(tunneling)作用進入絕緣

傳導層、有機高分子發光二極體，還包括了電致色

層，使得電子聚集於絕緣層與螢光層的介面，當所

變材料等[9-10]。
導電高分子聚苯胺(PANI)是具有許多優秀的機

施加的偏壓大致臨界電場(threshold field)時，聚集於

能特性，其原料取得與合成製備過程均甚容易，對

介面處的電子因穿隧效應而進入螢光層，此時電子

環境的穩定性又高，成本低廉，其應用除了抗靜電、

因高電場加速而成為熱電子(hot electron)於螢光層

金屬防蝕、發光二極體之外，在電致發光的應用上

中，使螢光層內發光材料中的冷光中心(Luminescent

也愈趨廣泛[11]。

center)的外層電子受到激發，產生電子遷移造成外層

本研究主要以結合導電纖維與可撓性元件，分

電子被提升至主體(host)晶格的傳導能階而形成自由

別探討可撓性多層結構無機冷光發光元件的製作方

電子，同時冷光中心還會發生離子化現象，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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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離子化的冷光中心再結合時，就以光的形式
放出能量差[10]。
由圖 3 能帶圖觀察所示，電致發光的物理過程
可簡述如下：
(1) 電場作用下，發光層與絕緣層介面處束縛的
電子，穿隧發射至發光層。
(2) 同時，發光層中雜質和缺陷也解離出部分電
子，這些電子在電場作用下被加速。
(3) 當其能量增加到足夠大時，碰撞激發發光中
心，從而造成發光。

圖 5 螢光粉激發之能階圖[8]

(4) 電子在穿過發光層後被另一介面擄獲。
2-2 螢光粉受電場激發原理

薄膜電致發光元件多採用交流電交流電源驅
動，當外加電壓反轉時，上述 4 個步驟重複進行，

具有螢光物質的化合物在吸收一特定能量後,

從而實現連續發光[8]。

由基態激發至 S1、S2 能階後(圖 5)，即放出螢光
(Fluorescence)。
2-3 浸沾式塗佈原理
塗佈基材放置入溶膠塗液再拉出，當基材穿出
液面時，塗液因具黏度而附著於表面，其後因重力
之影響，部分塗液垂流厚度下降，最後當黏度、重
力及表面張力達到平衡時，可得塗布厚度[7,8]。
(1) 浸沾式塗佈之優點：
A. 可雙面而不規則表面塗佈
B. 塗層厚度可低達數 nm
C. 簡單操作
(2) 浸沾式塗佈之缺點：
A. 不適合高黏度流體

圖 3 電致發光原理[8]

B. 液面操作易產生不穩定現象
C. 邊端效應克服困難
D. 需設計合適之基材固定方式

圖 4 元件施加偏壓時電子撞擊激發能帶圖[8]
圖 6 浸沾式塗佈操作步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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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 驗

內至外依序為 BT2100、混合 ITK5517 與螢光
粉末(比例為 1:1.5)、ITK5517。

3-1 實驗材料

(6) 將樣本分別直接覆蓋市售電極層 ITO/PET 薄

(1) 平織導電布 M834，表面電阻 0.035Ω/□

膜或以塗布方法完成電極層(PEDOT、PANI、

(福

混合 PEDOT:PSS 與 PANI 之不同比例 1:1、

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導電織物課)
(2) 市 售

ITO/PET

2:13:1、1:2、1:3)。

薄 膜 ( 氧 化 銦 錫

(7) 懸掛於烘箱內懸掛放入烘箱 100℃ 5 分鐘，但

Indium-Tin-Oxide ，表面電阻 150Ω/□ ，迎輝

烘乾完全即完成樣本。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市 售 聚 二 氧 乙 基 塞 吩 溶 液 (PEDOT ，
ALDRICH PH1000 表面電阻 103Ω/□ )
(4) 聚苯胺溶劑(PANI，表面電阻 103-104Ω/□，紡
織綜合研究所，機能組)
(5) ITK5517 溶 膠 ( 二 乙 二 醇 乙 醚 醋 酸 酯
50-60%、松油醇 2-10%、矽化合物 1-8%、氟
素改質熱塑型樹脂 18-32%)
(6) BT2100 溶膠(二乙二醇乙醚醋酸酯 20-30%、
松油醇 1-5%、矽化合物 0.5-4%、氟素改質熱
塑型樹脂 8-16%、鈦酸鋇 50-65%)
(7) 螢光粉 GG24x1340(ZnS:Cu)(25.13μm)

圖 7 電致發光織物製作流程圖

3-2 實驗儀器

導電布

(1) 烘箱(DOV30)
(2) 厚度計(寶憶企業有限公司)

BT2100

(3) Cantilever 試驗機(CNS12915)

ITK5517 + 螢光粉

(4) 織 物 影 像 分 析 儀 (SONY Exwave HAD

ITK5517

LISTED 9C06，TTRI)

電極層
(PEDOT、PANI)

(5) 變頻器(DC 12V 轉 AC 110V，市售)

圖 8 電致發光織物結構圖

(6)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JSM-650)
(7) 光譜分析儀(USB4000，雲揚科技)

4.結 果 與 討 論

(8) 電源供應器(LPS-305 MOTECH)
(9) 照度計(Digital light meter YF-170)

4-1 電致發光織物表面型態分析

3-3 實驗流程

表 1 為各層溶膠經過浸沾式塗佈方法所量測得
平均厚度範圍。由參考文獻指出，介電層約為 40μm

(1) 剪裁織物 5x15cm 之長方形布塊。

所得之發光程度為最佳且不易發生破壞；若介電層

(2) 將織物使用浸沾式塗布法，浸漬於溶劑中。

太薄會導致電子穿透造成短路無法發光[6]。經實驗

(3) 靜置織物使之垂流 15 分鐘，使溶劑完整並均

測得織物於溶膠 BT2100 浸漬後，再經過 10 至 15 分

勻附著於織物表面。

鐘靜置垂流時間，可使之避免烘乾速度過快，導致

(4) 以懸掛方式放入烘箱 120℃ 30 分鐘，待溶劑

織物上下厚度差異太大，其經過一次浸沾式塗佈法

烘乾取出。

之後所得之厚度未達到文獻中約為 40μm 之標準，因

(5) 重複上述 4 步驟方法，將各層溶劑完成，由

此經過一次浸沾之後要再進行第二次浸沾，使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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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良好發光效果。

由圖 12 中可知，在布與 PEDOT:PSS 中，因溶

再經由織物影像分析結果指出(圖 9)介電層

劑中水分過多造成表面附著不良之塗布困難，同時

(BT2100)為溶膠型材料，經過浸沾式塗佈與靜置垂流

因 PEDOT:PSS 本身材料特性於遇熱時容易造成龜裂

後會隨引力將多餘溶膠滴落，滴落過程確實可使織

現象，彼此電極無法連接在一起，造成無法整面發

物孔隙被填補，於一次浸沾式塗佈時導電布之纖維

光之效果，於表 2 中可見，電極層為 PEDOT:PSS 時，

會有外露以及不均勻現象，進而造成短路；為避免

其發光均勻度為 65%。

上述現象發生，採用進行二次浸沾溶膠(BT2100)結果

由圖 13 中可知，布與 PANI 之間，因 PANI 溶

如圖 10，觀察可得其纖維外露情形與塗佈均勻度之

劑添加甲苯，其溶劑容易揮發，固有良好附著於介

效果明顯改善。

層 (ITK5517) 之 性 質 ， 又 因 至 於 烘 箱 加 熱 時 ， 較

表 1 使用厚度計量測各層溶膠得平均厚度

PEDOT:PSS 不易有龜裂現象，使電子順利通過所有
介層，達到良好發光效果，其發光均勻度為 82%，
為三種不同電極層材料中最佳者。
根據上述市售 ITO/PET 薄膜在烘乾加熱過程中
與織物的附著性並不理想，且在發光均勻度上僅為
53%，又由於 PEDOT:PSS 與 PANI 兩種不同導電高
分子之特性以及其發光均勻度，雖電極層為
PEDOT:PSS 時，發光均勻度為 65%，但其所釋放出
的光強度與 PANI 相近(表 2)，結合以上兩種導電高
分子之特性，本實驗繼續將 PEDOT:PSS 與 PANI 依
不同比例混合(1:1、2:1、3:1、1:2、1:3)，分別塗佈
於 EL 織物上做為最上層電極層。

圖 9 介電層(BT2100)於一次浸沾式塗佈

圖 10 介電層(BT2100)於二次浸沾式塗佈

圖 11 試樣導電布與 ITO 通電發光測試結果(a)通電下
之電致發光織物(b)未通電下之電致發光織物

4-2 電致發光織物之發光均勻度與亮度
由圖 11 可知，試樣經過 DC 12V 轉 AC 110V
變頻器通電測試發光所得知，布與 ITO/PET 之間，
因覆蓋上電極層 ITO/PET 薄膜於烘箱內加熱時所生
成之產生氣泡，會因溫升過快，使電極層 ITO/PET
薄膜中之氣泡不及消散，造成殘留氣泡擠壓底層產
生短路而產生發光不均的現象，經過光譜儀測量，
每固定的波長(wavelength)下，所釋放出的光強度
(intensity)，得其發光均勻度之百分比數值，結果如

圖 12 試樣導電布與 PEDOT:PSS 通電發光測試結果
(a)通電下之電致發光織物(b)未通電下之電致發光織
物

表 2 所示，電極層為 ITO/PET 薄膜時，發光均勻度
僅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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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為經光譜儀量測對不同混合比例作為 EL
織物電極層的分析下，可發現 PEDOT:PSS 與 PANI
混合比例為 1:2 時，其發光均勻度達 87%，為所有不
同混合比例電極層下最高值，當混合比例 2:1 及 1:3，
發光均勻度皆達 85.5%，混合比例 1:1 及 3:1 時，發
光均勻度為 83.5%。
表 3 不同混合比例作為 EL 織物電極層之平均光強
度及發光均勻度
樣本編號

平均光強度(counts)

均勻度(%)

圖 13 試樣導電布與 PANI 通電發光測試結果(a)通電
下之電致發光織物(b)未通電下之電致發光織物

1:1

4139.0

83.5

2:1

4300.0

85.5

表 2 不同電極層作為 EL 織物之平均光強度及發光
均勻度

3:1

4922.5

83.5

1:2

4883.5

87.0

1:3

4755.5

85.5

電極層

平均光強度(counts)

均勻度(%)

ITO

2842

53

表 4 為經由照度計量測電致發光織物不同混合

PEDOT

1917

65

比例電極層下發光之亮度，實驗結果得 PEDOT:PSS

PANI

1700

82

與 PANI 混合比例為 3:1 時，所量測的平均亮度為

註: 發光均勻度 = (1-發光強 sd)/ 發光強度 avg

19.86lux，為混合不同比例導電高分子為電極層實驗

由圖 14 中可知，在 PEDOT:PSS 與 PANI 不同

中之最佳數值。

比例混合下，發現 PANI 溶劑內因為含有甲苯，所以

表 4 不同混合比例作為 EL 織物電極層之平均亮度
(單位:lux)

當加入 PEDOT:PSS 時，本身的水分會讓 PANI 產生
凝聚的現象，間接改善電極層只有 PEDOT:PSS 時所
造成的電極層面不連續的缺陷，接著再以通電發光
測試，PEDOT:PSS 與 PANI 不同的混合比例皆達到
整面連續發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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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亮度(lux)

1:1

8.85

2:1

17.38

3:1

19.86

1:2

9.35

1:3

8.60

根據以上實驗結果，當 PEDOT:PSS 與 PANI
混合比例為 1:2 時，其發光均勻度達 87%，但亮度僅
只 有 9.35lux ， 造 成 原 因 為 當 PEDOT:PSS 混 入
PANI(1:2)時，因為產生凝聚現象，故在塗布時會有
較佳的均勻度，但僅用 PANI 為電極不參混其他導電
高分子的情況下，會使 EL 織物所釋放的光強度相對
較低(表 2)。
上述實驗結果得到較佳發光均勻度為混合比例
為 1:2，最佳發光亮度為混合比例 3:1，但由圖 15 比
較可得，當混合比例為 1:2 時，雖有較佳發光均勻
度，但其發光亮度相對較低(9.35lux)，混合比例為 3:1
時，雖有較佳發光亮度，但其發光均勻度相對較低

圖 14 PEDOT:PSS 與 PANI 不同比例下通電發光情
形(依 A-E 順序為 1:1、2:1、3:1、1:2、1:3) (1)未通
電之電致發光織物(2)通電下之電致發光織物

(83.5%) ， 因 此 ， 由 圖 15 可 得 到 實 驗 結 果 ， 當
PEDOT:PSS 與 PANI 混合比例為 2:1 時，有較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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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度(17.38lux)以及較佳發光均勻度(85.5%)。

固定下，電流愈大，其功率愈大，如表 7 所示，以
PEDOT:PSS 與 PANI 混合作為 EL 織物之電極時，
其照度與消耗功率之間關係為 6.23~18.39lux/W。
表 7 不同混合比例作為 EL 織物電極層之平均輸出
電流與亮度關係
樣本編號

1:1

2:1

3:1

1:2

1:3

輸出電流(A)

0.19

0.20

0.18

0.22

0.23

0 亮度(lux)

8.85

17.38

19.86

9.35

8.60

功率(W)

1.14

1.20

1.08

1.32

1.38

lux/W

7.76

14.48

18.39

7.08

6.23

註: lux/W = 亮度(lux)/ [電流(A)x 電壓(6V)]

5.結 論

圖 15 平均亮度與平均發光均勻度與各比例關係

(1) 透過浸沾式塗佈法，可達填補織物孔隙的效

4-3 電致發光織物之剛軟度分析

果，並且塗佈填補的效果隨著次數的增加而
表 5 為，剛軟度測試(根據 CNS12915 測試，其

有所提升。然而最後所成形的電致發光織

以公分數表示，公分數越大，表示織物越硬挺)，其

物，其周邊的厚度會因邊端效應而使其與織

結果顯示電極層為 PANI 平均剛軟度為 5.5cm，其剛

物內部的厚度有較大的差異量，故建議未來

軟度較小，柔軟度較佳，其次為電極層 PEDOT 平均

若要以此法進行作業時，應注意對於後端用

剛軟度為 7.5cm，電極層為 ITO/PET 薄膜平均剛軟度

途的影響。

為 13cm 者剛軟度最大，柔軟度最差。

(2) 當 PEDOT:PSS 與 PANI 依不同比例混合時，

表 6 中，PEDOT:PSS 與 PANI 不同混合比例

可知，透過 PANI 本身的良好表面附著性，能

下，其平均剛軟度介於 5.4cm~6.2cm，實驗可知，兩

夠填補單純使用 PEDOT:PSS 所產生的缺陷，

種不同導電高分子相混後，對其整體而言，並無顯

相較於僅用 PEDOT:PSS 及 PANI 各作為 EL

著的影響。

織物之電極層時，其發光效果較佳。當

表 5 不同電極層作為 EL 織物電極層之平均剛軟度
(單位:cm)

PEDOT:PSS 與 PANI 混合比例為 2:1 時，其平
均發光照度達 17.38lux，平均發光均勻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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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PET

PEDOT

PANI

85.5%，是本次實驗中兼具發光照度與發光均

布面(1)

12.50

7.50

5.50

勻性的配方比例。

布面(2)

13.00

7.50

5.40

(3) 導電高分子應用於電致發光織物上，相較於

平均

12.75

7.50

5.45

市售電極 ITO/PET 薄膜應用於電致發光織物

表 6 不同混合比例作為 EL 織物電極層之剛軟測試
(單位:cm)

上，其柔軟度較佳。
(4) 以 PEDOT:PSS 與 PANI 混合作為電致發光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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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物之電極時，其照度與消耗功率之間關係為

布面(1)

5.90

6.20

5.80

5.50

5.70

6.23~18.39lux/W，並且隨著 PEDOT 的比例增

布面(2)

5.90

6.20

5.70

5.40

5.70

加，發光的效率也隨之提升。

平均

5.90

6.20

5.75

5.45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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