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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以一般織物為基材取代 ITO 軟板，先以網版刷方式在導電基底製圖，再利用精密塗
佈製程(comma bar)依序於布上塗佈介電樹脂層(BT2100)、螢光層(GG24+ITK5517)以及透明導
電層(導電高分子)，透過精密刮刀塗佈可控制各塗層之厚度以達到較佳之均勻度。本實驗之目
的是以網版塗佈方式在銀膠製作圖案，並改變發光層之狹縫高度，觀察其厚度在通入外加交流
電源(75、150、300VAC)對其發光亮度之影響。其中導電基底狹縫高度為 40m，介電樹脂狹
縫高度為 50m，螢光層之狹縫高度分別為 70、80、90m，導電層則為 20m。由實驗結果得
知，在螢光層狹縫高度為 80m 時並通入交流電壓 150V 及 300V，電致發光織物有最佳的發
光亮度其發光亮度分別為 83.7lux、121.3 lux。
關鍵詞：電致發光、導電銀膠、精密塗佈製程

ABSTRACT
This study is replace ITO by general fabric to substrate, first, use screen print method to make pattern
on silver colloid, and then use of precision process (commar bar) coating resin on fabric in order of
conductive substrate(silver colloid), BT2100, phosphor layer (GG24+ ITK5517), and transparent
conductive layer(conductive polymer). By blade coating can be controlled through the precise
thickness of the coating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he uniformity. The purpose of this experiment is
use screen print method to make pattern on silver colloid, and then change the phosphor layer of the
coating thickness, and to observe the impact of thickness to brightness when leads in external AC
power (75, 150, 300VAC), silver colloid coating thickness of 40m, dielectric resin coating thickness
of 50m, phosphor layer coating thickness of 70, 80, 90m, conductive layer coating thickness of
20m. In experimental results, phosphor layer coating thickness of 80m, and leads in external AC
power 150V and 300V, the electro luminescent fabric will have the best brightness 83.7 lux, 121.3
lux.
Keywords: electroluminescence, conductive silver colloid, coa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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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 論

1.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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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致發光(Electroluminescence, EL)，是將電壓

動作原理

施加於螢光體兩側電極，使螢光體受電激而發光的
一種現象，其能將電能轉化為光能，且發光不發熱，
故又稱「冷光」。
冷光具有特性例舉如下：
(1) 均勻且整面發光。
(2) 光線柔和、對視覺無刺激性。
(3) 波長短、聚光性良好，所以在夜間特別的醒
目。
(4) 使用壽命長，但亮度會隨時間逐漸遞減。
EL 元件基本結構，主要包含透明電極、絕緣
層、發光層(螢光體)與基板四大部分。其中在發光層
也就是螢光體的部分，可以分成有機螢光體及無機

圖 1 元件施加偏壓時電子撞擊激發能帶圖[5]

螢光體兩類。有機螢光體目前主要應用於有機發光
二極體(OLED)；無機螢光體主要應用於照明、顯示
器等之電子元件。無機螢光體是利用電子躍遷來產
生螢光，故光線殘留時間較長，且相較於有機螢光
體，無機螢光體的耐熱性與抗氧化性皆遠超目前的
有機螢光材料[1-3]。
導電高分子材料主鏈是由單鍵及雙鍵交替的共
軛鍵結構所組成。其可應用於可充式固態電池、電
容器、電致變色元件等。與一般金屬導體不同的是，
導電性高分子可藉由化學合成或與其它高分子材料
摻合，獲得所需之性質，以提升其應用範圍。此外，
導電高分子材料具有質輕、價格便宜等優點。
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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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獨特的光電性質
及良好的穩定性。可應用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

圖 2 電致發光原理[5]

電動傳遞層、有機發光二極體、電致變色材料等。
導電高分子聚苯胺(PANI)，其單體成本低廉、

電致發光(Electroluminescence, EL)，是指一螢

聚合容易，在空氣中具有良好的安定性。應用領域

光層置於兩電極層間，當施加電壓時，電極兩端會

包含金屬防蝕、抗靜電、有機發光二極體，電致發

形成電場，而電子在電場的作用下碰撞螢光物質，

光元件等[4-5]。

使原存在於基態的電子獲得足夠能量躍遷於激發

由於先前文獻所使用的浸沾式塗佈有邊端效應

態，再以光的形式釋放出能量的一種物理現象。

及厚度不均之問題且有較多的廢料產生，所以本研

藉由高電場的施加，可促使電子自電極經過穿

究目的主要是將浸沾式塗佈方式改為刮刀式塗佈進

隧作用進入絕緣層，使得電子聚集於絕緣層與螢光

行改善，並利用電致發光原理，以網版塗佈方式再

層的界面，當元件兩端的電壓逐漸加大至臨界電場

導電基底製作圖案，再依其製作方式探討發光元件

時，聚集於絕緣層與螢光層界面的電子將穿隧進入

之塗層厚度、剛軟度及發光亮度。

螢光層，此電子受到高電場加速而形成熱電子於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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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層中，而螢光層內的發光中心的外層電子受到此

將油墨推移的同時，也將部分油墨向下擠過鏤空網

加速電子衝擊，產生電子遷移造成外層電子被提升

布的部分而到達被印物上[7] （圖 4）。

至母體結晶傳導帶的能接形成自由電子，同時發光

網印印刷之優點：

中心還會發生離子化現象，當自由電子與離子化的

(1)印刷簡單

發光中心在結合時，就以光的形式釋放出能量。

(2)可適印在平面及曲面，應用範圍廣

由能帶圖觀察，電致發光的物理過程可簡述如

(3)高效率、低成本

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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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電子在穿過發光層後被另一介面擄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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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步驟重覆進行，
從而實現連續發光[5]。
圖 3 電子能量釋放示意圖[6]

2-2 螢光粉受電場激發原理
激發是指在螢光體施加能量，讓螢光體內的電
子從基態獲得足夠的能量，躍遷到較高能量的激發
態。位於激發態的電子，因為具有較高的能量，通
常不太穩定，有放出能量、回到較低能態的趨勢。
這種高能量電子放出能量的過程，稱為「緩解」（圖
2）。
電子從激發態返回基態的緩解過程有兩種，一

圖 4 網版印刷工作原理[7]

種是所謂的「輻射緩解」；另一種則是「非輻射緩

3.實 驗

解」。輻射緩解的過程，就是當電子從激發態返回
基態時，放出的能量是以電磁輻射的方式呈現。也

3-1 實驗材料

就是以光的形式釋出能量，非輻射緩解的過程是指
電子從激發態回到基態，所放出的能量是以「熱」

(1) 聚酯(PET)平織布(90D，64×105，TTRI)

的方式消耗掉。由圖 3 能量釋放圖所示，當電子受

(2) EA-510 導電銀膠(黏度 14,000±3,000cps，固含

激發後，多餘的能量以非輻射緩解(A)的方式釋出。

量 67wt%，表面電阻≦40 mΩ/□，愛迪克科技

激發態的電子先以非輻射緩解的方式，釋放部分能

股份有限公司)

量到較低能量的能態 E’，再放出可見光(B)，返回基

(3) 聚二氧乙基塞吩 PH1000 (PEDOT，表面電阻

態[6]。

103Ω/□，ALDRICH)
(4) 聚苯胺溶劑(PANI，表面電阻 103-104Ω/□，

2-3 網版印刷原理

TTRI)
利用孔版的原理，於絹、尼龍或金屬網上，將

(5) ITK5517 溶 膠 (黏 度 2000±500cps ， 固 含 量

乳膠塞堵不印的非印紋部分，而留下可透過油墨的

29~33wt%，二乙二醇乙醚醋酸酯 50-60%、松

鏤空部分，使用刮刀成一角度平穩地向前推移，再

油醇 2-10%、矽化合物 1-8%、氟素改質熱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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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樹脂 18-32%，愛迪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電致發光織物製作流程圖

(6) BT2100 溶膠(黏度 10000±500cps，固含量
70w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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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酯布

樹脂 8-16%、鈦酸鋇 50-65%，愛迪克科技股

烘乾 120℃、15min

份有限公司)

導電銀膠

(7) 螢光粉 GG24(ZnS:Cu，25.13 μm，愛迪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版印刷
厚度 40m

烘乾 120℃、15min

(8) 水性樹脂(TTRI)
BT2100

(9) 網版(網目 150)

狹縫高度
50m

烘乾 120℃、15min
3-2 儀器設備

ITK5517+螢光粉
烘乾 120℃、15min

(1) 塗佈定型試驗機(C-5 6051，新瑞開發科技有
限公司 LABTEC)

PANI+PEDOT
+水性樹脂

(2) 膜厚計(寶憶企業有限公司)
(3) 變壓器(DC 轉 AC，TTRI)

狹縫高度
70、80、90m

狹縫高度
20m

烘乾 120℃、2min

(4) 織物影像分析儀(SONY ExwaveHAD LISTED
9C06，TTRI)

結果分析

(5)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JSM-650)
(6) 照度計(Digital light meter YF-170，宇峰電機
公司)

織物影像

塗層厚度

發光亮度

3-3 實驗流程
(1) 所 使 用 之 基 材 為 聚 酯 (PET) 織 物 ， 尺 寸 為
25×20cm 長方形布塊。
(2) 先將織物以網版塗佈方式在導電銀膠上製作
圖案
(3) 再將織物使用精密塗佈(comma bar)方式，依
序塗佈 BT2100(介電層)、螢光粉+ITK5517(發
光層)以及導電高分子(透明電極層)。而塗佈
參數(溫度與烘烤固化時間)如下:

圖 5 comma bar 塗佈示意圖

A.

導電銀膠 120℃、15min

B.

BT2100 以 120℃、15min

C.

螢光粉+ITK5517 120℃、15min

D.

PANI+PEDOT+水性樹脂 120℃、2min

E.

依序將以上樹脂塗佈烘乾，待樹脂烘乾後

軸支稱於布下，接著裝上塗佈棒，倒入漿料，藉由

取出。

滾軸的帶動並順著塗佈方向，將漿料均勻塗佈於織

3-5 塗佈方式示意
如圖 5-6 所示，先將織物固定於機台上，將滾

物上。

(4) 進行織物表面型態分析、塗層厚度分析、發
光亮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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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聚酯布塗佈BT2100表面觀察(放大4.5倍)

圖 6 電致發光織物結構圖

4.結 果 與 討 論
4-1 電致發光織物之表面及橫截面觀察

圖10 聚酯布塗佈螢光層表面觀察(放大4.5倍)

圖 7 聚酯布表面觀察(放大 4.5 倍)

圖11 聚酯布塗佈導電層表面觀察(放大4.5倍)

圖 8 聚酯布塗佈導電銀膠表面觀察(放大 4.5 倍)

圖12 織物塗佈各層樹脂之橫截面
圖 7-11 為未塗佈前之原布至塗佈各層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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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過織物影像分析儀放大 4.5 倍之表面觀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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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亮
度

(單

(lux)

(m)

塗佈

70

塗佈

塗佈

228±1

介電層

螢光層

導電層

60
50

66.2

55.2

40

35.9

30

70

80

90

螢光層狹縫高度(μm)
螢 光 層 狹 縫 高 度 (μm)
258±2

292±1

294±2

圖13 在電壓(75 V、150V、300V)下，不同發光層厚
度(70µm~90µm)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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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為經由照度計量測電致發光織物不同電

縫
高

62.1

70

0

層
狹

80

10

導電
銀膠

204±1

90

83.7

80.7

20

塗佈

螢
光

100

發 光 亮 度 (lux)

題，且表面平整度佳。

原布

102.2

110

圖 12 可看出樹脂在塗佈後較少有滲料之問

樣本

75V
15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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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佈後而有填補的作用，使織物表面更為平整。

表 1 不同螢光層厚度之各層樹脂平均厚度
位:m)

121.3

116.2

圖中可觀察到織物表面的孔隙，藉由每層樹脂的塗

壓與螢光層不同狹縫高度下之關係圖，由此可看出
90

202±2

224±1

256±2

300±1

303±2

發光強度隨著外加電壓增加而增加，主要是因為電

度

場的增加，提高了電子穿隧的機率，使更多的電子

表 1 為各層樹脂經過塗佈後，藉由厚度計測量

電洞對再結合，進而提升了其發光強度。而實驗結

改變不同發光層厚度之各層樹脂平均厚度。螢光層

果得知狹縫高度為 80µm，150V 時，所量測的亮度

狹縫高度為 70m 時，實際厚度約為 34m、螢光層

為 83.7lux，300V 時，所量測的亮度為 121.3lux 為實

狹縫高度為 80m 時，實際厚度約為 37m、螢光層

驗中之最佳數值，且當電壓提升至 300V 時，螢光層

狹縫高度為 90m 時，實際厚度約為 44m。

狹縫高度在 70~90µm 時，亮度值皆超過 100lux；此
外，從實驗結果發現，在相同電壓的條件下，相較

4-2 電致發光織物之發光亮度

於 70 與 90µm 的螢光層狹縫高度，80µm 的螢光層狹
圖 12 為式樣經過網版製作圖案後，並在電壓

縫高度參數具有較佳的發光亮度 121.3 lux。根據文

75V，不同狹縫高度下，施加電壓前與未施加電壓之

獻指出[3]，高介電層是將能量累積並傳遞給低介電

發光情形。

層，再激發螢光粉發光，但螢光層越厚時，必須要

(a-1)

(a-2)

得到更高的能量才能將能量傳遞給螢光層，來激發

(a-3)

螢光粉得到相同的亮度。
4-3 電致發光織物之剛軟度
表2 不同狹縫高度發光層之剛軟度測試(單位:cm)
(b-1)

(b-2)

(b-3)

樣本(m)

剛軟度

ITO/PET 薄膜

14

螢光層狹縫高度

70

12.1

螢光層狹縫高度

80

12.5

螢光層狹縫高度

90

13.2

表 2 為剛軟度測試，(根據 CNS12915 測試，其
圖12 不同狹縫高度於電壓75V下，通電發光情形
(1-3順序為70、80、90m)(a)未通電下之電致發光織
物(b)通電下之電致發光織物

以公分數表示，公分數越大，表示織物越硬挺)，其
結果顯示螢光層狹縫高度為 70m，平均剛軟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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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cm，其剛軟度較小，其次為螢光層狹縫高度

(4) 本研究成功的利用網版印刷塗佈製程於 PET

80m，平均剛軟度為 12.5cm，ITO/PET 薄膜平均剛

織物上製作 EL 發光織物，並可利用網版設計

軟度為 14cm，剛軟度最大，柔軟度最差。

出各種圖案之變化。未來將元件進行封裝
後，可視其用途做相關的檢測。

4-4 電致發光織物之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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