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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不同比例(4:1)水性 PU:鈦酸鋇粉製作高介層對導電布發光亮度與塗佈的影響，利用塗
佈刀厚度 30mm、40mm、50mm、60mm 方式去塗佈並加入輔助鍍錫銅線能使導電布塗佈的均
勻度及發光亮度提升，塗佈隔距 30mm 時具有較高的亮度、亮度均勻性 99%、電阻 1.82MΩ
以及利用實驗 B 高介電層+螢光層+導電層(PEDOT)塗佈有較好的發光穩定度、發光亮度，最
後再進行電致發光導電布的柔軟性及防水性質測試與分析。
關鍵詞: 電致發光導電布, 鈦酸鋇粉, 塗佈厚度, 防水性質

Abstract
In this study, different ratios (4: 1) water-based PU: barium titanate powder produced effects of high
dielectric layer of conductive fabric emission brightness and coated by knife coating thickness of
30mm, 40mm, 50mm, 60mm way to coated and added auxiliary tinned copper conductive fabric
coating enables uniformity and light emission brightness enhancement coating gauge 30mm, has a
high brightness, brightness uniformity of 99%, the resistance and the use of experimental B 1.82MΩ
high dielectric layer + firefly optical layer + conductive layer (PEDOT) is coated with a good degree
of stability light, brightness, and finally carried out the softness and repellent properties of test and
analysis of electroluminescent conductive fabric.
Keywords: Electroluminescent Conductive Fabric, Barium Titanate Powder, Coating
Thickness, Repellent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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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理論
電致發光(Electroluminescence,EL)元件之結構與動

電致發光(Electroluminescenc, EL)，是一種直

作原理

接將電能轉變成光能的現象，因為轉換效率極高，
發光的過程不會產生熱能，屬冷光發光。現今冷光

是通過加在兩電極的交流電壓產生的電場，被

板普及，特色重量輕、厚度薄、亮度高、均勻性佳，

電場激發的電子碰擊發光中心，而引起電子能階的

常應用在裝飾品、玩具、燈具、顯示器之背光源、

遷躍，導致發光的一種物理現象，即電致發光現象。

手錶光源、個人攜帶通訊電子產品光源等，也符合
電子自電極經過穿隧(tunneling)作用進入絕緣

目前光電產品所需的輕薄短小及國際綠能的要求，

層，使得電子聚集於絕緣層與螢光層的介面，當所

使生活添加了許多色彩。[1]

施加的偏壓大致臨界電場(threshold field)時，聚集
電致發光技術最早源自粉末型電致發光元件，

於介面處的電子因穿隧效應而進入螢光層，此時電

製成結構只是以不同粉體混合黏著劑行程漿料後

子因高電場加速而成為熱電子(hot electron)於螢光

塗佈置塑膠基材上，易製作、產品可彎曲、耐震動、

層中，使螢光層內發光材料中的冷光中心

顏色多樣。然而大多數的螢光粉擁有專利保護，價

(Luminescent center)的外層電子受到激發，產生電

格也較昂貴，造成製造成本的提升，往往因為原料

子遷移造成外層電子被提升至主體(host)晶格的傳

成本太高、發光效率下降過快，使得產品應用效果

導能階而形成自由電子，同時冷光中心還會發生離

不佳，因此電致發光現今已朝向節省資源、發光效

子化現象，當自由電子與離子化的冷光中心再結合

率高及低成本方向發展。[2]

時，就以光的形式放出能量差。

一般 EL 導電布的結構，包含基材(導電布)、

由圖 2 能帶圖觀察所示，電致發光的物理過程

介電層、螢光層(螢光體)及導電層，最外層再貼上

可簡述如下：

絕緣膜，即為冷光導電布。目前發光元件以多層結
(1). 電場作用下，發光層與絕緣層介面處束縛的

構發光元件的發光效率最佳，其組成包含陽極、電

電子，穿隧發射至發光層。

洞注入層、發光層、電子注入層和陰極。[1]

(2). 同時，發光層中雜質和缺陷也解離出部分電
電致發光導電布雖彎曲性與柔軟性沒有發光

子，這些電子在電場作用下被加速。

紗線來的好，但其發光亮度較均勻、面積較廣且塗

(3). 當其能量增加到足夠大時，碰撞激發發光中

佈方式也較發光紗線來的簡單，且操作電壓低、低

心，從而造成發光。

成本、製成簡單、重量輕，適合應用於大範圍面積，

(4). 電子在穿過發光層後被另一介面擄獲。

如廣告標語、交通號誌及汽車儀表等。
薄膜電致發光元件多採用交流電交流電源驅
電致發光導電布可應用於手提袋子的裝飾，使

動，當外加電壓反轉時，上述 4 個步驟重複進行，

過路人提手提袋在夜間行走時，因發光而增加其過

從而實現連續發光。[4]

路安全性，賦予的防水性能也能增加其實用性、耐
用性，以達疏水效果。
本研究是利用可調速的自動塗佈機刀頭塗佈
器調整塗佈厚度隔距 20mm、30mm、40mm、50mm
然後觀察導電布的塗佈均勻性、發光亮度以及剛軟
性質，最後噴塗 PTFE 增加其防水性質。
自動塗佈機不同於以往手動塗佈棒的塗佈，刀

圖 1 元件施加偏壓時電子撞擊激發圖[1]

頭塗佈器改善塗佈棒只有單一厚度的缺點，藉由可
螢光粉受電場激發原理

調動達到省時、省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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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螢光體經過激發源激發之後，使螢光體內的電
子從基態獲得足夠的能量，躍遷到較高能量的激發

實驗材料

態。位於激發態的電子，因具有較高的能量，通常
不太穩定，有放出能量及回到較低能態的趨勢。這

(1). 導 電 布

種高能量電子放出能量的過程，稱為「緩解」。

FCN-M834A(Thickness:0.09mm

R:<0.05 Ω /sq)- 防 滲 透 處 理 ， PET Cu+N

電子從激發態返回基態的緩解過程有兩種，一

(A4 大小)

種是所謂的「輻射緩解」；另一種則是「非輻射緩

(2). 鍍錫銅線絞線直徑 0.27mm(0.65Ω/m)

解」。輻射緩解的過程，就是當電子從激發態返回

(3). 螢光粉(GG24 ZnS30%:Cu70%，20~30um，愛

基態時，放出的能量是以電磁輻射的方式呈現。非

迪克科技有限公司)

輻射緩解的過程，電子從激發態回到基態，所放出

(4). 鈦 酸 鋇 粉 (BT-4M ， BaTiO3 ， 0.95~1.2um，

的能量是以「熱」的方式消耗掉，此緩解過程不會

Acetic acid soluble in wt%<1.0，愛迪克科技有

產生螢光。

限公司)

由圖 3 顯示，具有螢光物質的化合物吸收一特

(5). 二 氧 乙 基 塞 吩 (PH1000 ， PEDOT ， 電 阻 率

定波長激發光(excitation light)之能量後，由基態激

(ρ)7.66×10-4，片電阻 76.6Ω/sq ，
ALDRICH)

發到高能量的能態 E 時，多餘的能量以非輻射緩

實驗儀器

解的方式釋出部份能量被反射或以熱能方式消耗，
(1). 可 調 速 自 動 塗 佈 機 ： Automatic Film

另一部分能量則轉到較低能量的能態 E’，再放出

Applicator-1137，Sheen

可見光，返回基態[6-7]。

(2). 刀 頭 塗 佈 器 ： 刀 頭 角 度 為 45 ﾟ ，
Elcometer3570，Elcometer
(3). 熱風循環式烘箱：ED，Binder
(4). 織 物 影 像 分 析 儀 (SONY Exwave HAD
LISTED 9C06，TTRI)
(5). 照度計(Digital light meter YF-170)
實驗步驟

圖 2 螢光粉激發之能階示意圖[1]
接觸角原理
當固體表面張力小於液體表面張力θ>90°時，
可達到疏水效果，反之當固體表面張力大於液體張
力θ>90°時則達到親水效果。其中 γSG 為固氣之間
的表面張力(surface tension)、γLG 為液氣之間的表
面表面張力，γSL 為固液之間的表面表面張力。(圖
3) [3]

圖 3 接觸角防水運作原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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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可知隨著厚度下降變異係數(CV%)會越低，塗
佈厚度在 20mm 有較小的(CV%)6.05 及最薄的厚度
0.89mm，但電致發光在電壓驅使之下，電流會流
經營光層，若流經的電流過大，發光層會處於崩潰
狀態，因此介電層(絕緣層)為必備條件，當選用的
介電層厚度過厚時會使得起始電壓提高進而降低
介電的強度，導致 EL 的崩潰，太薄又會使得介電
的擊穿，本實驗選用 30mm 塗佈厚度塗佈可以達到
最佳的效果。

圖 4 導電布隔距厚度 20mm、30mm、40mm、50mm
與變異係數的比較圖
電致發光導電布剛軟性質分析
電致發光導電布經過介電層、螢光層及導電層
(PEDOT)的塗佈之後，由表 3 得知塗佈後導電布的
實驗方法

正面較硬(72mm)、反面較軟(65mm)；經向較軟
(51mm)、緯向較硬(66mm)，而導電布的柔軟度應

(1). 將導電布 297mmx210mm 放置於塗佈機上。

原會隨著厚度的上升而變硬，但因為水性 PU 具有

(2). 利用塗佈機，將導電布依序塗佈上介電層、

較低的揚氏係數，使得導電布在塗佈後厚度變高，

螢光層，再利用塗佈棒塗上塗上導電層

柔軟度卻有越來越軟的趨勢，由圖 4 可得知隔距過

(PEDOT)。

厚會造成電場的崩潰，降低電致發光的強度因此選

(3). EL 導電布之塗佈厚度有 20mm、30mm、

用塗佈隔距 30mm 方式塗佈。

40mm、50mm，介電層螢光層、導電層、及

表 1 不同塗佈厚度的導電布剛柔軟度之比較(mm)

封裝層烘乾溫度為 150℃。
(4). EL 導電布各層完成後則測量導電布之發光

經向

亮度測試、柔軟度測試、防水性質測試。

原布

20mm

30mm

40mm

50mm

79

72

51

56

54

66

65

46

55

56

93

58

65

61

62

57

56

66

48

54

正面

結果與討論

經向

電致發光導電布塗佈均勻度探討

緯向

反面
正面

利用塗佈刀隔距 20mm、30mm、40mm、50mm

緯向

不同的厚度去塗佈高介電層、螢光層、低介電層、

反面

導電層，即為電致發光導電布，測試各導電布的厚

電致發光導電布塗佈亮度比較

度 10 次計算平均、標準差，再計算其變異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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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比例高介電亮度比較

時，介電層儲存的能力越好，就越不會產生介電崩
潰的情況，又因高介電+螢光層+低介電+導電液

利用水性 pu 跟鈦酸鋇粉 2:1、4:1、8:1、10:1

(PEDOT)實驗 A 雙層它的厚度較高，使得電阻值

比例混合成高介電層，再依序加工上相同條件的螢

的提升，因此實驗選用只塗高介電層+螢光層+導

光層、低介電層、導電層製作導電布，再利用照度

電液(PEDOT)實驗 B 的方式，其亮度 18~23(lux)、

計去測量亮度(lux:每單位面積所吸收可見光的光

電阻 1.8 MΩ，亮度均勻性 99%的方式製作電致發

通量)。由圖 5 可得知，水性 pu 與鈦酸鋇粉混合比

光導電布有較好的效果。

例為 2:1 時亮度 21(lux)介電係數 16.3、4:1 時亮度

表 2 電致發光介電層亮度(lux)、電阻(MΩ)、均勻
性比較(%)

23(lux)介電係數 11.7、8:1 時亮度 10(lux)介電係數
6.1、10:1 時亮度 7(lux)介電係數 3.6，在 2:1 與 4:1
想比下發光亮度差異亦小，電致發光裝置的亮度正

介電層

亮度
(lux)

電阻
(MΩ)

均勻性
(%)

比於單位面積流經發光層的電荷數量，也就是說，

實驗 A 高介電+低介電

24~27

3.7 MΩ

95%

介電質愈高，愈容易使電荷穿越，產生的亮度也會

實驗 B 高介電層

18~23

1.8 MΩ

99%

愈亮。發光層 2:1 有較高的介電係數 16.2、亮度為

實驗 C 低介電層

12~14

2.35 MΩ

80%

21(lux)，但基於成本考量選用高介電層發光亮度相
電致發光防水性質分析

近 的 4:1 配 比 去 塗 佈 其 亮 度 為 23(lux) 、 黏 度
9400cPs、介電係數 12.1。(表 1)

利用噴塗 PTFE 在導電布的表面上使之達到防
水性質，以噴塗 3 次的方式，第一次每分鐘 70g (烘
箱 120°，2 分鐘)、第二次 70g(烘箱 120°，2 分鐘)、
第三次也是 70g(烘箱 120°，4 分鐘)，再利用接觸角
拍攝其織物與水滴的外觀，當接觸角為 0 時是濕潤
的，接觸角 0<θ<90°會有親水效果，而接觸角>90°
時會有疏水效果，由圖 7 可得知交觸角的角度大於
90°，103°>90°，因此有疏水性質的產生。

圖 5 不同比例高介電層(水性 PU:鈦酸鋇粉)比例
2:1、4:1、8:1、10:1)與發光亮度之比較
表 1 不同比例高介電層、變異係數 CV%、黏度及介
電係數比較
水性 PU:
鈦酸鋇粉

變異係數
(CV%)

黏度 cPs 介電係數 亮度(lux)

10:1

2.88

4300

3.6

7

8:1

3.14

7900

6.1

10

4:1

3.95

9400

12.1

23

2:1

6.05

12500

16.2

21

圖 6 噴塗 PTFE 50g、70g/min 接觸角的時間與角度
關係圖

2. 有無高/低介電層亮度探討
塗佈高介電層+螢光層+低介電層+導電液
(PEDOT)實驗 A 的亮度 24~27lux，塗佈高介電層+
螢 光 層 + 導 電 液 (PEDOT) 實 驗 B 的 亮 度
18~23lux(單層)，塗佈螢光層+低介電層+導電液
圖 7 導電布噴塗 PTFE 接觸角 110°外觀影像圖

(PEDOT)實驗 C 的亮度 12~14lux，高介電層與低
介電層相比有較高的介電係數，介電系數越高，代

結論

表其儲存電荷的能力越強，當電致發光受電壓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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