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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活性模板以及即時之奈米孔洞模板以製作多孔性碳管
英文摘要
By using the simple reactive template method employing Na and C6X6, the unique
non-Iijima type porous carbon nanotubes and carbon nano ball were fabricated at a relative low
temperature. We anticipate the material to be useful in many applications. Investigation is in
progress.
中文摘要
以各種形貌的金屬鈉以及即時製作的 NaX 奈米模板以製作多孔奈米碳管以及奈米碳球。
以模板為基材製作一維材料是普遍使用的方法。本研究以特製之活性模板大量製作碳管陣
列。並在反應同時製作奈米尺度顆粒成為奈米孔洞之模板，以製作多孔性碳管。
其製作示意圖如左：
首先將 NaH 平舖於 AAO 模板之上，再以
623K 進行裂解產生金屬鈉。由於初產生之
金屬鈉在此高溫下為熔融狀態會延著 AAO
的管壁流入 AAO 管柱內。在 AAO 管柱內
形成金屬鈉的薄膜，在通入適當的碳材前驅
物與金屬鈉反應以形成碳管於 AAO 管柱
內。同時反應產生的 NaF 奈米顆粒均勻的鑲
嵌於碳管中形成多孔性碳管。

所得多孔碳管陣列由下圖所示
圖(a)為 AAO 除去後所得碳管陣列之 SEM 照
片，圖中顯示所得碳管陣列緻宻、均勻又長
又直有 60µm 長，與 AAO 管道長度相近。圖(b)為高倍率放大的多孔碳管。圖(c)為碳管除
去後 NaF 顆粒殘留於表面的 AAO 模板內壁。圖(d)所示為碳管陣列中單支碳管的 TEM 照
片，由照片顯示碳管口徑約為 300nm 與 AAO 管道口徑接近，而碳管的管壁約為 20nm 不
具結晶性，顯示此碳管陣列由非晶性碳所組成之大中空管柱。管壁上的孔洞清晰可見。

(a)

(b)

(c)
(d)
另外也由比表面積的量測顯示此多孔性碳管的比表面積為 183m2/g，経由 BJH 計換算此多
孔性碳管包含 3 nm 孔洞總體機為 0.40m3/g。其吸附脫附曲線如下所示。

另外我們也以顆粒狀分散均勻的鈉金屬來製作奈米碳球。以顆粒狀分散均勻的鈉金屬與適
當的有機氯化物為前驅物進行反應。反應產物由 SEM 影像(下左圖)顯示所得為分佈均勻之
碳球，其大小約為~150nnm。右圖為 TEM 影像顯示其內部為實心的結構。

再由其放大影像可以發現其實是由更微小的顆粒所組成。其內部的顆粒是以由即時製作的
NaCl 小顆粒為模板製作所得。在 HRTEM 影像(右下圖)中 NaCl 的顆粒清晰可見。

再由碳球壁的 HRTEM(下右圖)以及電子繞射圖譜(下左圖)可以顯示所得碳球為具結晶
性的洋蔥圈結構。與上述不具結晶性的碳管稍有不同。

總的來說，以分散的鈉金屬與有機氯化物進行反應，可以得到顆粒大小分佈均勻之具
結晶性的洋蔥圈結構的碳球，其大小約為~150nnm。而碳球之內部佈滿平均孔俓為 5nm 的
奈米孔洞，其表面積約為 280m2/g。其產物形貌也是由鈉金屬顆粒之形貌與所產生之 NaCl
顆粒之形貌所控制。此碳球與上述之碳管有不同的結晶性則是由於所使用的前驅物為
C5Cl6，其五員環的結構利於形成具有弧度的洋蔥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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