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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材料在許多的研究領域已經展現了它的潛能，並

具有極大的優勢，因此世界各地在奈米材料的開發上正蓬勃

發展中。小角度中子散射 (Small Angle Neutron Scattering, 
SANS)是一個強大的中子散射技術，結合中子具有磁矩與
對氫敏感的特性，常用以研究奈米尺度 (1 - 500 nm)上的樣
品尺寸與結構，如：高分子聚合物分子、生物分子、金屬和

陶瓷中的缺陷結構、岩石中的孔洞、磁簇、磁通線 TYPE-II
超導體等。在軟物質領域研究上，中子最大的優點在於可以

使用對比度變化 (contrast variation)方法，以氘替代氫的方
式，針對所需的分子物件作遮蔽，以解析科學研究上的問題。

在凝態物理領域上，藉著中子具有磁矩對磁性材料敏感的特

點，小角度散射也特別適合研究磁性團簇 (如：skyrmion-
lattice study)在旋轉磁場之運動行為探討。

小角度中子散射實驗技術簡介

ANSTO 小角度中子散射儀簡介

前言

本中心執行「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計畫，

目前冷中子三軸散射儀 (Spin-polarized Inelastic 
K-space Analyzer, SIKA) 運轉逐漸進入穩定階段，

除了在台負責行政及計畫管理的同仁外，尚有五

位專職研究及技術人員駐澳，以執行 SIKA 的運轉

及維護工作、用戶培育與服務，其中 2 位儀器科

學家與 1 位軟體工程師負責 SIKA 的運轉及維護，

另外 2 位儀器科學家分別參與澳洲核子科學和技

術組織 (Australia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ANSTO) 二 部 小 角 度 中 子 散 射 儀

(Quokka and Bilby) 與二部中子粉末繞射儀 (Echidna 
and Wombat) 的操作，皆已經獲得 ANSTO 同意，

能獨立操作這些設施，協助台灣用戶進行研究。另

駐澳儀器科學家也可自行架設部分樣品環境設備，

也已取得 20 噸級吊車操作的執照，在休假日樣品

環境組無法支援時，仍可進行實驗。因此，若國內

研究人員有研究需求時，可逕洽本文作者。

澳洲 ANSTO中子設施簡介 -小角度散射儀

在許多方面，Quokka小角度中子散射儀 (如圖一 )是
位於 OPAL中子導管大廳裡最重要的中子散射儀器之一，它
也是目前 ANSTO運轉中最大的中子散射儀 (全長 40米 )，
用戶使用率最高，涵蓋廣泛的科學領域，每年約可產出 30
篇 SCI科學期刊。

Quokka 位於冷中子導管 CG-1 終端，其配備德國
Astrium中子速率選擇器 (Neutron Velocity Selector, NVS)，
可選擇中子波長範圍在 4.5 - 40 Å之間。該中子速率選擇器

單色波長小角度中子散射儀 
(Monochromatic Wavelength SANS) – Quokka



之中子入射仰角可調，有二種操作設定，在仰角設定為 0度
時為標準解析度 (10 %)，而高解析度 (6.4 %)操作時仰角則
設定為 6.5度。 在準直器方面，Quokka擁有 9座可程序控
制之中子導管，可以控制中子光源至樣品距離 (L1)最近 1公
尺到最遠 20公尺之間。在樣品台上最大之中子通量為 4 × 
107 n·cm2·s-1，優於美國 NIST同級距之 NG7小角度中子散
射儀。

在偵測器的配置方面，Quokka 搭載一座 1 × 1 m2之

二維位置敏感型氦 3偵測器，此偵測器具有 192 × 192 個
像素，每個像素大小為 5 × 5 mm2。在樣品至偵測器距離方

面，Quokka可以自由選擇 1.3 - 20.1公尺間的任一偵測器距
離 (L2)。 因此，隨著不同的操作波長，Quokka的 Q 範圍在
標準操作模式下為 4×10-3 Å-1 < q < 0.7 Å-1 之間，若搭配氟
化鎂 (MgF2)之聚焦元件則最小 Q位置可以達到 6 × 10-4 Å-1

之水準，足以符合現代奈米材料之研究尺度需求。

在樣品環境的配備上，Quokka具有多樣化的選擇以應
用於各種實驗需求 (如圖二所示 )，Quokka標準配備為具
有自動控溫範圍在 -15 ˚C 至 110 ˚C間的樣品自動轉換台，
該樣品轉換台能容納最多 20個樣品，以滿足用戶自動化連
續樣品量測的實驗需求。詳細的樣品環境設備列表可以參

考以下連結：https://neutron.ansto.gov.au/Bragg/proposal/
Ancillaries.jsp?id=4&type=1

專文

圖一 位於 OPAL 中子導管大廳內的小角度中子散射儀：Quokka (圖
        左 )與 Bilby ( 圖右 )

吳浚銘、鍾世俊 (中子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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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Quokka上的標準樣品環境：20 組樣品自動選擇器，黃色框線 
       為液態樣品所使用之標準容器 Helima  Cell 與其 Holder。

圖四 Bilby 四套截光盤系統

圖三 Bilby的偵測器陣列：(a) 前偵測器陣列、(b) 後偵測器陣列與 (c)  
       偵測器陣列之訊號位置示意圖

Bilby (如圖一 )是 ANSTO最新一代的小角度中子散射
儀，此設施應用了中子飛行時間技術。因此，Bilby特別適合
從事動態量測的實驗。Bilby除了可以提供 Quokka之操作模
式外，與 Quokka最大的不同在於當它使用中子飛行時間之
操作模式下，可以同時收集大範圍的中子波長 (2 - 20 Å)在
單一的量測上。Bilby有二套獨立的偵測器系統設置在二座獨
立移動的載具上，在前後偵測器載具上共配置了六面氦 3位
置敏感型偵測器陣列 (He-3 1D-PSD Array)，每個陣列內含
40根 8 mm直徑之一維位置敏感型偵測器，六面陣列中二面
偵測器陣列在後載具上、四具偵測器陣列在前載具上，可在

18公尺長的真空腔體內依實驗需求調整偵測器與樣品間的距
離 (如圖三所示 )。在訊號擷取的 Q範圍方面，Bilby的前偵
測器在最強中子通量波長 3 Å下可提供約 1.3 Å-1的最大 Q
範圍，同樣的波長下，後偵測器則可擷取約 0.7 Å-1的最大 Q
範圍。在實際量測上，可以結合前後偵測器的 Q範圍達到最
小 8 × 10-4 Å-1至最大 1.3 Å-1的數據擷取範圍。

飛行時間小角度中子散射儀
(Time-of-Flight SANS)—Bilby



依 Quokka的單波長特性，在操作上需須依不同的 Q
範圍決定不同的樣品與偵測器距離 (L2)，以涵蓋所需須的
研究 Q範圍 (如：low Q、middle Q 與 high Q)。如圖五所
示，以 Biopolymer Hydrogel為例，在實驗中 Quokka可用
程序設定來自動調控儀器架構 (Configuration：L1=L2=20 
M+Lens for Low Q, L1=L2=4M for middle Q與 L1=L2=1.3M 
for high Q) 的方式擷取樣品訊號，並能夠與更大尺度的中
子散射儀 USANS之數據結合，以獲得更完整之樣品散射
光譜來作更全面的科學闡釋。 在不同的 Q範圍配置中，
Quokka可依其中子通量作量測時間的最佳化調整，如：
high Q 量測時間 5分鐘，middle Q為 15分鐘以及 low Q
的 45分鐘量測時間，在 low Q設定與 Lens的搭配下，量
測時間為沒有 Lens的兩倍。若專注於特定 Q範圍的量測
配置下，Quokka可以很快速的完成實驗量測，如：lipid 
membrane 的 bilayer structure 研 究 主 要 在 high Q 範 圍
上，因此，可在 5 - 10分鐘內即可完成一組實驗數據擷取。 

與 Quokka相較，Bilby的 Time-of-Flight優勢在於不須
藉由偵測器的位移，即可實作大範圍的 Q值數據量測 (如圖

Quokka與 Bilby的主要分別

如圖四所示，Bilby配置了 4套截光盤 (disk chopper 
system)來提供中子脈衝白光 (波長 2 - 20 Å)，依實驗的解
析度需求，二個轉盤可設定配對負責篩選符合解析度條件範

圍內的中子通過，另二個轉盤則為淨化轉盤負責清除未被

篩選中的發散中子。除了截光盤系統外，Bilby也裝置了與
Quokka一樣的Astrium中子速率選擇器，與截光盤系統搭配，
可以達到最小 2 Å 至最大 20 Å的中子波長選擇範圍。 在樣
品台的設計上，Bilby 擁有 650公斤承載能力之四軸 (X, Y, Z 
and θ)樣品台，一般標準設定為使用具有 -15 ˚C 至 110 ˚C
溫控範圍之樣品自動轉換台，此外，Bilby亦擁有多樣化的
樣品環境可供選擇，詳細的樣品環境列表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s://neutron.ansto.gov.au/Bragg/proposal/Ancillaries.
jsp?id=13&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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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方所示 )，這特別適合運用在動態 (Kinetic)樣品的研
究上，可以對單一樣品進行長時間不間斷的數據擷取，利用

Time Slicing技術，可在實驗完成後利用軟體作樣品動態變
化之分析。唯獨 Time-of-Flight受限於中子導管之光譜分佈
影響的先天限制如圖六所示，其短波長與長波長之中子通量

較中間波長 (Peak~3.0 Å)來的小，因此在數據擷取時必須
耗時較久才能獲得較佳的 Low Q與 High Q之統計數據。

圖五 Quokka 之 Biopolymer Hydrogel 與 USANS 數據結合之實驗
       圖譜，圖中不同顏色的線條為不同儀器架構 (L1, L2與 Lens 設
       定 )所擷取之數據。Bilby之動態量測 Q範圍標示於下方

圖六 Bilby 之 CG2A 中子導管的中子波長與中子通量之分佈圖

在許多 SANS的研究例子中，常會應用到氘化樣品技
術。由於中子對氫敏感，因此可以藉由氘化樣品來改變樣品

本身的 SLD (Scattering Length Density)，並大幅增加中子
對樣品本身的對比度，因此對於樣品結構內的細節變化，可

以藉著氘化樣品的操作而顯現出來，如：蛋白質結構內的孔

洞結構；或者是利用局部樣品氘化之技巧，來研究複雜結構

樣品之單一功能區域之科學現象。 

目前 ANSTO 擁有南半球唯一之國家級氘化設施
(National Deuteration Facility, NDF)，藉由其獨特的設施將
分子內的氫轉化成氘，可提供生物氘化與化學氘化技術的分

子氘化。NDF目前可生產氘化蛋白質，氘化之生物高分子、

氘化樣品

小角度中子散射儀在奈米尺度的材料應用科學領域中

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ANSTO的 Quokka與 Bilby二座
小角度中子散射儀，涵蓋了從奈米尺度到微米尺度的科學

應用，科學領域由凝態科學的磁性、超導領域到軟物質領

域的高分子與生物蛋白質等科學應用皆囊括在內。若輔以

氘化樣品之技術，在對比度的變化操作上，可以協助釐清

許多科學上的疑問，對國人之科學研究不管是生物醫藥領

域、高分子領域、綠能材料開發、磁性物質、與新穎奈米

功能性材料等領域，將可望作出重大的貢獻。

總結

核酸和合成的小有機分子，如脂質、磷脂、糖、表面活性劑、

脂族烴和芳族雜環化合物，具有氘和穩定同位素碳 -13和 /
或氮 -15的蛋白質的雙重和三重標記也是可行的。

在化學氘化方面，現階段 ANSTO NDF擁有三具 1.2 L
大型帕爾反應爐 (Parr Reactor)，將欲氘化之樣品，在高溫、
高壓下藉由催化劑將 D2O的 D置換原本樣品之 H，以達到
樣品氘化的目的。詳細的化學氘化案例，可參考以下的連結：

http://www.ansto.gov.au/ResearchHub/OurInfrastructure/
NationalDeuterationFacility/Casestudies/index.htm

         
在生物樣品氘化是利用重水培養微生物 (一般是大腸桿

菌，但是依需求也可以利用酵母來表現所需要的蛋白質 )，
輔以氘化之碳源培養基，依研究需要氘化的程度與品質、生

物量、純化和表現氘代分子 (如蛋白質 )數量來結束培養週
期。NDF的生物氘化實驗室所擁有的配備，具有進行氘代
(2H)和多重標記生物分子 (2H，15N，13C)、生物合成、純化
和生物表現的能力。詳細的生物氘化例子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www.ansto.gov.au/ResearchHub/OurInfrastructure/
NationalDeuterationFacility/BiologicalLabs/index.htm

在合併 ANSTO中子散射儀器之中子時間下，ANSTO
的國家級氘化設施目前開放外國用戶申請使用，如此可以大

幅降低氘化樣品生產成本與運送風險，在時程上也比較容易

搭配中子儀器時間使用。

ANSTO Quokka 與 Bilby 之性能規格比較表

q (Å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