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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BL01B 光束線之光學元件相關位置，包括了鈹窗（Be window），聚集鏡（FM），DCM
（雙晶分光器），四組狹縫S1, S2, S3, S4（BTRL為下上右左等方向的狹縫控制）。

制光束的發散。而在送抵實驗站後，亦有兩組針孔，

進行最後的光束準直和雜散射光的過濾。目前，我們

利用光束線尾端的第四組狹縫（0.5 mm x 0.5 mm），

和相距約4.845 m的實驗站第一個針孔（0.5 mm直徑）

將光束的發散控制在0.1 mrad，其餘的狹縫和針孔則

作為降低雜散射之用。

SAXS 前端

圖二為小角度散射實驗站設置之示意圖。依序包

含了雷射輔助定位系統，第一組針孔、光束衰減轉盤、

第一光束強度監視器、真空管路段、第二組針孔、第

二光束強度監視器和樣品平台。這些小角度散射的分

部組件皆座落在一個光學桌上，其各部的功能及使用

說明如下。

小角度X光散射儀之硬體設置

光源與光束線

BL01B光束線從SWLS的水平張角中，擷取了中

央3 mrad 最好品質的X光光源。光束線的光學元件配

置如圖一所示，入射光經由圓環（toroidal）聚焦鏡

聚焦在BL01B實驗站的後方-即X光偵檢器的位置，為

理想的小角度散射（低Q值）的光學設計。此乃因最

小可解析的Q值與小角度散射儀最大可解析的尺度

（~1/Q）息息相關。在此，|Q|=|k-k'| =4πsin(θ/2)/λ，

是散射前後X光之波向量變化（wave vector transfer），

而θ為散射角。我們調整上游X光光束在聚焦鏡（FM）

的入射角至3 mrad，其對應的X光全反射臨界能量為

22 keV，即Ru元素的K-edge特徵吸收能量，以便有

更大的空間進行異常小角度X光散射（anomalous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來解析多相系統的

複雜結構（註-SWLS

本身的光源能譜可達

35 keV）。入射光的

能量選取，即單頻光，

可由一個 Ge（111）

雙晶分光儀（double 

crystal monochromator，

DCM）來操控。在傳

輸至實驗站之前，光束

線由四組可調式狹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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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BL01B實驗站的小角度散射裝置示意圖。

至同一平面但垂直

於入射光方向上的

第二個NaI X光偵

檢器。

樣品平台與環

境控制：樣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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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式小角度X光

散 射 或 薄 膜 樣 品 的 掠 角 入 射 小 角 度 X 光 散 射

（GISAXS）。針對薄膜樣品，我們提供了水平和垂

直的樣品吸盤，可讓一般平整的基材如矽晶片吸附定

位。對於一般固態和液態樣品，我們提供氣密的樣品

室，可彈性地封住直徑5 mm、厚度10 mm以內的各

式樣品。樣品溫度可程式控制，在-30˚C到300˚C間

作臨場（in-situ）的動態量測，也可在數分鐘內從

150˚C內降至0˚C。樣品亦可選擇在各種氣體、壓力、

系列熱處理過程之下進行SAXS的量測。

SAXS 後端（樣品之後）

BL01B SAXS的後端段包含了真空腔、光束擋片、

影像板（imaging plate，IP）和線性偵檢器（LD）系

統。依序說明如下：

樣品後的真空段：SAXS後段的真空，為數段真

空腔結合而成，可彈性調整樣品到偵檢器的距離—由

最短的400 mm到最長的2700 mm。可搭配所選用的

光束波長調整欲量測的Q值範圍。

光束擋片：位於後段真空腔內的盡頭，偵檢器之

前，可遮擋穿透樣品的入射光，以避免偵檢器受強光

燒損。光束擋片材質為Ta，厚度為1 mm，直徑則可

有4, 6, 7, 和8 mm等大小，依實際需要選用。

X光偵檢器系統  

影像板：在後段真空腔內的盡頭，裝設有收集樣

品二維散射影像之影像板（imaging plate，IP）插槽。

IP對於X光的偵測在BL01B可用的能量範圍（5-22 keV）

均有良好的偵檢效率，且其20 cm x 40 cm大面積分佈

的偵測元（pixel），100 µm的位置解析度，和單一

pixel 高強度（106光子）的偵測能力，為收集具有大

雷射系統：包含了一個半導體雷射和一個反射鏡

面。通過兩組針孔，至直射X光光徑上的雷射光束，

可提供樣品、光束擋片、偵檢器入口狹縫等快速精確

的定位。  

針孔準直系統：包含兩套相距970 mm（距離可調）

的針孔模組，分別作光束的校準（P1），和雜散射的

濾除（P2）。每一針孔模組載負三個1 mm厚，直徑

為15 mm，Ta材質的圓盤。圓盤中心的針孔直徑分別

為0.5, 0.75, 和1.0 mm，可供移換。每一針孔皆具有

5度的發散角，以降低直射光在通過針孔時，因針孔

的縱身截面引發的雜散射。在同一支架上，亦配備有

與針孔同軸的x-z電動狹縫組，可用作光束的搜尋。

在Q值解析度要求不高，但需高強度X光的實驗（如

動態研究）中，我們也可移開針孔，以較大開口的狹

縫，增加入射光的強度。

光束衰減轉盤：可對不同能量的光作適度的衰減，

以避免因樣品的強散射光對偵檢器造成損傷。實驗時

我們亦利用衰減器，將直射光衰減至X光偵檢器可承

受的範圍，直接量測有樣品和無樣品時的直射光強度

比，以量取樣品的X光穿透率。

真空光徑和第一光束強度監視器：在兩組針孔模

組之間，我們置入真空管路以減低光的衰減和散射。

真空腔的兩端為可通過X光的Kapton窗。上游靠近第

一針孔的一端為45˚斜角的Kapton窗，不僅負責真空

的封口，同時也提供了散射光至位於窗口正上方的

NaI X光閃爍偵檢器，作為光束強度的監視。而第一

針孔位置的校正，也倚賴此一偵檢器。

活動反射片和第二光束強度監視器：為校正第二

組針孔的準直，我們在第二針孔後方，樣品平台上的

前緣裝設了一活動式Kapton反射片，可將直射光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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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
 d∑(Q)

dΩ

=(       )[                                                       ]/Isen(Q)  fTmt
1 (Is(Q)-cId(Q)-     c' (Iemp(Q)-c"Id(Q))

Tc

Tm

我們可有最優化的樣品散射強度，此時穿透係數為

T=e-1。最優化的樣品厚度直接影響到數據收取的時間，

這對於散射微弱，需長時間累計數據的樣品，尤其

重要。決定最優化樣品厚度的樣品吸收係數可由

www-cxro.lbl.gov/optical_constants/atten2.html網

站上查詢。具有高穩定度 Is（Q）的標準樣品，如特

別處理之聚乙烯（其小角度散射圖譜如圖三所示），

可快速準確的量測出特定SAXS結構狀態下的共同因

子f。決定出 f因子後，同一個儀器結構組態下量測的

小角度散射數據，可透過此f值轉換到絕對強度。

在實際量測中，我們仍需考慮樣品以外的背景散

射Iemp（Q）、偵檢器的每一pixel的敏感度Isen（Q）、

偵檢器的電子雜訊量測Id（Q）以及同步輻射光通量

隨時間衰減的效應。故式（1）仍需修正如下

（2）

式中c，c'，和c"為入射光通量歸一到同一入射強

度的修正係數（入射光監視器的強度比值），Tm和Tc

分別為樣品+樣品環境（如，水溶液樣品+樣品封窗），

和樣品環境（水+樣品封窗）的穿透係數。Isen（Q）

則為偵檢器每一pixel個別對X光的偵檢效率。

範圍散射和高散射強度落差的二維影像之方便快捷的

偵測器。但IP的散射背景值較難處理，對於微弱的散

射，不容易與雜散射訊號分離乾淨。另外，在曝光之

後我們必須作IP顯影的工作，才能觀察到散射影像。

一維線性偵測器（linear detector, LD）：在後段

真空腔的出口為一個50 mm長，80 µm位置解析度的

LD偵測器。LD對X光的吸收有非常好的強度線形解析，

是量測低散射、精準細緻散射曲線的良好偵檢器。但

相對地，其能接受的總強度限制在~104 photons/s。

這對快速（秒級）的動態量測較不適用（一般約需

收集到106光子總數以完成一個有合理統計誤差的

SAXS圖譜）。

小角度散射—實際量測與數據淨化

SAXS的量測可以精準地量化，這對實驗系統的

定量分析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對理論模型的檢測也有

決定性的影響。量化的SAXS對於實驗細節的要求，

相對地也提高甚多。在實際量測中，偵檢器所收集到

的每秒光子數，即樣品的散射強度 Is（Q），與入射

光強度 Io、樣品每單位體積之散射微分截面 I（Q）= 

（d∑（Q）/ dΩ）/ V（簡稱為絕對散射強度，常用單

位為cm-1）、受光之照射面積A（通常為入射光點的

大小）、樣品之厚度t、穿透率T及偵檢器之偵測張角

∆Ω及偵測效率e有如下關係 :

Is（Q）=IoI（Q）At T∆Ωe．．．．．．．．．（1）

在量測小角度散射 Is（Q）數據後，利用式（1），

可濾除樣品幾何因子（A，t，和T）和儀器參數因子

（Io，∆Ω，和e），淨化出可方便在不同的量測間相

互比較或與理論模擬作擬合（fitting）的絕對強度I

（Q）。這個程序通稱為數據淨化（data reduction）。

在數據淨化的程序中，我們需知道式（1）中的其它

參 數 ， 尤 其 是 與 儀 器 參 數 有 關 之 結 合 因 子 f

（=IoA∆Ωe）。我們常用一已知厚度、穿透係數、和

I（Q）的標準樣品，和實際量測到的散射強度 Is（Q），

來推算出儀器在特定結構參數下（如樣品到偵檢器距

離、光束大小、波長、偵檢效率等）的f值。因此，

在絕對散射強度的量測中，樣品的穿透係數量測是

必要的。對式（1）作厚度的變分，d（Is）/dt = 0，

我們得知當樣品的厚度是其X光吸收係數的倒數時，

圖三 BL01B之Polyethylene 和Ag-behenate小角度散射
圖譜，分別表現了最低可量測的Q值~0.004Å-1和最
大可量測之Q值~1.0Å-1。本小角度散射儀涵蓋的動
態Q範圍高於250，（Qmax / Qmin），適於探索 0.5 
nm 至 150 nm尺度內的奈米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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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BL01B 小角度X光散射儀器特性

X光光源能譜 5-22 keV 

能量解析度 ∆E / E = ~10-3

聚焦鏡片 Toroidal鏡片1：1聚焦比

單頻器 DCM，Ge 111

光束點大小 50 µm - 1000 µm連續可調

光束準直狹縫 50 µm - 40 mm連續可調

光束準直針孔 0.5，0.7，1，1.25 mm

樣品位置之光子通量 ~3 x 1011 光子 / 秒（5-22 keV）

樣品到偵檢器距離 400 mm - 2700 mm

可量測之Q值範圍 ~0.004Å-1 至 >1.0 Å-1

可量測樣品之長度 0.5 nm - 150 nm

IP：20 cm x 40 cm，100 µm 解析度 

偵檢器 LD：5 cm長，80 µm解析度

LD：20 cm長，200 µm解析度  

溫度：-30˚C - 300˚C，

樣品環境控制 氣壓：30 mtorr -1 ATM

氣體：He，N2，H2，Ar，O2

薄膜：面積大於10 mm x 10 mm

樣品型態與大小 液體：直徑1-5 mm，厚度1-10 mm

固態：直徑1-5 mm，厚度0.5-4 mm
圖四（a）團聯共聚合物PS-P4VP與雙極性分子
               DBSA的錯合體之小角度散射曲線。

圖四（b）顯示出由SAXS譜線推演出錯合體的結構中的結構
                示意圖。

結語

最後，我們將BL01B實驗站的小角度散射儀的特

性整理成表一。相信NSRRC的小角度X光散射實驗設

置對SAXS應用在生物分子、高分子、合金、以及其

他含奈米級結構方面的研究必能有所助益。感謝本中

心張世汯、劉金炎、黃志謀、劉定國、張劍虹、莊瑞

明、湯茂竹、李志甫、許火順、曾金榮、及副主任梁

耕三先生等的協助、指導和鼓勵；清大化工系陳信龍

教授提供SAXS散射數據、分子結構圖和解說。

在絕對強度 I（Q）的校正之外，我們亦常用一

Silver-Behenate（CH3(CH2)20COOAg）的硬酯酸樣

品作儀器的Q值校正。Silver-Behenate有很規律的分

子間距58.38 Å，對應的散射峰位置在Q=0.1078 Å-1

及其倍數Q值（如圖三所示）。至於小角度散射數據

的分析，讀者或可參考物理雙月刊中之專文—“X-

光小角度散射在軟物質研究上的應用”，鄭有舜，物

理雙月刊（廿六卷二期）2004年4月p414-424.

應用實例

以下我們簡介清大化工系陳信龍教授利用BL01B 

SAXS研究團聯共聚合物（block copolymer）PS-b-

P4VP與雙極性分子（surfactant）DBSA的錯合所產

生結構中的結構（structure-within-structure）。圖四

（a）為該系統從室溫昇至200˚C的過程中SAXS曲線

的變化。結果顯示，PS鏈段與P4VP（DBSA）錯合

鏈段微相分離產生PS圓柱體微相（microdomain），

其半徑約為17 nm，且熱穩定性高達200˚C以上，此

圓柱體微相係分散在P4VP（DBSA）自組裝形成的

層板mesophase中（尺度約為3 nm），此meso-

phase的形成可從較大Q區域的SAXS曲線所呈現的散

射峰獲得證明，故此系統呈現cylinder-within-lamel-

lae的特殊自組裝奈米結構。圖四（b）為從SAXS的

結果所建構出的錯合體結構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