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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調 X光散射實驗設施 

科學研究方向：研究材料系統之靜態微觀結構及微秒時

間尺度之動態微觀結構變化，探討奈米

顆粒懸浮液、溶液、薄膜及塊材系統之

靜態奈米結構、和結構與相變之動態關

連。

主要實驗技術：小角度 X光散射 /X光關聯能譜 /同調繞
射影像 /掃描式小角度 X光散射。

│概要介紹│

台灣光子源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高強度且具同調
性的 X 光源，這項獨特的光源性質將有助於開啟我國利
用同調 X 光散射技術探測物質奈米尺度靜態及動態結構
的新研究領域。同調 X 光經物質散射後將形成隱含物質
結構信息之同調散射圖譜，藉由量測、分析一序列隨時
間變化之同調散射圖譜，即可進一步得到與該物質動力
學相關的信息。

該設施的重要實驗技術之一為 X光關聯能譜 (X-ray 
Photon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XPCS)，XPCS 是
研究軟物質及生物系統之時間關聯性的實驗利器，可以
應用在非常多的重要動態研究領域。在國內軟物質大分
子聚合物之研究領域裡，將有數十個研究成績斐然的團
隊受益於此一新開啟的動態研究技術，其研究課題涵蓋
聚合物合成、奈米侷限聚合物之相轉變及動力學、帶電
光電聚合物薄膜之密度非均質性、聚合物結晶學、奈米
聚合物動力學、聚合物老化之玻璃相轉變及動力學、以
及奈米纖維之結構演化。另外，生物物理及生命科學研
究團隊也將受惠於此新穎技術，研究領域包括蛋白質及
生物膜動力學、蛋白質及生物膜交互作用、生物膜離子
通道、DNA 與液體作用、奈米粒子與生物膜作用、以
及蛋白質聚合沉澱之動力學等。

小角度 X 光散射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 是研究大分子結構很有效的實驗方法，目前已
被廣泛應用於物理、化學、生物、材料、化工等科學的
研究課題，例如：二維奈米介面侷限下的相變、高分子
團聯共聚合物之微觀相分離和自組裝奈米微結構、高分
子 - 奈米粒子複合材料、合金析出的奈米微粒、奈米金
屬催化粒子、以及膠體粒子等相關的研究。

│光束線設計│

該實驗設施將設計建造一座包括小角度 X 光散射及
X 光關聯能譜研究專屬的同調 X 光散射光束線，X 光散
射波之向量變化 (wave vector transfer) 為 |Q| = |k-k'| 
= 4πsin(θ/2)/λ，其中 θ 為散射角。而散射的解析度是
正比於 (~1/Q)，即若入射光束的角發散度越小，產生 X
光散射波之向量變化會越小，則散射的解析度會越高，
因此入射光束的發散度要越小越好。目前此類研究的最
理想光源是低角發散度的先進同步輻射光源，它可以提
供高強度且高亮度的幾近平行光的光束。因此，為了提
供一理想的光束源協助執行所規劃的研究課題，本中心
規劃於台灣光子源中建造一座最優化同調 X 光散射光束
線，其設計參數如表一所列。

表一 同調 X光散射實驗設施之光學設計參數

光   源 IU22
光子偏振性 線偏振

光子能量範圍 5 - 20 keV
分光儀 Si(111) DCM
分光儀能量解析力 E/DE 6500 
聚焦鏡 K-B Mirrors (Rh, Pt-coating)

同調 X光通量 (＠ 500 mA)
1x1010 photons/sec @ 7 keV
5x109 photons/sec @ 15 keV

光束大小 (水平 x垂直 ) < 20 um x 10um (HxV)
Q解析度 ≦ 1x10-4 Å-1

因樣品距離光源越遠感受到的同調長度越長，所
以考量實驗對同調長度的需求，將樣品位置定於距光
源 61 米處，加計實驗站的空間，該光束線使用 73 米
長的出光口。光束線的光源為聚頻磁鐵 IU22，光束經
過水冷式限光器後，由 Si(111) 雙晶單光儀選取實驗所
需的單光光束，雙晶單光儀的能量解析力大於 6,500。
而分光後的光束再經由垂直聚焦鏡至實驗站，光源的大
小約 290 微米 ×10 微米 (H×V) (FWHM)，但同調長
度與光源大小成反比，水平方向的同調長度只有垂直方
向的 1/25，如此大的差異不利於實驗資料的解析，故
光束聚焦之後，同調長度會減短，縮像比越大，同調長
度減短的輻度越大，為了使兩者接近，我們設計在距光
源 37 米處置一垂直聚焦鏡，它的位置同時也考量到光
源的角發散度，聚焦之後，在樣品處垂直同調長度約有
數微米；為使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的同調長度相當，再
以光圈調整水平方向的同調長度。同調 X 光散射實驗
設施的光學系統配置如圖一所示，整體而言，聚焦後，
垂直方向的同調長度由 4 微米隨能量減至 1 微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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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同調長度由 20 微米減至 5 微米，在樣品位置的光
點大小為 20×10 um2，發散角為 12×35 μrad2，即 Q
值的解析度 (ΔQ) 可達 1.0×10-4 Å-1；水平方向的光點
大小與發散角乃相應於同調長度為光圈所定義。該光束
線的光強度主要受限於光圈在水平方向的接收角，此接
收角相應於水平同調長度而界定，如聚焦鏡採用 Rh 及
Pt 鍍膜，其粗糙度為 2 Å，則到達樣品處的光束強度將
大於 1×1010 photons/s，此光強度已將高階雜訊及 2
組 200 微米的 CVD 鑽石窗濾片 (diamond windows /
filters) 列入考慮。

│實驗設施設計│

為提供研究團隊最具競爭力最有效率及彈性的研究
實驗設施，該實驗站設計全面自動化，包括 X光偵檢器
至實驗樣品距離 1~12米自動變化，以及友善的樣品環
境自動控制，如溫度、溼度、磁場、電場及流速控制。
攸關該實驗設施性能的 X光偵檢器則將根據不同實驗需
求進行替換，包括 CCD電耦合 X光面積偵檢器，其特
性是像素尺寸非常小，可達 20微米；另單光子計數 X
光面積偵檢器如 Dectris生產的 Eiger，其特性為數據讀
取速度快，僅需 40微秒即可取得一張圖譜，而且為單光
子計數偵檢設計，幾乎沒有雜訊，像素尺寸為 75微米，
有效偵測面積為 300x300 mm2以上。同調 X光散射實
驗設施的實驗站如圖二所示，該實驗設施將可量測散射
向量大小為 0.002~3 Å-1，動力學可量測的時域為 100
微秒以內，X 光能量範圍為 5~20 keV (2.5 – 0.6 Å)，
進行上述重要科學研究課題，是座極具競爭優勢的實驗
設施。

牟中原 教授 黃玉山 博士

│結  語│

同調 X 光散射實驗設施利用 TPS 高強度 X 光及其
同調性，可提供台灣科學研究團隊研究材料系統之靜態
微觀結構及微秒時間尺度之動態微觀結構變化，探討
奈米顆粒懸浮液、溶液、薄膜及塊材系統之靜態奈米結
構、結構與相變之動態關連，將成為學研界進行科學研
究之一大利器。

計畫主持人：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 牟中原 教授 
  (cymou@ntu.edu.tw)

建造主持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黃玉山 博士
   ( jade@nsrrc.org.tw)

圖一 同調 X光散射實驗設施之光學設計示意圖

圖二 同調 X光散射實驗設施之實驗站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