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研究方向：研究各種樣品之電子與原子結構，以

瞭解其物理與化學特性，並藉由快速

掃描之功能，監測物質結構隨時間之

變化，以探討材料結構的動態行為；

另外配合微米探測之技術，研究非均

勻樣品系統的元素及其狀態分布情

形。

主要實驗技術：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 (包括近邊緣
結構與延伸 X光吸收精細結構 )、微
米探測。

│概要介紹│

自 1913 年第一個吸收邊 (Ag, Br K-edge) 被觀察
到以後，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X 光吸收光譜已成為科
學研究的一大利器，尤其是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的建

造，使得該技術出現突破性的發展。因其測量容易、具

元素選擇性且樣品不需具備長程有序的結構，故應用範

圍相當廣泛，涵蓋物理、化學、材料、環境科學、地球

科學、生命科學等，即可研究各種形式的樣品進行研

究，是以 X 光吸收光譜的使用者已成長為同步輻射研究
設施的一大用戶群。

隨著科技的發展，不斷創造出新穎的議題，X 光吸
收光譜用戶群不再侷限於靜態表徵的研究，而欲觀察物

質隨著外在環境變化所產生的動態反應過程，因而實驗

設施須具有足夠的時間分辨率。目前台灣光源現有的 X
光吸收光譜光束線無法滿足此項需求，攝取每張光譜平

均約需 30 分鐘。而台灣光子源的快速掃描 X 光吸收光
譜實驗設施 (TPS-44A) 則配備具有快速掃描功能的單
光器，提供毫秒級的時間解析度 ( 每張光譜最快 10 毫
秒 )，可有效監測物質結構隨時間變化的過程，如：催
化劑對反應過程的影響、植物從土壤吸收養分或金屬的

行為、材料的物性、電性、磁性與光學行為隨外在環境

的改變等。快速掃描的實驗技術可大幅縮短實驗時間以

解決新的研究課題，未來所有台灣光子源 X 光吸收光譜
的用戶們都將受惠於此項實驗技術。

│光束線設計│

快速掃描 X 光吸收光譜實驗設施將建造一座具有
時間及空間分辨率的 X 光吸收光譜光束線及實驗站。
該光束線將引用同步加速器的偏轉磁鐵光源，磁場為

1.19 T、臨界光子能量為 7.12 keV。為符合光束線之
設計，同步加速器光源由偏轉磁鐵的切線方向，分別取

1.5 mrad 水平張角和 1 mrad 垂直張角引出。光束線主
要的光學元件為準直鏡、快速掃描單光器以及超環面聚

焦鏡。「準直鏡」位於距光源 23公尺處、入射角為 2.5 
mrad，鏡面鍍有矽 (Si)、銠 (Rh) 以及鉑 (Pt) 分別對應
不同的能量範圍，並過濾高階光子，其功能為將垂直方

向的同步輻射光反射成為平行光，減少光子的發散度。

經過準直鏡反射的光子將以幾乎平行的方式入射至單光

器，此元件可大幅增加光束線的光通量及能量分辨率。

「快速掃描單光器」為本設施之核心元件，除了傳統雙

晶體單光器之提供單色光與能量掃描功能外，亦具備

10 毫秒的時間分辨率，即 10 毫秒可取得一張完整的 X
光吸收光譜，包括 X 光吸收近邊緣結構 (XANES) 與延
伸 X 光吸收精細結構 (EXAFS)。為使單光器在高速運
轉的情況下具備良好的穩定性，設計者採用固定間距的

Channel-cut Si (111) 晶體與三相力矩馬達。經測試結
果顯示，該單光器的運轉頻率最高可達 50 Hz。另外，
單光器可在 Yaw 方向微調，以消除能量掃描時因複繞
射或晶體缺陷對入射光所造成之干擾 (glitch)。「超環
面聚焦鏡」位於距光源 30 公尺處，其主要功能為將單
色光聚焦至樣品處，鏡面鍍有銠 (Rh) 以及鉑 (Pt) 分別
對應不同的能量範圍並過濾高階光子。經聚焦鏡聚焦後

的單色光將在距光源 45 公尺處達到最佳聚焦點，其光
斑大小約為垂直方向 200 微米、水平方向 70 微米，光
通量在光子能量 10 keV 時為每秒 5×1011個光子。由

於偏轉磁鐵光源的熱負載相對於直線段的插件磁鐵低許

多，故準直鏡與單光器使用水冷系統即可，而聚焦鏡位

於單光器的下游處，其熱負載更小，故不再加裝冷卻機

制。下表為本光束線預期之光學特性。

Quick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Bea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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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實驗設施預期之光學特性

快速掃描 X 光吸收光譜實驗設施

能量範圍 4.5 ~ 34 keV
光斑大小 70 (H) × 200 (V) µm2

光通量 5×1011 photons/s @ 10 keV
能量解析度 2×10-4

高階光子過濾比例 (3rd/1st) < 10-4

時間分辨率 1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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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運轉摘要

│光束線│

◆ 在今年第一季期間，TPS-41A 與 TPS-45A 兩座光束線

陸續完成鏡箱、狹縫組等主要光學系統的安裝，以及

進行性能測試與規格驗收等工作；另外，在今年 2月

時， TPS-21A光束線完成水氣、線槽與電力系統，以

及 TPS-23A 與 TPS-24A兩座光束線完成輻射屏蔽屋

主體等建造工程，接續進行光束線機械系統與安全連

鎖系統等各項元件之安裝工作。 

◆ 1 - 2月份長停機時段進行為期兩天的 TLS光束線經理

訓練課程，授課對象主要為中心現任的光束線經理人

與相關新進同仁，內容涵蓋光束線設計與真空原理等

理論基礎課程、機械、水電氣與連鎖系統等光束線硬

體設計、以及使用機構調整與儀器操作等系統之實體

動手訓練，讓新進同仁能更快具備應有的操作技術。

│運  轉│

台灣光源目前運轉的光束線提供之光源能量範圍涵蓋

紅外線、紫外線、軟 X光及硬 X光，2016年 1 - 2月「用

戶可使用時段」佔排定用戶運轉時間 329小時之 99.6 %，

在用戶使用的時段中，光束穩定指標維持在 0.1 %及 0.2 

%以下的比例各佔 96.7 %及 99.9 %。台灣光源運轉時間

表 (2016年5月3日至8月29日 )請參考本期簡訊第16頁。

2016 年 1 - 2月台灣光源加速器運轉時數統計

(註：1月11日至2月24日為台灣光源加速器年度歲修時間。)

1 2

排定用戶運轉時間 (小時 ) 217 112

如期正常運轉比例 (%) 100 99.1

平均當機間隔時間 (小時 ) 217 112

當機修理平均時間 (小時 ) 0 1.07

光束穩定指標維持在 0.2 %
以下之用戶時間百分比 (%)

99.9 99.9

光束穩定指標維持在 0.1 %
以下之用戶時間百分比 (%)

95.3 98

 項目
                月份   圖一   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實驗設施光學設計配置圖

包志文  博士

│實驗站設計│

該實驗設施規劃了兩個實驗站，並在實驗站的最

前端加裝一組高階光子過濾鏡，以確保在低能量範圍

時可濾除高階光子。第一個實驗站光斑較大，可量測

傳統 X光吸收光譜與時間解析 X光吸收光譜。由於快
速掃描光譜每個數據點收集的時間僅約 10微秒，因
此該實驗站將對應使用反應速度較快、線性範圍更大、

背景雜訊較低之 grid ion-chamber。另外該實驗站亦
配備不同螢光偵測器，如：Lytle detector、Silicon 
drift detector、13-element Ge detector，以因應不同
濃度的樣品。再者，由於快速掃描的功能使得收集數

據的時間大幅縮短，以往收集數據的方式亦須做出相

對應的調整，實驗站將規劃可遠端遙控並裝載大量樣

品之操作平台，以減少人員進出輻射屏蔽屋之次數，

並增加光束線時段的使用效率。第二個實驗站規劃

為微米探測實驗站，將裝備一組 K-B聚焦鏡、Maia-
384螢光偵測器以及高解析度樣品掃描平台，光斑尺
寸在水平方向約為 9微米、垂直方向為 5微米。藉由
Maia-384螢光偵測器的特殊設計，可在收集數據時獲
得最大立體角。

│結  語│

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實驗設施充分利用了 TPS
偏轉磁鐵所發出之光源，完成後可提供用戶毫秒時間

與微米空間的尺度分辨率，將可用來研究各種領域的

課題，完成以往在台灣光源無法進行的實驗，為台灣

學術科研界帶來全新的科學研究契機，成為基礎科學

與產業應用研究的重要設施。

計畫 /建造主持人：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包志文博士 
      (pao.cw@nsrrc.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