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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西子灣 于

中文摘要
藍相液晶是溫度區間存在於膽固醇相和各向同性相之間的中間相，由於其自
聚集成週期性結構特性，因此擁有布拉格反射(Bragg reflection)，可視為三維光子
晶體。藍相依結構及存在溫度區間又分為藍相一和藍相二，分別是體心立方晶格
和簡單晶格。由於藍相一和藍相二週期性結構的差異，因此這兩者之間的布拉格
反射波長也會跟著不同，所以利用光場切換藍相反射顏色是本篇論文的研究目
標。
本實驗在藍相液晶中摻雜偶氮染料，其特性是用不同波長光激發使偶氮染料
產生 trans - cis 同素異構化反應，此反應可改變藍相液晶的相變點，使藍相在同樣
的溫度底下出現不同種相態，因為結構的改變使得反射波長也會跟著有所不同。
實驗中先在樣品後面塗黑當作背景，作為激發光源的紫光雷射其波長為 404nm，
可以使偶氮染料從 trans 態激發到 cis 態，並降低液晶之相變點，使樣品在固定溫
度激發下，由膽固醇相變成藍相最後到達各向同性相。接著利用綠光雷射，其波
長為 532nm，可以使偶氮染料從 cis 回復到 trans 態，激發各向同性相引致成藍相
最後回到一開始的膽固醇相，而完成一個循環。由於各個相態具有不同晶格結構
及布拉格反射，我們可以在這循環中任意切換想要的反射顏色當成顯示器亮態，
同時也可以把搭配黑色背景的各向同性相當作顯示器暗態，達到擁有亮暗態光控
全彩多穩態反射式藍相顯示器。

關鍵詞: 光引致、同素異構化反應、4MAB、全彩反射顯示器、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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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ue phase(BP) is a mesophase existed at temperature range between cholesteric
phase and isotropic phase. BP can be classified into BP I and BP II according to their
crystal structures. BP I is body-center cubic(BCC) and BP II is simple cubic(SC). Since
BP is a self-assembled 3D photonic crystal, it has periodic structure and Bragg
reflection properties. Due to th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BP I and BP II, it provide with
various photonic bandgap and wavelength of Bragg reflection. In this thesis, our
purpose is to control the reflection wavelength of azo-dye doped BP using
photo-addressing to achieve color reflective display.
First, we doped azo-dye to the blue phase liquid crystal. The trans-cis
photoisomeration of azo-dye could be induced by irradiated 404nm laser. It can change
the phase transition temperature of BPLC. The cholesteric phase would be changed to
BP and then to isotropic phase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under suitable excitation. Then
irradiation of 532nm laser can induce back photoisomeration which can induce isotropic
phase back into BP then to cholesteric phase. So we could obtain the desired reflection
colors through the photoisomeration cycle. There are three colors(red, green, blue) in
our BP as bright state. The isotropic phase with black background can be used as dark
state. This study achieves a Light-driven, multistable and full-color reflective blue phase
liquid crystal display.

Keywords : photoinduced、trans-cis isomerization、4MAB、full-color reflective display、
blue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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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現今顯示器主要分成兩種顯示方式，一種是穿透式，另外一種則是反射式。
近幾年來最具代表性的穿透式顯示器就是液晶顯示器，由於液晶顯示器相較於傳
統陰極射線管顯示器，擁有輕薄、省電等優點，在近十年來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
而反射式顯示器有低耗能、閱讀舒服和可曲折等優點，目前已上市場上反射式顯
示器有電泳式和膽固醇式等方式製作出來的電子紙，但是大部分顯示方式還是以
黑白為主，而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做出光寫入全彩多穩態反射式藍相顯示器。
目前已經有很多研究開始著手研究反射式藍相顯示器，其中有研究提出利用
聚合物穩固藍相，使顏色固定在紅綠藍三色，並且搭配黑色背板，加上電壓使液
晶拉直讓藍相週期性結構消失，因此失去布拉格反射而產生暗態。而本研究是希
望利用光控的方式改變畫素顏色，打破一種畫素只能固定同一種顏色的限制，達
到複寫且具有多穩態的反射式顯示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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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液晶介紹

1-1 何謂液晶
在自然界中，物質通常都存在著三態，分別是固態、液態和氣態，固態可以
是結晶狀和非結晶狀，結晶狀固態(crystalline solid)分子排列可以在大範圍中表現
出良好的空間和方向的秩序性。當溫度上升並且超過溶點時，固態會由一開始的
晶體態轉變成各向同性的液態。各向同性液體的分子排列不能表現出良好的空間
和方向的秩序性。
液晶的發現可回溯到 1888 年，當時奧地利植物學者 Friendrich Reinitzer，在
加熱安息香酸膽石醇時，意外發現異常的融解現象。因為此物質雖在 145℃融解，
卻呈現混濁的糊狀，達 179℃時突然成為透明的液體;若從高溫往下降溫的過程觀
察，在 179℃突然成為糊狀液體，超過 145℃時成為固體的結晶。他是第一個假
設這個從有機材料萃取區來的糊狀液體是一種新的相態。其後由德國物理學者
O. Lehmann 利用偏光顯微鏡觀察此安息香酸膽石醇的混濁狀態，它有著光學異
向性(optical anisotropic)和雙折射性(birefringence)，這個糊狀液體被稱為液晶
(liquid crystal)或者是中間項(mesophase)。如圖 1-1，液晶具有固體和液體的特性，
同時具有液態的位置無序和固態的方向有序

圖 1-1 液晶為固態和液態之間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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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液晶的種類
液晶可以根據形狀的結構分割成三種型態
1.

熱致型液晶(thermotropic liquid crystal):
熱致行液晶得中間相由於溫度的改變而相轉變，它們之間的排列是受到
各向異性分子間作用力影響，熱致型液晶依照分子重量和結構又可以分成棒
狀(rod-like)分子和盤狀(disk-like)分子。
棒狀分子是最常見的液晶，是正單光軸晶體。典型的盤狀分子中間會有
一個平坦的苯環，他是負單光軸晶體，可以和正單光軸的液晶互補光學上的
相位延遲。因此他們被廣泛使用在光學補償膜上使液晶顯示器的有更好的視
角。

2.

溶致型液晶(lyotropic liquid crystal):
一般來說，溶致型液晶包含兩個成分 – 雙極性和溶劑。雙極性是親水
端和碳氫鏈狀組成，溶劑是純水。控制液晶相存在的重要變數就是溶劑的多
寡[1,2]。溶致型液晶通常運用在生物學上面。

3.

聚合型液晶(polymeris liquid crystal):
聚合型液晶具有緊密的結構，液晶附著在聚合物骨幹上面，依不同的連
結形式可分成主鏈(main chain)和副鏈(side chain)
向列型(nematic)
盤狀(disk-like)
圓柱形
(columnar)
熱致型液晶
(thermotropic
LC)
液晶(LC)

向列型(nematic)

溶致型液晶
(lyotropic LC)

棒狀(rod-like)

聚合型液晶
(polymeric LC)

層列型(smectic)

膽固醇
(cholesteric)

圖 1-2 液晶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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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棒狀熱致型液晶
在 1922 年，一位法國科學家 G. Friedel，他利用分子排列方向和分子之間位
置關係來把棒狀液晶分成三類，分別是向列型(nematic)、層列型(smactic)和膽固
醇型(cholesteric)。

1-2-1-1 向列型
向列型液晶分子只有方向有序但是位置是完全無序的。如圖 1-2-1-1.1，液晶
傾向於指向一個共同軸的方向，也就是導軸(director axis)方向( n̂ )，單位向量 n̂ 和
- n̂ 是指同一個方向。秩序參數(order parameter)S 用來被描述在同一個溫度底下液
晶的排列程度。其公式定義為[3]
1

S= 2 〈3 𝑐𝑜𝑠 𝜃 3 − 1〉

(1-2-1-1.1)

其中 θ 為導軸和液晶長軸的夾角，運算子”〈 〉”表示整體分子的平均值，秩
序參數 S 同時也是向列型跟溫度有關的函數
𝑇

𝑆 = (1 − 𝑇 )𝛽
𝑐

(1-2-1-1.2)

其中Tc 是液晶的相變溫度，𝛽是材料參數大約是 0.25[4]。因此 S = 0 代表液
晶分子是散亂且隨機排列，當 S = 1 代表液晶分子長軸平行於導軸方向。對於一
般典型的向列型液晶材料，S 值介於 0.4 ~ 0.7 之間，液晶分子的排列通常會被配
向膜、外在電場、磁場和光場所影響。如果液晶分子沒有配向的話，會使液晶分
子排列處於混亂狀態造成入射光散射。液晶的配向包含水平配向(homogeneous
alignment)和垂直配向(homeotropic alignment)，圖 1-2-1.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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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1.1 典型棒狀分子向列型液晶的分子排列

圖 1-2-1-1.2 (a)垂直配向

圖 1-2-1-1.2 (b)水平配向

1-2-1-2 層列型
層列型液晶的特性是他們的位置秩序性比向列型液晶還整齊，層列型液晶是
層狀結構，而且每一層的間距有固定的距離 d，它可以藉由 X 光的繞射觀察到。
層列型液晶還可以分成幾種排列方式，分別是 smectic A、smectic C 和 smectic
C*。
在 smectic A 中，液晶分子的位置是隨機分布在每一層內而且分子的導軸方
向垂直於層狀平面，smectic A 液晶是單光軸材料，圖 1-2-2(a)；smectic C 他跟
smectic A 很相似，但是液晶分子的長軸方向跟層狀平面的法線夾 θ 角，在光學
上 smectic C 液晶是雙光軸材料，圖 1-2-2(b)；smectic C*可以藉由 smectic C 加入
旋性物質(chiral)得到，因此也被稱為旋性 smectic C(chiral smectic C)或者是鐵電
型液晶。旋性 smectic C 液晶分子的長軸方向跟層狀平面的法線夾 θ 角且以法線
為中心螺旋旋轉排列，圖 1-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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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a) Smectic A

圖 1-2-2 (b) Smectic C

圖 1-2-2 (c) Smectic C*

1-2-1-3 膽固醇型
一開始膽固醇液晶是由膽固醇醋酸鹽(cholesterol acetate)得到的，現在他可以
藉由液晶加入旋性物質製作而成。因此膽固醇液晶又可以稱做旋性向列型液晶
(chiral nematic liquid crystal)，膽固醇型液晶除了螺旋軸平行液晶分子的長軸，他
擁有向列型液晶全部的物理特性，圖 1-2-3。假設螺旋軸是沿著 z 軸方向，導軸
n 可以在直角坐標內表示成
𝑛𝑥 = cos(𝑞0 𝑧)
𝑛𝑦 = sin(𝑞0 𝑧)
𝑛𝑧 = 0
其中𝑞0 = 2𝜋/𝑃，P 是螺距(pitch)長度。螺距是液晶導軸沿著螺旋軸旋轉 360∘
所需的距離。因為 n̂ 和- n̂ 一樣，所以螺旋週期(helical period)是螺距的一半。膽固
醇型液晶的螺距可以藉由旋性物質的濃度來控制，它們之間的關係式為
1

𝑃 = (HTP)∗𝑐

(1-2-1-3.1)

其中 HTP 是旋性物質的螺旋扭轉能力(helical twisting power)，c 是旋性物質
的濃度。正的和負的 HTP 值分別會讓膽固醇型液晶引致右旋和左旋。右旋膽固
醇型液晶會反射出右圓偏振光，被選擇的反射光中心波長是
𝜆 = 〈𝑛〉𝑃
5

(1-2-1-3.2)

其中〈𝑛〉是膽固醇型液晶的平均折射率。除此之外，膽固醇型液晶的螺距會
𝑑𝑃

受到溫度的影響。大部分的膽固醇相液晶，螺距會隨著溫度增加而減少。即𝑑𝑇 < 0

圖 1-2-3 膽固醇液晶分子排列示意圖

1-3 液晶的物理特性
就像前面所說，熱致型液晶分類成向列型、層列型和膽固醇型。它們擁有異
向性的物理特性，像是介電性、彈性係數和雙折射性。因此液晶也可以叫做異向
性液體。液晶可以透過提供溫度、電場、磁場、光場、壓力和偏振光而重新轉向，
所以液晶被廣泛的使用在顯示科技上面。液晶的特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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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雙折射性
液晶分子形狀擁有高度異向性，當光線打入液晶盒內，偏振光感受到的折射
率會因為偏振方向不一樣而有所不同，這個現象稱作雙折射性(birefringence)。因
為液晶的光軸平行於液晶的長軸，所以平行光軸的折射率為𝑛∥ = 𝑛𝑒 ，垂直光軸
的折射率𝑛⊥ = 𝑛𝑜 ，𝑛𝑒 為是非尋常光折射率(extraordinary refractive index)，𝑛𝑜 是
尋常光折射率(ordinary refractive index)。因為棒狀液晶的𝑛𝑒 比𝑛𝑜 大，因此雙折射
性的折射率差Δn = 𝑛𝑒 − 𝑛𝑜 是正數。我們可以用折射率橢圓球的概念來描述雙折
射性質。圖 1-3-1，橢圓求代表一個正單光軸液晶，假設液晶的光軸是與 z 軸平
行，則𝑛𝑥 = 𝑛𝑦 = 𝑛𝑜 和𝑛𝑧 = 𝑛𝑒。當入射光波方向 k(假設在 yz 平面上)跟液晶光軸
夾θ角，則會感受到的折射率為𝑛𝑜 和𝑛𝑒𝑓𝑓 ，其中𝑛𝑒𝑓𝑓 為:[3]

neff ( ) 

no ne
(n cos   n sin  )
2
e

2

2
o

2

1

(1-3-1.1)
2

圖 1-3-1 正單光軸液晶的折射率橢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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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溫度對液晶的影響
雙折射性定義為Δn = 𝑛𝑒 − 𝑛𝑜 ，也被稱為光學異向性。液晶的雙折射性通常
會被溫度和入射光波長影響。圖 1-3-2，他是向列型液晶 5CB 的非尋常光折射率
(extraordinary, 𝑛𝑒 )和尋常光折射率(ordinary, 𝑛𝑜 )對於溫度的關係圖[5]。5CB 的澄
清點大約在 35℃。當 5CB 在澄清點之下的溫度，液晶處於向列型又擁有光學折
射率；當溫度高於澄清點時，液晶處於各向同性相(isotropic phase)。很清楚地發
現，

dn e
dn
dn
dn
 0 和 o  0 ，而典型的液晶物質 e  0 。很明顯的，當溫度趨
dT
dT
dT
dT

近於澄清點時，非尋常光折射率和尋常光折射率會劇烈的改變。

圖 1-3-2 5CB 液晶之折射率和溫度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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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介電常數的異向性
當一個線性各向同性的物質施加一個外在電場時，會產生一個平行電場的電




偶極矩(dipole moment) P ， P 描述為



P   0 E

(1-3-3.1)

其中𝜀0 和𝜒分別為真空電容率以和材料的電極化率。然而對於一個異性向的


向列型液晶來說， P 不需要平行於電場，所以必須以矩陣表示，他的形式為
𝑃𝑥
𝜒⊥
[𝑃𝑦 ] = 𝜀0 [ 0
0
𝑃𝑧

0
𝜒⊥
0

0 𝐸𝑥
0 ] [𝐸𝑦 ]
𝜒∥ 𝐸𝑧

(1-3-3.2)

其中液晶的光軸是沿著 z 軸方向排列，𝜒⊥和𝜒∥ 分別為垂直以及平行液晶長軸
的電極化率。而引致出的電位移被定義成
𝜀⊥
⃑ ≡ 𝜀0 𝐸⃑ + 𝑃⃑ = 𝜀. (1 + 𝜒)𝐸⃑ = 𝜀 𝐸⃑ 和 𝜀 = [ 0
𝐷
0

0
𝜀⊥
0

0
0 ] (1-3-3.3)
𝜀∥

⃑ 也可以由下面式子代
其中𝜀⊥ 和𝜀∥ 分別為垂直以及平行液晶長軸的電容率，𝐷
表
⃑ = 𝜀∥ 𝐸⃑∥ + 𝜀⊥ 𝐸⃑⊥
𝐷
= 𝜀⊥ 𝐸⃑⊥ + 𝜀⊥ 𝐸⃑∥ + 𝜀∥ 𝐸⃑∥ − 𝜀⊥ 𝐸⃑∥
= 𝜀⊥ 𝐸⃑⊥ + (𝜀∥ − 𝜀⊥ )(𝑛̂ ∙ 𝐸⃑ )𝑛̂
= 𝜀⊥ 𝐸⃑⊥ + Δ𝜀(𝑛̂ ∙ 𝐸⃑ )𝑛̂

(1-3-3.4)

其中Δ𝜀定義為𝜀∥ − 𝜀⊥ 。外加電場使液晶產生扭轉的力矩可以寫成
⃑ × 𝐸⃑ =((𝜀⊥ − 𝜀∥ )(𝑛̂ ∙ 𝐸⃑ )𝑛̂
𝛤𝑒 = 𝐷

(1-3-3.5)

Δ𝜀又可近似成以下的方程式
𝜇2

3

𝛥𝜀 = 4𝜋𝑁ℎ𝐹[𝛥𝜒 − 𝐹 3𝑘𝑇 ∙ 2 (1 − 3𝑐𝑜𝑠 2 𝜃)]
3𝜀̅

而𝛥𝜒 = 𝜒∥ − 𝜒⊥，h = 2𝜀̅+1，𝜀̅ =

𝜀∥ +2𝜀⊥
3

1

2𝜀̅ −2 4

，F = 1−𝜒̅∙𝑓，f = 2𝜀̅+1 ∙ 3 𝜋𝑁和𝜒̅ =

(1-3-3.6)
𝜒∥ +2𝜒⊥
3

，

其中 μ 是電偶極矩(dipole moment)，𝜃是 μ 和液晶的長軸夾角，N 是單位體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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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的總量； 𝜃 > 55°時，Δ𝜀是正數，𝜃 < 55°時，Δ𝜀是負數。當外面施加電場，
液晶的方向會受到介電異向性的影響，整體自由能可以寫成
1
⃑ ∙ 𝑑𝐸⃑ = − 𝜀⊥ 𝐸⃑ 2 − 𝛥𝜀 (𝑛̂ ∙ 𝐸⃑ )2
𝐹𝑒 = − 4𝜋 ∫ 𝐷
8𝜋
8𝜋

(1-3-3.7)

施加外在電場之後，液晶方向會傾向於最小的自由能排列。如圖 1-3-3(a)，
所以當Δ𝜀 > 0時，液晶分子會平行電場排列；圖 1-3-3(b)，當Δ𝜀 < 0時，液晶分
子會垂直電場排列。

圖 1-3-3(a)正型液晶和電場關係

圖 1-3-3 (b)負型液晶和電場關係

1-3-4 液晶彈性連續理論
當外在施加電場時，液晶的排列會形變。巨觀來說，液晶形變的空間伸展很
類似固體。在彈性理論所敘，向列型液晶的形變依照導軸形變方向可分為展延
(splay)、扭轉(twist)和彎曲(bend)，如圖 1-3-4(a)、(b)&(c)。在 1958 年，C. W. Oseen ,
H. Zocher 以及 F. Frank 發展出三個關於這些形變的自由能密度[6,7]:
1
展延: 𝑓1 = 2 𝐾11 (⃑⃑⃑⃑
̂)2
 ∙𝑛
1

扭轉: 𝑓2 = 2 𝐾22 (𝑛̂ ∙ ⃑⃑⃑⃑
̂)2
 ×𝑛
1

彎曲: 𝑓3 = 2 𝐾33 (𝑛̂ × ⃑⃑⃑⃑
̂)2
 ×𝑛

(1-3-4.1)
(1-3-4.2)
(1-3-4.3)

其中𝐾11 是延展彈性常數， 𝐾22 是扭轉彈性常數， 𝐾33 是彎曲彈性常數。一
般來說向列型液晶中，𝐾33 >𝐾11 >𝐾22 。如果三種形變同時發生，總自由能密度公
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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𝐹𝑑 = 𝑓1 + 𝑓2 + 𝑓3

(1-3-4.4)

當施加外在電場之後，向列型液晶在排列效應下的總自由能密度為
𝐹 = 𝐹𝑠 + 𝐹𝑒 + 𝐹𝑑

(1-3-4.5)

其中𝐹𝑒 是前敍所說的電場自由能密度；而表面自由能密度
1

𝐹𝑠 = − 2 𝑊(𝑛̂ ∙ 𝑛̂0 ′ )2 是受到配向膜的影響，W 是錨定能(anchoring energy)，
𝑛̂0 ′ 是液晶分子在表面的導軸方向在表面自由能密度是在沒有外加力矩下的情況。

圖 1-3-4(a)展延

圖 1-3-4 (b)扭轉

圖 1-3-4 (c)彎曲

1-3-5 Fr𝐞́ edericksz transition
當施加外在電場方向垂直於向列型液晶導軸時，其力矩為 0，表示液晶並不
會因為施加電場而從新排列。在 1972 年，Fré edericksz 觀察到當電場強度超過
一個門檻值(threshold value)時，會讓液晶從新排列，這個門檻強度稱為
Fré edericksz value，液晶從一開始的未擾動態(un-disturbed state)到旋轉態的轉變
稱為 Fré edericksz transition。Fré edericksz threshold 可以用彈性連續理論計算出來，
如下[6]
𝜋

𝐸𝑡ℎ = 𝑑 √𝜀

𝐾
0 Δε

K 是液晶彈性係數，d 是液晶盒厚度，Δ𝜀是介電異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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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第二章 藍相液晶介紹
藍相發生在高旋性熱致型液晶中之膽固醇相和各向同性相兩者溫度區間之
中的中間相(mesophase)，而且它存在的溫度區間很窄。從膽固醇相加熱到各向同
性相時會出現一種或多種藍相。隨著溫度增加，藍相會依序出現藍相一、藍相二
和藍相三。它具有光學各向同性和光學主動性，在對應的螺距和入射波長下可以
觀察到布拉格反射的特性，以下對藍相的歷史和性質做更深入的說明。

2-1 藍相液晶的發現
在 1888 年，Reinitzer 在冷卻安息香酸膽固醇酯時，他觀察到藍相的存在。
他描述藍相是一個亮藍紫的顏色的現象，瞬間出現就立即消失了，但是這個現象
沒有液晶典型之雙折射特性，而且它只存在於一個很小的溫度區間，當時的學者
都認為這是一種膽固醇液晶的亞穩態(meta-stable)，所以沒有進一步的研究。
在 1950 年，英國化學家 George William Gray 對膽固醇液晶的像轉變做有組
織的研究，跟 Reinitzer 發現的一樣，在相變時候也會出現藍紫色的散射光。在
1969 年，Saupe 在實驗中發現這個相態具有光學各向同性和光學主動性，因此提
出旋性物質之扭轉結構所形成的三維立方晶體模型來解釋之。在 1973 年，Coates
和 Gray 才將這個特別的相態命名為”藍相”，並且把藍相視為液晶相之一[8]，之
後打開了學者對藍相的研究的大門。
藍相發生在高旋性熱致型液晶中之膽固醇相和各向同性相兩者溫度區間之
中的中間相(mesophase)。藍相一和藍相二分別為體心立方晶格和簡單立方晶格，
而藍相三是各向同性之非結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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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藍相液晶的結構
把旋性物質加入向列型液晶形成具有螺旋結構的液晶，以扭轉為基礎的的自
聚集分子排列會形成螺旋狀結構。因為旋性物質之間的交互作用，棒狀液晶分子
的長軸在扭轉排列下來得比平行排列穩定。以膽固醇相結構為例，圖 2-2.1(b)，
其液晶分子沿著單一螺旋軸作扭轉排列，其中螺旋軸垂直於 yz 平面，沿著螺旋
軸的液晶分子為各向同性，而平行於 xy 平面的液晶分子為平行排列，所以還不
能滿足在任何方向皆為各向同性的扭轉(twist isotropically)，我們稱此為單一扭轉
(simple twist)。以藍相結構為例，圖 2-2.1(c)，藍相存在於短螺距的膽固醇相，其
強扭轉力(twisting force)會使分子沿著雙重螺旋軸作扭轉排列，其中一個螺旋軸
垂直於 yz 平面，另一個螺旋軸則是平行於 yz 平面，沿著螺旋軸的液晶分子為各
向同性，所以滿足在任何方向皆為各向同性的扭轉[8-11]。

圖 2-2.1 不同液晶之排列形態
(a)向列型液晶 (b)膽固醇相液晶 (c)藍相液晶

在藍相的雙重扭轉結構中，液晶分子因為遠離中心而使雙重扭轉效應變弱，
所以只有在中心和周圍的液晶分子雙重扭轉力比較穩定，在此區域內將自聚集成
雙重扭轉圓柱(doubled-twisted cylinder)，圖 2-2.2，圓柱中心和最外圍的液晶分子
夾正負 45 度，因此外圍液晶分子沿著圓柱半徑扭轉 90 度，他們之間的兼具為四
分之一螺距。除此之外，雙重扭轉結構在空間上的堆疊過程中，會因為各圓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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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面上液晶分子角度的不連續排列會導致缺陷，此缺陷會使藍相整體系統變得較
不穩定，除非在藍相系統當中有一個能量增益大於缺陷結構所產生的能量使系統
穩定，否則雙扭轉結構是無法穩定在一個相態中。由於藍相存在於短螺距的膽固
醇相，其強扭轉力使系統自聚集成雙重扭轉結構，而使藍相系統更加穩定。當整
體系統溫度接近於各向同性相時，缺陷所導致系統的不穩定性會相對減少，因此
雙重扭轉結構會變得更加穩定，這就是藍相存在於短螺距膽固醇相和各向同性相
之間的原因。

圖 2-2.2 雙重扭轉圓柱內部分子排列示意圖

自從藍相被廣泛研究以來，學者們利用許多實驗理論和方法來分辨藍相的結
構，圖 2-2.3，由雙重扭轉圓柱和缺陷線(disclination line)組成單位立方晶格的結
構。其中藍相一為體心立方晶格，晶格常數為一個螺距；藍相二為簡單晶格，晶
格常數為半個螺距。藍相三則為非結晶(amorphous)，又稱為霧相(fog phase)。

圖 2-2.3 藍相一的體心立方晶格結構和藍相二的簡單晶格結構
14

2-3 藍相液晶的光學特性
前述，藍相為雙扭轉結構以週期性排列方式組成的對稱晶格結構，液晶分子
沿著雙重扭轉圓柱的螺旋軸作扭轉排列，在光學的角度來說[12,13]，藍相巨觀上
就如同一個單一折射率的晶體，我們稱之為光學各向同性(optical isotropic)。
雙重扭轉排列自聚集藍相液晶，其螺旋結構使折射率在三維空間中呈現週期
性變化，故可以視他為三維光子晶體。當入射光波長與藍相的單位晶格常數相當
時，會產生布拉格反射，其數學式如下:
2𝑛𝑎 cos 𝜃

𝜆 = √ℎ2

+𝑘 2 +𝑙2

(2-3.1)

其中𝜆為入射光波長，n 為液晶平均折射率，a 為單位晶格常數，為繞射角度，
h、k、l 為米勒係數(miller indices)。當藍相晶格大小及指面滿足布拉格反射時，
便可反射出符合公式的波長，所以常常能在顯微鏡底下觀察出各種不同的板塊顏
色，而且藍相反射光的偏振態為圓偏振。

2-4 藍相液晶的判斷方法
藍相一和藍相二雖然都是雙重扭轉圓柱組成，但是他們的單位晶格結構的排
列方式不同，因此兩者具有不同的光學特性，以下為各種判斷藍相的方法[14,15]:
1.

偏光顯微鏡(polarizing optical microscope)
圖 2-4.1，利用顯微鏡和溫控器(temperature controller)控制溫度觀察藍相，
當藍相隨著溫度變化而產生相變時，晶格結構的差異導致藍相的形貌和顏色
有所改變，即可知道藍相已經相變，固可以用來判斷藍相液晶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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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偏光顯微鏡底下藍相一的圖像

2.

Kossel 圖像(Kossel diagram)
一般在做晶體繞射的時候都使用 X-ray，此法繞射條件有二。第一就是
原子層之間的間隔和入射波長相當(1 ∗ 10−10 m)，第二就是散射中心的空間
呈現週期性變化，入射光和反射光之間的夾角為 2θ，偵測器放在後面偵測，
在某些角度會有很強的繞射
藍相液晶也是三維光子晶體結構，但是他的晶格常數(約 100 nm~300 nm)
接近可見光，如果我們想要觀察藍相液晶繞射的話，入射光波長就必須在可
見光波段。
首先在顯微鏡上放上 Bertrand lens，以單一波長的光入射藍相的晶格表
面，在藍相的三維光子晶體中繞射，此時會產生布拉格繞射並且在聚焦平面
上形成繞射條紋，也是所謂的 Kossel line，圖 2-4.2。此法可判斷藍相的種類
和晶格指面。

圖 2-4.2 觀察 Kossel 圖像架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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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DSC)
自然界物質在相變的時候會伴隨著劇烈的吸熱和放熱，藉由測量膽固醇
液晶在升降溫過程中熱容(heat capacity)的變化。由於藍相為二階相變，所以
需要解析度較好的 DSC，才能判斷藍相不同相態的存在與否和溫度區間範
圍，圖 2-4.3。

圖 2-4.3 藍相熱容跟溫度的關係圖

4.

反射光譜(reflection spectra)
在藍相升降溫過程中拿去測量布拉格反射波長的光譜，發現在相變的過
程中，反射波長會產生不連續的變化，原因是相變時是由原本藍相一的體心
立方晶格結構轉變成藍相二的簡單立方晶格結構。可以藉由觀察光譜和溫度
的變化趨勢判斷藍相一、二、相變溫度和藍相存在區間。

圖 2-4.4 布拉格反射波長跟溫度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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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聚合物穩固藍相液晶
藍相為雙重扭轉圓柱組成的單位立方晶格，理論上藍相的雙重扭轉結構比膽
固醇相的單一扭轉結構來得穩定。但是在單位晶格內各雙重扭轉圓柱排列間還是
會形成缺陷線(disclination line)，缺陷線的產生包含某些能量，會使藍相不穩定。
藍相單位長度缺陷線的總自由能如下
𝐹 = 𝑎(𝑇𝑖𝑠𝑜 − 𝑇)𝜋𝑅 2 + 2𝜎𝜋𝑅 + 1⁄4 𝜋𝐾 𝑙𝑛 (

𝑅𝑚𝑎𝑥⁄
𝑅 ) − 𝜋(𝐾22 + 𝐾44 )

(2-5.1)

其中 a 為波茲曼常數，𝑇𝑖𝑠𝑜 為藍相至到各向同性相之間的相變溫度點，K 為
導軸延展、扭轉和彎曲的彈性常數，𝜎為缺陷線中心之表面張力，R 為缺陷線中
心的半徑，𝑅𝑚𝑎𝑥 為缺陷線中心之截止半徑，𝐾22 和𝐾44 為扭轉和展延的彈性常數。
上式，第一項表示在相變溫度下缺陷線中心導致超量的自由能，第二項表示
缺陷線中心和液晶介面之間的表面能，第三項表示缺陷線中心半徑和缺陷線中心
截止半徑之間的彈性能，第四項表示單位長度的缺陷線能量。當溫度低於相變溫
度時，單位長度內缺陷線的總自由能會增加，使得藍相變得不穩定，這就是為什
麼藍相只能存在於膽固醇相和各向同性相之間的狹窄溫度範圍內。
在 2002 年，日本 Kikuchi 團隊提出將藍相液晶加入高分子單體，並將溫度
固定於藍相的溫度區間，接著照射 UV 光引致相分離。聚合過程中，高分子單體
傾向在缺陷線中心聚集形成聚合物鏈，鏈狀為隨機螺旋形態，且會擾亂液晶分子
的方向秩序性。圖 2-5 [16]
因此藍相不需要熱能來維持缺陷線中心為各向同性，這種狀況使得上式的第
一項減少，也就是說總自由能跟著減少，使藍相不用在原本出現的溫度範圍內也
能穩固。結論就是聚合物結構填滿整個藍相晶格內的缺陷線，來穩固藍相使藍相
擁有個寬廣的溫度區間。

18

圖 2-5 高分子單體藉由聚合物的穩固藍相所形成的聚合物鏈模型

2-6 藍相液晶的電場效應(Electric field effect)
藍相在外加電場影響下，其雙重扭轉圓柱裡面的液晶分子會重新排列，導致
結構對稱性、相態、晶格常數、晶格指面的改變等…。但是藍相液晶的電場效應
主要還是受到液晶分子本身的介電常數異向性、外加電場強度、晶格面指向和電
場方向相互關係所影響。以下為詳細說明:
1.

當外在施加小電場時，只有液晶分子的轉動但是還不會讓晶格結構改變，只
發生局部性的轉動(local reorientation)。若為正型液晶，則液晶分子會平行於
電場方向轉動；若為負型液晶，則液晶分子會垂直於電場方向轉動。光學上
則是表現出等效折射率減少，可以用來做成相位調制器(phase modulator)

2.

當逐漸增加外加電場時，會導致藍相晶格常數或晶格結構的改變，引起形變，
我們稱此為晶格形變(lattice distortion, electrostriction)，藉由布拉格反射波長
的連續變化，發現藍相晶格形變的確是受到結構的對稱性、液晶分子的介電
常數異向性、外加電場方向和晶格面指向相互關係所影響圖 2-6.1 & 圖 2-6.2

3.

當外加足夠大電場時，會導致藍相晶格的轉向或破壞，發生相變(phase
transition)。
隨著外在電場的增加，雙重扭轉結構的藍相會先相變到單一扭轉結構的
膽固醇相，最後相變到向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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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布拉格反射波長和電場的關係圖

圖 2-6.2 電場所引致藍相形變示意圖

2-7 克爾效應(Kerr effect)
藍相為雙重扭轉結構和缺陷線所組成的對稱立方結構(symmetric cubic
structure)。當尚未施加外在電場時，藍相具有光學各向同性的性質，即為一個單
一折射率的圓球。當開始施加外在小電場時，電場會引致液晶分子，使 ∆ε > 0液
晶分子隨著電場方向排列(∆ε < 0的液晶分子會跟電場方向垂直)，讓藍相具有雙
折射性，此現象稱為克爾效應[17,18]，其公式如下:
∆n = 𝜆𝐾𝐸 2

(2-7.1)

克爾效應是一種二次的光電效應(quadratic electro-optic effect)，其中∆n 為引
致的雙折射率，𝜆為入射光波長，K 為克爾常數，其值跟波長、溫度和施加頻率
有關[19,20]，E 為外在電場強度。克爾效應顯示出快的反應時間(< 1 ms)，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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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是很有利的發展。
一個高的電場會導致晶格形變，會造成布拉格反射波長的位移。一個足夠大
的電壓會讓藍相轉換成新的相態，變成旋性液晶相到最後變成向列型液晶相
[21,22]。這個轉變通常需要幾秒鐘會更久，但是它會導致遲滯和殘餘穿透率。
在聚合物穩固藍相，聚合物結構會限制晶格結構，讓顏色的改變很難觀察得
出來。遲滯現象也會跟純藍相有所差異[23]。克爾效應在低電場才能生效，如果
電場持續增加克爾效應會產生分歧。對有限的物質系統來說，在高電場下全部的
分子都被重新排列時，引致雙折射性應該是逐漸飽和的。為了要解釋這個飽和的
現象，因而發展出衍伸克爾效應模型(extended Kerr effect model)[24,25]
∆n = 𝜆𝐾𝐸 2 = ∆𝑛0 (𝐸⁄𝐸 )2
𝑠

(2-7.2)

其中∆𝑛0 為飽和電場所能對藍相液晶引致出的最大雙折射率，當外在電場大
於飽和電場時，所能對藍相液晶引致出的雙折射率還是∆𝑛0 。而且∆𝑛0 的大小和
液晶分子本身的雙折射性、溫度高低和入射波長有很大的關係。飽和電場的大小
則和液晶分子的介電常數異向性、彈性常數和聚合物濃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2-8 藍相液晶在光場下的行為
除了藍相液晶在電場和熱場下的效應之外，在光場影響也有極大的影響。例
如將偶氮染料和藍相液晶混合，藉由偶氮染料具有順反同素異構物的特性，來改
變藍相液晶的螺距，使得藍相布拉格反射波長獲得有效率的調控。或者改變藍相
的相變點，形成多穩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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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
3-1 光引致分子結構改變效應
在化學上，同素異構物是一種化合物，其分子式一樣但是他們的分子式結構
是不同的。因此當一個分子變形成為另一個具有一樣原子的分子，這個過程原子
之間從新排列稱為同素異構化。在相同的狀況下，某些物質在光激發之下會產生
同素異構化反應，這種同素異構化的行為稱為光致同素異構化反應，而且通常在
摻有偶氮苯(azobenzene, 又稱偶氮染料 azo dye)的情況下才能觀察到。
偶氮染料(azo-dye)是個二色性分子。其分子化學結構都超過一個偶氮發色團
基(-N=N-)。進而衍生出偶氮染料分子存在兩種不同結構的同素異構物(isomer)，
分別是反式異構(trans)和順式異構(cis)，其中 trans 屬於穩態而 cis 屬於亞穩態
(meta-stable)。此外 trans 態分子結構的型態是長條狀而 cis 態分子結構的型態是
彎曲狀。這兩個態可以藉由提供光和熱來互相轉換成彼此

3-1-1 正力矩效應-Jánossy model
在 1990 年，Jánossy 等人發現有摻雜蔥醌(anthraquinone,簡稱 AQ)染料的液
晶樣品的閥值，比存液晶的閥值少了兩個數量級，但是其他的物理參數像是折射
率和彈性系數幾乎沒變。當液晶加入其他種類的蔥醌染料之後，發現他的特定波
長的吸收係數幾乎跟 Jánossy 的蔥醌染料幾乎一樣，同時也發現並非所以的閥值
都下降。以上的實驗兩個重要的發現
1.

閥值的降低不是因為吸收染料的熱效應引致出來的

2.

樣品的閥值主要是受到染料分子結構上的改變

Jánossy 提出一個解釋他實驗的模型，這模型稱為 Jánossy 模型(Jánossy model)
[26-30]，如圖，當光場打入摻有 AQ 染料的液晶樣品，染料分子從基態被激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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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態而使得染料分子平行於光打入的偏振方向。明顯地，形成激發態的染料分
子比例跟cos2 θ成正比，θ是染料的長軸和光偏振方向的夾角。照射雷射光會使激
發態的染料分子建立出電偶極，讓染料分子提供額外的力矩使液晶平行於偏振光
排列，一般力矩會強會電場的效應和減少閥值。光場引致的力矩(Γopt )可以表示
成
⃑ × ⃑E = ε0 εa (n̂ ∙ ⃑E)(n̂ × ⃑E) = Δε(n̂ ∙ ⃑E)(n̂ × ⃑E)
Γopt = ⃑D

(3-1-1.1)

⃑ 是激發光場，n̂是液晶分子導軸方向。染料引致的力矩
其中εa = n2e − n2o ，E
可以表示成
〈Γdye 〉 = η〈Γopt 〉

(3-1-1.2)

其中η是染料引致力矩的放大倍率，而它是依據染料分子的結構、液晶分子
種類和激發光波長而有所改變。全部光引致力矩表示成
Γ = Γopt + Γdye = (1 + η)Γopt

(3-1-1.3)

一般來說，η可正可負。一個正(負)的η表示液晶分子受到染料引致的排列方
向會平行(垂直)於電場。Jánossy 實驗中用的 AQ 染料分子是屬於負力矩的染料。

圖 3-1-1.1 液晶分子和染料分子排列示意圖

圖 3-1-1.2 外加光場下染料分子排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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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 染料分子在基態和激發態所產生的力矩示意圖

圖 3-1-1.4 液晶分子重新排列並且平行於光場示意圖

3-1-2 負力矩效應- Gibbons model
在 1991 年，Gibbons 等人提出負力矩效應[31-33]。Gibbons 的實驗樣品是由
兩個水平配向(沿著 x 軸)且中間隔著 11 μm 的間隔物(spacer)的玻璃基板相疊而成。
但是兩個玻璃基板上面旋轉塗佈的材料並不同，一片單純塗上聚酰亞胺
(polyimide)，另一片則是塗上染料和聚酰亞胺的混合物，染料和聚酰亞胺混合比
例為 1 : 2。當樣品放在兩片互相垂直的偏振片中間且其中一個偏振片與液晶垂直
時，它會呈現暗態。線偏振(沿 x 方向)的氬離子雷射的波長是在染料的吸收光譜
的範圍內，它被用來激發樣品表面的染料。實驗顯示出在有照光的染料區域內，
液晶的長軸排列方向會跟偏振光方向垂直，而沒有摻雜染料的那一面還是維持著
原本的方向。基於彈性連續理論，照光區的液晶排列會形成扭轉形向列相(twisted
nematic, TN)結構。在前後偏振片垂直下，照光受到光激發的地區是亮態，而未
受到光激發的地區則是暗態。此時液晶的排列具有記憶效應(memory effect)，意
思是當氬離子雷射關閉時，液晶的排列還是維持原樣沒有改變。
不同於 Jánossy 正力矩模型，Gibbons 模型指出光場激發染料對主體液晶產
生負力矩效應。簡單來說，正力矩或負力矩是由染料的種類和結構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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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光引致同素異構化反應
偶氮染料存在兩種不同的幾何結構，分別是 trans 態和 cis 態，trans 態的分
子結構是長條狀，而 cis 態的分子結構是彎曲狀。當偶氮染料吸收適當光強度，
其分子結構會改變。這種偶氮染料的分子結構間的轉變稱為光激發同素異構化
[34,35]。偶氮染料在暗處通常處於 trans 態[36]。當偶氮染料吸收光能量(hν)，trans
態會受光激發同素異構化反應成為 cis 態。當吸收另外一個光能量(hν’； hν’< hν)
或熱能量，cis 態會變回原本的 trans 態，圖 3-2，因此摻雜在液晶內偶氮染料的
結構變化，trans 態和 cis 態會引致液晶的方向進而影響液晶分子的排列

圖 3-2 光激發同素異構化反應偶氮染料結構圖

3-3 光致熱效應
由上述可知，trans 態的偶氮染料分子會受光能量激發成 cis 態。在偶氮染料
吸收光能量之後，型態產生改變會釋放出熱能，導致液晶樣品的溫度升高，因此
破壞液晶的秩序參數。此外偶氮染料的結構形變也會影響到液晶的秩序參數。跟
前面提到的一樣，trans 態的分子結構是長條狀，cis 態的分子結構是彎曲狀，彎
曲的偶氮染料分子擾亂液晶的排列因而減少其秩序參數。這種偶氮染料分子的結
構形變是一種等溫相變(isothermal phas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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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方法與過程
4-1 材料介紹
本實驗用到的材料有向列型液晶 BL006 和 5CB、旋性物質 High HTP、偶氮
染料 4MAB，以下分別對材料特性做說明

4-1-1 向列型液晶
本實驗所用的液晶為向列型液晶 BL006 和 5CB 混合而成，混合後的液晶材
料特性介於兩者之間，BL006 和 5CB 的參數如表 4-1-1:

表 4-1-1 主體液晶之各項參數
5CB

BL006

相變點

24℃~35.3℃

87℃

𝑛𝑒

1.7063

1.816

𝑛𝑜

1.5309

1.53

∆𝑛

0.1754

0.286

∆𝜀

13

13.5

𝐾33 ⁄𝐾11

1.37

1.87

正單光軸

正單光軸

4-1-2 旋性物質-High HTP
這款旋性物質是大陸製的，其 HTP (helical twisting power)值大約是 80(𝜇m-1)。
把旋性物質加入向列型液晶會使得液晶變成膽固醇相，旋性物質使向列型液
晶螺旋旋轉的程度用 HTP 值來表示。HTP 數值越大(小)，螺旋扭轉程度越強(弱)，
其表示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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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P = 𝑃𝐶

(4-1-2.1)

其中 P 是膽固醇相的螺距(pitch)，c 是旋性物質在液晶混合物的重量百分比
(wt%)。
旋性物質比例的多寡可以影響膽固醇相液晶的反射波長。因為在同一個溫度
下，該旋性物質的 HTP 值是固定的。旋性物質摻雜比例越高，會使螺距越短，
會影響到反射光譜往短波長移動。其布拉格反射的公式
∆ 𝜆 = (𝑛𝑒 − 𝑛𝑜 )𝑃 = ∆𝑛𝑃

(4-1-2.2)

其中𝑛𝑒 和𝑛𝑜 分別為主體液晶(host)的非尋常折射率和尋常折射率。所以我們
可以利用旋性物質的濃度來調控我們想要看的反射光顏色。

4-1-3 偶氮染料 4-methoxyazobenzene(4MAB)
偶氮染料具有兩種型態，其中一種異構物為 trans 態，其分子結構形狀屬於
長條狀；為另外一種異構物為 cis 態，其分子結構形狀屬於彎曲狀。當偶氮染料
尚未受到光激發時，它處於基態的 trans 態，並且會隨著主客效應(guest-host effect)
的關係，偶氮染料的長軸會跟液晶的導軸方向平行。而本論文使用的
4-methoxyazobenzene(4MAB)染料，其外觀為紅色粉狀。在 trans 態的吸收光譜在
紫光波段，因此照射紫光之後偶氮染料會從基態的 trans 態轉成激發態的 cis 態，
因為 cis 態的彎曲狀會破壞液晶的排列秩序性，因而改變液晶整體的物理特性。
偶氮染料在 cis 態的吸收光譜在綠光波段，所以照射綠光可以使 cis 態回到 trans
態，另外也可以對著樣品加熱使 cis 態回到 trans 態。一般 4MAB 在暗處都是處
於基態的 trans 態。
由於 4MAB 在兩種幾何結構切換間，進而影響到旋性液晶的相變點，於是
我們把 4MAB 當作一個光控材料，來達到多穩態和複寫效果的光寫入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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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4MAB 在 trans 態和 cis 態的光譜吸收波段[37]

4-2 設備介紹
表 4-2 實驗所需之設備列表
電子天秤

玻璃切割台

超音波振盪器

配向機

熱台

烤箱

偏光顯微鏡

532 nm 雷射

404 nm 雷射

溫度控制器

CCD 拍攝系統

4-3 樣品製作
一般我們需要一個乾淨的空液晶盒並且把藥品灌入其中觀察特性，所以需要
自己調配藥品和製作空的液晶盒，以下為準備實驗前必須做的步驟。
藥品調配→玻璃基板表面處理→液晶盒製作→玻璃間距量測

4-3-1 藥品調配
本實驗所用的材料為調整 BL006 和 5CB 之間的比例，接著加入 High HTP，
調整其濃度，最後加入 4MAB 即可完成。詳細步驟如下:
1.

先把 BL006 和 5CB 兩種純向列型液晶拿去熱台加熱到各向同性相。

2.

取出一個透明藥瓶和玻璃滴管，先拿去吹氮氣確保裡面沒有灰塵掉入，接著
把藥瓶放入精密電子天秤，用玻璃滴管把放在熱台上的液晶利用毛細現象把
液晶吸入滴管中，再把滴管中的液晶擠到天秤上的藥瓶內，直到需要的重量
百分比即可。兩種液晶皆使用一樣的方法滴入藥瓶使其混合到想要的比例。

3.

把裝了兩種液晶的藥瓶拿到熱台上面，將磁石放入攪拌使它們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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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秤紙放在天秤上並且歸零，將 High HTP 粉末用已清潔處理的配藥匙舀起，
並且小心的放到秤紙上，直到需要的重量百分比即可。將秤紙上的 High HTP
倒入藥瓶，盡量不要沾到藥瓶管壁。

5.

把秤紙放在天秤上並且歸零，將 4MAB 粉末用已清潔處理的配藥匙舀起，
並且小心的放到秤紙上，直到需要的重量百分比即可。將秤紙上的 4MAB
倒入藥瓶，盡量不要沾到藥瓶管壁。

6.

把藥瓶蓋子拿去給氮氣吹確保沒有灰塵，並且蓋上藥瓶。拿鋁箔紙把整罐藥
瓶包起來，為了是不要讓光照到使裡面的藥產生反應。最後貼上標籤註明藥
品名稱，即完成配藥步驟。

4-3-2 玻璃基板表面處理
為了避免玻璃表面的雜質會影響材料本身的特性，所以我們需要清洗乾淨的
玻璃製作液晶盒，確保裡面沒有雜質摻雜其中。以下會分成玻璃基板清洗和玻璃
基板表面配向兩個部分，並且作完整的步驟說明
玻璃基板清洗
1.

將玻璃的 ITO 面朝上放在切割台上，利用鑽石切割刀將玻璃裁切，大小為
2 cm×1.5 cm，在把切好的玻璃放在載台(holder)上。

2.

用清潔液和 RO 水以 1 : 5 比例的體積混和成 300 ml 的清潔溶液，接著將放
有玻璃的載台小心的放入混和好的清潔溶液中，用鋁箔紙把放溶液的燒杯頂
端包覆以防灰塵掉入，並利用超音波震盪器震盪 20 分鐘。

3.

震盪結束之後，取出載台，用 RO 水把載台和玻璃上的清潔溶液沖洗乾淨把
剛剛用過的清潔溶液倒掉，燒杯沖洗乾淨，並填乾淨的 RO 水，再把載台放
入燒杯，接著把燒杯放入超音波震盪器震盪 20 分鐘。

4.

取出載台，把用過的 RO 水倒掉，再將載台與燒杯用 RO 水沖洗乾淨再重複
步驟 3、4 兩次

5.

將 300 ml 丙酮裝入燒杯中，把載台放入，並用超音波震盪器震盪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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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載台並快速放入 70 ℃的烤箱烘乾，等玻璃上的丙酮乾掉之後，就可以
立刻作配向的處理。
玻璃基板表面配向
本實驗的樣品需要水平配向，所以必須要在玻璃基板表面鋪上一層配向膜。
配向模製作過程是先用精密電子天秤取出 0.3 g 的 PVA(polyvinyl alcohol)粉

1.

末，加入煮沸的 600 ml 的 RO 水中，放入攪拌石且維持煮沸 3 分鐘，之後
再讓溶液降溫且維持在 40 ℃。
2.

將清洗好的玻璃載台浸泡在 PVA 溶液 3 分鐘

3.

時間到了之後，將載台緩慢的從 PVA 溶液中拉起，為了是避免有氣泡殘餘
在玻璃上面。

4.

載台拿起之後立刻放入 120℃的烤箱中並且烘烤 20 分鐘

5.

時間到了之後先讓玻璃冷卻，並將鋪了 PVA 的玻璃使 ITO 面朝上放在摩擦
配向機(rubbing machine)的平台上，作配向動作。在設定好配向深度和絨毛
旋轉速度的參數之後，在同一個方向作 3 次的摩擦配向。

4-3-3 液晶盒製作
調配 spacer 溶液
取極少量的 12 𝜇m粉末，倒入用氮氣吹過的藥瓶內，將 RO 水填滿其中，蓋
上瓶蓋搖一搖，即可做出 12 𝜇m spacer 溶液，將 spacer 用毛細管滴在玻璃 ITO
面的兩側上，接著再把玻璃放在熱台上把水漬烘乾，接著再把另一片玻璃 ITO
面疊在原本那片玻璃 ITO 面上。
堆疊時因為光會在兩片玻璃間產生建設性干涉而造成彩色的牛頓環，我們希
望牛頓環越少越好，表示玻璃之間的間距會越均勻。
疊好之後在玻璃兩邊 AB 膠(A 膠:B 膠=1 : 1)封住，乾了之後即完成一個液晶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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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液晶盒間距(cell gap)量測
量測液晶盒間距的前提是液晶盒還沒灌入液晶時才能完成。圖 4-3-4.1，測
量原理如下:
當一道光以 θ 的角度入射到液晶盒，且先不考慮在玻璃造成的橫向位移，形
成透射光 A 和經過兩次反射的透射光 B，這兩道光的光程差為2d/cosθ。而形成
建設性干涉的條件是光程差必須為入射光波長的整數倍，即光程差 = mλ，m 是
整數，m = 0, ±1, ±2 …。若白光是正向入射，此時cosθ = 0，光程差可寫成
2d，滿足兩相鄰最大穿透率波長𝜆1 和𝜆1 便可得到下列式子:
2d = 𝑚1 𝜆1 ，2𝑑 = 𝑚2 𝜆2 = (𝑚1 + 1)𝜆2
𝑚1 𝜆1 = (𝑚1 + 1)𝜆2 → 𝑚1 =

𝜆2
⁄𝜆 − 𝜆 ，將𝑚1 帶入上
1
2

式整理可得
d=

𝜆1 𝜆2
(𝜇𝑚)
2000(𝜆1 − 𝜆2 )

其中𝜆1 , 𝜆2 單位為 nm。
圖 4-3-4.2，用白色光源正向打入空液晶盒接著進入光纖，經過光譜儀之後
在電腦顯示干涉光譜，再把上面公式帶入 Excel 做計算，便可得到空液晶盒間距。

圖 4-3-4.1 光入射空液晶盒產生光程差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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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2 量測液晶盒間距架設示意圖
而本實驗是利用 4-3-3 小節所敘述的 spacer 製作方式，我們挑選出製作完成
是 12 𝜇𝑚液晶盒間距。

4-3-5 藥品注入液晶盒
將調配好的藥品放在熱台上加熱到各向同性相，將空的液晶盒也放在熱台並
用膠帶固定好。用毛細管沾一沾藥瓶裡面的液晶使其吸附在毛細管上面接著拿沾
了液晶的毛細管在空的液晶盒的其中一端灌入，由於毛細現象會使液晶往另外一
端擴散，直到整個液晶盒被填滿為止。圖 4-3-5。再將液晶盒未封膠的兩邊塗上
AB 膠，待 AB 膠乾了之後即完成液晶盒製作。

圖 4-3-5 將液晶灌入液晶盒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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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藍相反射光譜測量方法
光譜量測系統，圖 4-4。利用顯微鏡反射式的白光當作光源入射液晶樣品，
此時滿足布拉格條件的波長會被反射回物鏡。但是為了要量測反射光波長，於是
把原本的放在顯微鏡上面的 CCD 拿下來，換上接著光譜儀的光纖，讓反射光直
接打入光纖，使光譜儀測量其反射波段，便可以觀察其波長能調控的範圍。

圖 4-4 顯微鏡測量光譜架設示意圖

4-5 光激發藍相相變點調控系統架設
本實驗目的是想要擁有亮暗態顯示效果，以藍相布拉格反射當作顯示器亮態，
而澄清透明的各向同性相搭配黑色背景當作顯示器暗態。圖 4-5.1，我們利用各
向同性相為透明的特點，在樣品後面的背景塗黑或者是貼黑色膠布，讓整片樣品
在各向同性相的時候看起來是黑色，來達到顯示器暗態的效果。

圖 4-5.1 溫控器搭配黑色背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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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觀察升降溫藍相相態改變
本實驗材料是摻雜 4MAB 偶氮染料於藍相液晶之內，利用光激發使藍相液
晶的相變點改變，達到轉換藍相相態使反射光轉換的目的。先把摻有染料的藍相
液晶樣品放在溫控台上面，並且把溫控台放在顯微鏡觀察平台上，如圖 4-5-1。
在前後偏振片垂直情況下用 5 倍的物鏡觀察。樣品一開始在室溫下處在膽固醇相，
接著慢慢升溫到藍相最後到各向同性相。接著從各向同性相開始降溫到藍相，最
後回到膽固醇相，升降溫的速度皆為一分鐘一度(1 ℃/min)，這些藍相的反射顏
色和相變點都要一一的用 CCD 記錄下來。

圖 4-5-1 用顯微鏡觀察升降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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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觀察光激發藍相相態改變
圖 4-5.2，本實驗用的激發光源分別是紫光雷射(404 nm)和綠光雷射(532 nm)，
強度皆為 20 mW/cm2。4MAB 染料是利用光激發而產生 trans - cis 的同素異構化
反應，當紫光照射在樣品上時，會產生基態到激發態的 trans - cis 過程，使藍相
液晶相變點變低，接著照射綠光在樣品上時，會產生激發態到基態的 cis - trans
過程，使藍相液晶相變點升高。這些反應過程，也都要用 CCD 記錄並分析。

圖 4-5-2 用顯微鏡觀察光激發藍相示意圖

35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本實驗是探討用光激發摻偶氮染料的藍相液晶，藉由改變相變點來切換不同
藍相的相態。而本實驗的藥品內容包含兩種主體液晶、旋性物質和偶氮染料，每
種材料都會影響到藍相的特性，像是藍相液晶的相變點、溫度區間、反射波長和
溫度調控範圍。能以能改變藥品的材料變數有主體液晶混合的比例、旋性物質摻
雜比例和 4MAB 染料比例。溫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變數，因為我們需要在同一
個溫度下進行藍相切換，以下是對每種材料變數做詳細的探討。

5-1 主體液晶比例對藍相液晶的影響
不同種類的液晶有著不同的特性，像是雙折射性、相變點、黏滯係數、彈性
常數和介電常數等…而本實驗是利用兩種不同種類的純液晶依比例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們來探討其兩種液晶特性和混合後對藍相液晶的影響。
由 4-1-1 節得知，BL006 液晶的相變點是 87℃，而 5CB 液晶的相變點是
24℃~35.3℃。圖 5-1 的藍相液晶比例是主體液晶 : 旋性物質 = 96 wt% : 4 wt%，
用降溫觀察其藍相溫度區間。圖 5-1 中可知，以純 5CB 當主體液晶的藍相液晶
相變點較低，所以藍相存在溫度區間也較低，而純 BL006 當主體液晶的藍相液
晶相變點較高，所以藍相存在溫度區間也較高。
當這兩種液晶依各種不同的比例混合，會發現摻雜 BL006 比例越高的藍相
液晶，除了相變點越高，藍相存在區間會越寬廣，這個重要的發現對本實驗後續
的影響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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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不同液晶混合比例對藍相溫寬的影響

5-2 旋性物質對藍相液晶的影響
由於旋性物質比例跟液晶分子螺旋程度有著很大的關係，直接影響就是扭轉
圓柱結構的螺距，同時會造成布拉格反射波長的改變，因為膽固醇相反射波長的
公式為∆𝜆 = ∆𝑛𝑃，以下會對旋性物質做更深入的研究。

5-2-1 旋性物質對藍相液晶布拉格反射波長的影響
圖 5-2-1，是 BL006 : 5CB=46 wt% : 54 wt%為主體液晶的旋性液晶，其混合
旋性物質 High-HTP 的比例為 3.8 wt%、4 wt%和 4.7 wt%。由圖可得知隨著旋性
物質的濃度越高，其布拉格反射波長會一直往短波長移動，是因為旋性物質比例
越多會使膽固醇螺距變短，讓布拉格反射選擇在短波長的位置。由於測量光源的
緣故，所以在短波長(< 400 nm)的雜訊較多

圖 5-2-1 不同比例的旋性物質濃度對布拉格反射波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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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旋性物質對藍相液晶相變點和溫寬的影響
旋性物質的多寡除了影響到布拉格反射波長，由圖 5-2-2 得知，旋性物質也
會影響藍相存在溫度和範圍。以下為同一種主體液晶(同 5-2-1 比例)分別和 3.8
wt%、4 wt%、4.3 wt%、4.5 wt%、4.6 wt%、4.7 wt%和 5 wt%的旋性物質混合而
成。由圖 5-2-2 看得出隨著旋性物質摻雜的比例越高，相變點會跟著越低，而藍
相的存在溫寬會越來越寬。

圖 5-2-2 旋性物質對藍相溫寬和相變點的影響

5-3 偶氮染料對藍相液晶的影響
本實驗所用的偶氮染料是 4MAB，在藍相液晶中摻雜 4MAB 染料，如此我
們可以利用光激發改變藍相相變點並切換其反射顏色。
4MAB 染料特性在於用光激發會改變藍相液晶的相變點，所以我們先探討
4MAB 染料對藍相的影響，才能知道比例的拿捏。以下章節將對 4MAB 染料做
各方面的探討。

5-3-1 偶氮染料對藍相液晶布拉格反射的影響
4MAB 染料在 trans 態是屬於棒狀結構，因為主客效應，所以染料分子會平
行於液晶分子，導致原本螺旋結構的螺距因而拉長，因此布拉格反射波長也會跟
著往長波長移動。在主體液晶(同 5-2-1 比例)和旋性物質比例固定下(96 wt% : 4
wt%)的膽固醇液晶，分別摻雜 0 wt%、6 wt%、10 wt%和 20 wt%比例的 4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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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由圖 5-3.1 得知，一開始沒有摻雜 4MAB 染料的膽固醇液晶布拉格反射波
段快接近紫外光，但是隨著染料摻雜越多，從原本的小於 380 nm 的反射波段漸
漸往長波長移動，在摻雜 20 wt%的 4MAB 染料的膽固醇液晶布拉格反射波長大
約落在 560 nm 地方。

圖 5-3-1 4MAB 濃度對布拉格反射波長的影響

5-3-2 偶氮染料對藍相液晶相變點的影響
本節是要探討 4MAB 染料摻雜的多寡對未受光激發之藍相液晶相變點的影
響。這邊膽固醇液晶的比例跟 5-3-1 節的比例一樣。由圖 5-3.2 得知，染料摻雜
得越多，其相變點也會越低，但是藍相的存在溫寬並沒有很大差異，幾乎都一樣
寬。摻入越多 4MAB 染料的使藍相液晶相變點降低的原因，是因為摻入 4MAB
染料對藍相液晶來講就像是摻入雜質一樣，會影響其原本分子之間的結構，使相
變點降低。

圖 5-3-2 偶氮染料對相變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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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偶氮染料對藍相液晶調控溫度的影響
此節是要探討 4MAB 染料比例的多寡，是否影響調控溫度的範圍，於是用
同一款液晶個別摻雜的 10 wt%的 4MAB 染料和 20 wt%的 4MAB 染料。
表 5-3-3，主體液晶分別為純 BL006 和 BL006 40 wt% + 5CB 60 wt%，兩者
都摻入 4.3 wt%的 High HTP 旋性物質，混出兩款藍相之後，每一款再分別加入
10 wt% 4MAB 染料和 20 wt% 4MAB 染料
由表 5-3-3 可以得知，摻雜 10 wt% 4MAB 染料的藍相液晶照射紫光之後調
控的範圍大約在 5℃ ~ 8℃，照射綠光之後調控回來的溫度大約在 2℃ ~ 4℃。而
摻雜 20 wt% 4MAB 染料的藍相液晶照射紫光之後調控的範圍大約在 13℃ ~ 18℃，
照射綠光之後調控回來的溫度大約在 9℃ ~ 13℃。
由此可知，4MAB 染料摻雜越多，除了相變溫度降低之外，可調控的溫度範
圍就更大。因為 4MAB 染料越多，照光之後會有越多的染料分子參與同素異構
化反應，因此會有越多的液晶分子被彎曲的 cis 態的分子影響，導致相變點變化
越大。
表 5-3-3 10 wt% 4MAB 染料和 20 wt% 4MAB 染料的比較
液晶
4MAB

BL006 100 wt%
10 wt%

BL006 40 wt% + 5CB 60 wt%

20 wt%

10 wt%

20 wt%

相變點

Iso→BP

BP→CLC

Iso→BP

BP→CLC

Iso→BP

BP→CLC

Iso→BP

BP→CLC

無照光

87.3℃

77℃

65.4℃

58.7℃

49.9℃

45.9℃

42.1℃

37℃

照紫光

82.5℃

74.9℃

52.7℃

42.5℃

42℃

38℃

27.5℃

19℃

照綠光

85.7℃

78.4℃

65.4℃

50℃

46.3℃

42.3℃

36℃

31.3℃

4MAB 偶氮染料的多寡除了影響藍相液晶溫度調控範圍之外，也會影響單位
時間內調控的速度快慢。
我們分別將摻有 6 wt%、12 wt%和 20 wt% 4MAB 染料的藍相液晶，照射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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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20 mW/cm2)觀察相變點隨時間變化圖，此相變點為各向同性相到藍相的相變
點。圖 5-3-3，在 30 秒之內，摻有 20 wt% 4MAB 染料的藍相液晶溫度變化有 18℃，
而摻有 6 wt% 4MAB 染料的藍相液晶溫度變化有 5℃。所以我們得知在單位時間
內摻有 20 wt% 4MAB 染料的藍相液晶溫度變化比摻有 6 wt% 4MAB 染料的藍相
液晶溫度變化來得快。因此染料摻雜的越多，反應的速度會越快。

圖 5-3-3 不同 4MAB 染料比例單位時間內調控速度

5-4 光激發藍相相變點調控
本實驗目的是用同一款藥的藍相液晶，並且摻入了 4MAB 染料，利用光激
發使 4MAB 染料分子產生同素異構化的反應，來達到在固定溫度下，切換相變
點使藍相同時擁有不同的相態，同時改變其布拉格反射的波長。用前面 4-5 節的
架設方式，以下會做說明。
本實驗目的是在同一款藥和同一個溫度點來切換藍相相態達到多穩態效果，
所以工作的溫度也要固定住。工作溫度的選取方法下面會做詳細的介紹
先把溫度點設定在膽固醇相和藍相之間的相變溫度之以下，確保目前屬於膽
固醇相。利用紫光雷射(404 nm)激發把樣品相變點變低，讓原本的膽固醇相先轉
換到藍相最後到達各向同性相。接著照射綠光，讓各向同性相轉成藍相最後轉回
到膽固醇相，如果都在同一個溫度都可以進行的話，該溫度點就是工作溫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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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藍相液晶已經照射紫光達到各向同性相之後，但如果照綠光過程中只能讓
各向同性相回到藍相，而回不了膽固醇相的時候，有兩種可能。第一就是目前的
設定溫度太高，才回不了膽固醇相。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先讓紫光把藍相液晶照
到全黑的各向同性相，把溫度調低一點，越靠近出現藍相的相變點越好，接著照
射綠光使藍相液晶相變點提高，讓各向同性相轉換成藍相，如果從藍相成功回到
膽固醇相的話，現在的溫度就是工作溫度。如果照著第一點稍微降低溫度的方法
做，還是不能從藍相回到膽固醇相的話，那就還有第二種可能，就是主體液晶的
混合比例和 4MAB 染料比例的影響，5-5 節討論到，照射綠光是照著降溫顏色變
化的趨勢走，所以從各向同性相回到膽固醇相的可能性跟降溫時藍相的區間有很
大的關係，如果主體液晶 BL006 比例越高的話，該藍相降溫區間會越高，若該
溫寬超過了該比例染料所能調控的範圍，照射綠光不能使各向同性相回到一開始
的膽固醇相。所以配藥比例的改變有兩個方法，第一種方法就是降低 BL006 液
晶的比例，讓降溫的藍相區間不要太寬，第二種方法就是增加 4MAB 染料的比
例，增加藍相相變點的調控溫度範圍。如此都可以讓已經受紫光激發到各向同性
相的藍相液晶再照射綠光回到膽固醇相，完成一個相態轉變的循環。
圖 5-4.1(a)，一開始藍相液晶還沒受光激發的時候相變點是最高的，藍相再
升溫的存在範圍大約在 45℃ ~ 48℃，將藍相液晶照射紫光(20 mW/cm2)，升溫的
相變點一開始下降很快，隨著時間的增加，大部分的 trans 態已經轉換成 cis 態，
到最後相變溫度越降越慢，但是照光時間越久，膽固醇相出現的相變點會忽高忽
低，照紫光之後藍相的範圍大約在 31℃ ~ 39℃。圖 5-4.1(b)，將藍相液晶照射綠
光(20 mW/cm2)，一開始上升的幅度比較大，隨時間的增加，到最後已經剩下一
些 cis 態還沒回到 trans 態，所以溫度幾乎是極緩慢的上升(0.1 ℃)，照回去的相變
溫度大約在 40℃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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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4.1 藍相液晶受到(a)紫光照射(b)綠光照射之升溫相變點變化情形

藍相液晶還未受到光激發時降溫的存在範圍在 47℃ ~ 43℃，圖 5-4.2(c)為照
射紫光降溫的相變點變化，也是一樣一開始相變點下降的趨勢很快，到最後就趨
近於緩和。圖 5-4.2(d)為照射綠光的降溫相變點變化，相變點也是慢慢上升，到
最後趨近於緩和，不過在照光 40 秒 ~ 50 秒之間，會有膽固醇相出現的相變溫度
跟鄰近兩點相變溫度來得高。
(c)

(d)

圖 5-4.2 藍相液晶受到(c)紫光照射(d)綠光照射之降溫相變點變化情形

由上面四張圖得知，摻有 4MAB 染料的藍相液晶照射紫光會讓其相變點變
低，之後照射綠光會讓藍相相變點升高，但是並回不到一開始的相變點。我們還
發現照紫光不僅讓藍相的相變點變低，還會讓藍相的存在溫寬變得更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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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光激發藍相布拉格反射波長之的調控
表 5-5 配藥比例
BL006

5CB

35 wt%

65 wt%

High HTP

95.7 wt%

4MAB

4.3 wt%
90 wt%

10 wt%

表 5-5 為本實驗的配藥比例，BL006 和 5CB 兩種液晶混合的比例有經過調
整過，在第 5-1 節已經有詳細的介紹。
首先我們先升降溫觀察這款藍相液晶，並記錄其顏色和相變點，圖 5-5.1。
一開始從膽固醇相慢慢升溫(1 ℃/min)，會先出現紅色的藍相一，接著再出
現藍色的藍相二，藍相二繼續升溫會轉變成為綠色的藍相二，最後到達各向同性
相。
接著從各向同性相慢慢降溫(1 ℃/min)，會先出現綠色的藍相二，接著出現
紅色的藍相一，最後到達膽固醇相。
由此可知這款藥在升降溫已經表現出了紅色、綠色和藍色的藍相反射光，所
以我們可以利用光激發，改變相變點來切換不同藍相的相態，來達到切換不同反
射顏色的效果。

圖 5-5.1 藍相升降溫的顏色和相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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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是利用藍相摻雜 4MAB 染料，目的是要用光激發切換藍相相變點，
讓藍相可以在同一種溫度下任意切換不同種相態。
圖 5-5.2，一開始我們會先讓藍相液晶處在膽固醇相，接著照射紫光讓膽固
醇相轉變成紅色的藍相一，接著變成藍色的藍相二，再來轉變成綠色的藍相二，
最後到達各向同性相。然後在各向同性相照射綠光，讓他轉到綠色的藍相二，再
來轉到紅色的藍相一，最後轉回一開始的膽固醇相。如此我們完成了一個循環。
由照光結果得知，照射紫光的相態切換趨勢是跟著升溫的趨勢走，照射綠光
是跟著降溫的趨勢走。

圖 5-5.2 光激發各相態間的切換

接著我們把我們已取得到三種顏色的藍相，分別是照射紫光出現的藍色藍相、
綠色藍相和照射綠光出現的紅色藍相，拿去測量他們的反射光譜，測量光譜的架
設如圖 4-4。測量結果如圖 5-5.3，得知藍色的波長峰值為 469.32nm，綠色波長
峰值為 504.9 nm，紅色波長峰值為 630.98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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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3 三種顏色的反射波長

接著繼續做隨著照光時間的不同，波長產生的變化情形。圖 5-5.4，用強度
20 mW/cm2 的紫光雷射(404 nm)激發膽固醇相，在 5 秒的時候被激發到 467 nm
的藍色反射光，繼續照到 10 秒出現 508nm 的綠色反射光，接著繼續照就到了各
向同性相，所以在照射紫光可以有 467 nm 到 508 nm 之間的波長可以使用。

圖 5-5.4 照射紫光波長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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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5，用強度 20 mW/cm2 的綠光雷射(532 nm)激發各向同性相，在 40 秒
處才開始有綠色反的藍相液晶被激發出來，其波長為 495 nm，繼續照射綠光到
70 秒時候，可以激發出 617 nm 的紅色反射光，繼續照下去膽固醇相就會出現，
因此我們得知在照射綠光期間有 495 nm 到 617 nm 之間的波長可以使用。

圖 5-5.5 照射綠光波長變化情形

47

5-6 對比度
對比度是顯示器顯示品質的一個依據，其簡單的定義就是拿白色畫面(最亮
時)下的亮度除以黑色畫面(最暗時)下的亮度所得到的值。以下會對本實驗的對比
度做介紹，並算出每種顏色的對比度。
一張彩色圖之內每個畫素都會包含紅色、綠色和藍色三原色，而這三原色又
有細分 255 個亮度灰階，所以我們會用 Matlab 把各種顏色的亮度灰階程度相加
出來的總亮度來當作這張圖顏色的依據。
首先用光激發樣品，把紅色、綠色、藍色和黑色四種相態調控出來，把這些
反射顏色用同樣的曝光條件和光強度用 CCD 拍下來，再拿去 Matlab 軟體分析，
分別計算每一種顏色的總亮度。拿紅色的藍相布拉格反射圖為例，該圖裡面紅色、
綠色和藍色三個顏色的總亮度為 82873085，而搭配黑色背板的黑色各向同性相
裡面紅色、綠色和藍色三個顏色的總亮度為 17655506，把這兩張分析出來的紅
色總亮度值相除，出來的結果是 4.693894641，所以紅色的藍相布拉格反射對上
黑色各向同性相的對比度大約是 4.69。其他藍色反射光和綠色反射光對黑色的對
比度求法依此類推。
由表 5-6 中得知，紅色的對比度大越是 4.69，綠色的對比度大越是 4.12，而
藍色的對比度大越是 3.17。
表 5-6 各個顏色對黑色的對比度
紅色圖亮度總和

綠色圖亮度總和

藍色圖亮度總和

82873085

72792879

56011236

黑色圖中紅色、綠色和藍色亮度總和
17655506
對比度
4.693894641

4.12295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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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451472

5-7 穩定度
穩定度是多穩態顯示器一個指標，可以讓是我們知道這個顏色的反射顏色可
以穩定的時間，才能知道時間過了多久樣品需要重新激發一次。
測量方法是先用光激發樣品使它達到想要觀察的相態，接著在反射式偏光顯
微鏡偏振片前後垂直、曝光條件固定情況下，用 CCD 每隔五分鐘拍攝一次，並
把顏色變化全部紀錄下來，接著將已經拍攝好的照片拿去用 Matlab 分析每張照
片裡面紅色、綠色和藍色個別亮度灰階程度總和，再把這些數字在 Excel 用圖表
畫出並且觀察每種顏色隨時間的趨勢變化情形。而要定義穩定度時間除了用肉眼
判斷顏色差別，是否顏色還在可接受認知程度範圍之外，還要搭配 Matlab 分析
出的每種顏色隨時間的趨勢變化情形，看曲線斜率是否有明顯的變化，這邊先定
義指標性顏色變化超過 5%就是超過穩定時間，因為改變 5%以上照片都會有很
明顯的變化。
通常一張圖裡面每種顏色的總亮度的數字都是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例如表
5-6 裡面的數字)，所以分析出來的值都會很大，於是我們會把這些數值做正歸化。
該正歸化的值取法是，在全白的圖案底下，圖片大小為 640*480，所以有 307200
個畫素，而一個白色畫素對紅色、綠色和藍色的亮度灰階程度皆是 255，所以用
Matlab 分析白色的圖，分別計算出紅色、綠色和藍色三種總亮度，而這三個顏色
的總亮度都是 640*480*255 = 78336000，所以分析出來的總亮度值除上 78336000
來做正歸化的動作。

49

圖 5-6.1(a)，為綠光從各向同性相激發出來的紅色，每隔五分鐘觀察其變化
的情形並且拍攝下來，但是用肉眼看不怎麼出來到何時不穩定。所以我們用
Matlab 分析出來的圖去觀察。
圖 5-6.1(b)，紅色、綠色和藍色線條分別為圖 5-6.1(a)裡面紅色、綠色和藍色
總亮度隨時間的變化趨勢。由圖 5-6.1(b)可以看出，紅色總亮度越來越多，整體
看來還是紅色，而且穩定時間很長，已經超過測量時間許多。

圖 5-6.1(a)紅色相態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圖 5-6.1(b)各顏色總亮度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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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2(a)的第一張圖為在膽固醇相用紫光激發第一個出現的相態，其反射
波段為藍色，圖 5-6.2(a)是相態隨時間變化的過程，由圖可看出從 35 分鐘到 40
分鐘的時候，右上方出現了亮亮的藍色膽固醇相。而藍色的藍相就是膽固醇相照
光激發所出現的第一個相態，所以最後出現膽固醇相的原因也是因為膽固醇為穩
態的關係。
圖 5-6(b)為圖 5-6.2(a)各顏色總亮度隨時間變化的情形，由圖 5-6(b)可以看得
出在 35 分鐘到 40 分鐘的地方藍色和綠色曲線有些微的變陡峭，原因是因為在這
個時候相片上方出現了膽固醇相使得整體亮度提升的關係。而且此刻藍色和綠色
曲線變化也超過 5%了，所以我們定義藍色的穩定時間為 35 分鐘。

圖 5-6.2(a)藍色相態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圖 5-6.2(b)各顏色總亮度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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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3(a) 的第一張圖為在膽固醇相先用紫光激發出布拉格反射藍色相態，
接著繼續照一小段時間讓他在同一個相態內由藍色轉成綠色所得到的相態。用肉
眼看從 25 分鐘到 30 分鐘的時候看得藍色亮度有明顯增加。綠色隨時間增加些許
偏藍的原因是，綠色相態是由穩態的膽固醇相先照射紫光激發到藍色相態之後繼
續照射紫光而來，由於膽固醇相是穩態，所以從綠色相態回到穩態的膽固醇相勢
必會先經過藍色相態，這就是綠色會慢慢藍移的原因。
接著看圖 5-6.2(b)，也看得出在 25 分鐘到 30 分鐘地方，藍色的變化量跟初
始值比起來已經超過了 5%，所以這邊我們定義 25 分鐘為綠色的穩定時間。

圖 5-6.3(a)綠色相態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圖 5-6.2(b)各顏色總亮度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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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4(a)為用紫光激發膽固醇相最後達到透明澄清的各向同性相，再搭配
黑色背景所得到的。用肉眼看，每一張都一樣，都沒有因為時間的過去而產生藍
相。
從 5-6.4(b)看得出紅色、綠色和藍色三個總亮度隨時間變化量很少，幾乎都
是固定的，所以在黑色的穩定度可以超過兩個半小時以上。原因是在各向同性相
大部分的染料分子都在 cis 態，但要達到一定比例的 cis 轉回 trans 態才會出現藍
相，所以其穩定時間才會那麼久。

圖 5-6.4(a)黑色相態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圖 5-6.2(b)各顏色總亮度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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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為藍相液晶在不同相態下的穩定時間，而綠色的穩定時間較短的原因
是他跟藍色是在同一個相態內，是由藍色繼續照射紫光得到的，所以較不穩定，
會很容易回到藍色狀態。
表 5-6 每個相態的穩定時間
顏色

穩定時間(分鐘)

紅色

100 分鐘以上

藍色

35 分鐘

綠色

25 分鐘

黑色

150 分鐘以上

5-8 光寫入顯示
圖 5-6 為光寫入藍相顯示器實體情形，後面室溫控器固定在同一個溫度，並
且在溫控器上面貼一個黑色膠布當作黑色背景。將同一款藥灌入樣品間距(cell
gap)相近的液晶盒內，接著把他們照射紫光使其都在處在暗態的各向同性相，再
搭配綠光雷射和紫光雷射使藍相液晶產生紅色、綠色和藍色的布拉格反射波長，
圖中從左到右分別為紅色、藍色和綠色，其背景為黑色，因為染料顏色的關係，
所以暗態看起來會黃黃的。

圖 5-6 光寫入藍相顯示實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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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實驗已經找到用 30.15 %的 BL006 液晶、55.98 %的 5CB 液晶、3.87 %的
旋性物質和 10 %的 4MAB 混合的膽固醇液晶除了在升降溫擁有紅色、綠色和藍
色三個反射顏色之外，也可以利用不同波長光激發在膽固醇相、藍相及各向同性
相之間切換，也同時成功做出藉由光激發產生紅色、綠色和藍色三種藍相反射顏
色。
在定溫下利用照射紫光，可以使散射態的膽固醇相先轉為藍色的藍相二，接
著到綠色的藍相二，最後到透明(暗)態的 Isotropic。再來照射綠光，會讓各向同
性相轉變成紅色的藍相一，再來回到最原始的膽固醇相，形成一個循環。
本研究已經達到了用同一款材料且定溫之下，亮態擁有紅色、綠色和藍色三
種藍相反射顏色，同時也可以穩定在暗態，各種狀態的穩定時間至少都有 25 分
鐘以上，且亮暗態對比度都在 4 左右，達到擁有亮暗穩態反射式顯示器的效果。
實驗中遇到的困難為雷射光斑嚴重，不能在一片面積上打上相同的強度，導
致整片顏色很難均勻。未來可以用較均勻的雷射去激發摻有染料的藍相液晶。
而黑色背景看起來不夠黑，原因是因為背景是先用一般黑色電火布為材質，
導致暗態還是會黃黃的。所以可以找一個吸收較佳的材質作為背景，使其暗態更
暗。
操作溫度比室溫還高解決的方法可以調整兩種液晶之間的比例，或是改變液
晶種類，亦或是增加旋性物和染料的比例，使藍相整體相變點更低，使操作溫度
越接近室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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