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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在氫-氧式燃料電池中，陰極上氧

氣還原反應的動力遠較陽極上氫氣氧

化反應低，因此，要提高燃料電池整

體效能則陰極上氧氣還原動力提升是

重要的一環。燃料電池中催化氧氣還

原之陰極電極觸媒，仍然是以 Pt 及其

合金具有較佳的反應特性。由於白金

價格昂貴，因此降低白金觸媒之粒徑

以增加反應總表面積，可有效地提升

白金觸媒催化氧氣還原反應活性，並

可減少昂貴之白金使用量。 

在使用 Pt 合金作為陰極電極觸媒

後，因為第二種金屬的存在，往往可

使 Pt-Pt 的距離縮短，有利於氧氣在白

金電極上的吸附，因而能增加氧氣還

原動力；此外，由於第二種金屬的存

在，可提供較多的 d 軌域，使氧氣分

子上的 π 電子與 Pt 產生鍵結，同樣的

可促進氧氣還原反應速率，亦可減少

白金的使用量。 

由文獻回顧中發現，鈷金屬及其

他過渡金屬的存在可有效提升氧氣在

白金上的還原反應活性。但過渡金屬

存在有腐蝕與溶解的問題，會造成燃

料電池的電池性質降低，且減少燃料

電池的使用壽命，因此本研究除了製

備核殼式白金觸媒，以殼層白金保護

核心鈷金屬外，亦利用酸處理方式移

除(leaching)製備過程中存在於觸媒表

面的鈷金屬，另外再以熱處理程序改

變二金屬電極間的合金程度，探討其

對氧氣還原反應穩定性之影響。另一

方面，本研究將以旋轉電極法及極化

曲線法探討氧氣還原反應動力參數。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程序一熱裂解法結合

多元醇還原法(procedure I)、程序二熱

裂解法結合金屬置換法(procedure II)

及程序三熱裂解法結合金屬置換法與

多元醇還原法(procedure III)製備核殼

式鈷白金觸媒(Corich core-Ptrich shell/C)。三

種方法均先在二苯醚有機溶劑中，以

熱裂解還原法將有機鹽前驅物羰基化

雙鈷(Co(CO)8)還原成金屬 Co 於碳載

體上，多元醇還原法是以 1,2-十六二醇

(1,2-hexadecanediol)將白金的有機鹽

前驅物(Pt(acac)2)，還原至 Co 表面形

成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而金屬置換法

(transmetallation)則是利用 Co 的活性

高於 Pt，因此將 Pt(acac)2 添加於完成

Co/C 製備之反應液中，使其與金屬鈷

進行金屬置換反應，將白金製備於 Co

表面形成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並以酸

處理及熱處理修飾核殼式鈷白金觸



媒。為了解本研究中所製備觸媒之特

性，利用 TEM 分析材料之粒徑大小，

XRD 與 AAS 分析電極觸媒的晶相與

組成負載量。 

以黃金片為電流收集基材，5 % 

Nafion®溶液作為黏著劑及電解質，將

電極觸媒製作為極片，進行循環伏安

(cyclic voltammetry, CV)掃描法，了解

其電化學活性面積。再以線性掃描伏

安(linear sweep voltammetry, LSV)法，

極化曲線(polarization curve)法所得 IE

曲線及旋轉環盤電極(RRDE)在含氧氣

之電解質中進行氧氣還原反應，探討

其動力參數和反應機構。最後以連續

CV 法進行觸媒穩定性測試。 

 

三、結果與討論 

由TEM影像發現以程序一熱裂解

還原法製備鈷，並以多元醇還原製備

殼層 Pt 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電極觸

媒，其平均粒徑為 3.36 nm；Fig. 1 為

經 20% H2SO4(aq)處理 1 小時後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電極觸媒之 TEM 圖與

粒徑分佈圖，其平均粒徑減小至 3.33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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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ig. 1 TEM micrographs 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treated by 20% H2SO4 for 1 h. 

以程序二熱裂解還原法製備鈷，

並以不同時間金屬置換法還原製備殼

層 Pt 製備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I 電

極觸媒，其平均粒徑為 1.39 ~ 1.59 

nm。另以熱裂解法製備鈷，並以金屬

置換法結合多元醇還原製備 Pt 層所得

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II，在前驅鹽

Co/Pt 原子比為 2.75 ~ 8.25 間，其平均

粒徑為 1.76 ~ 3.92 nm。 

改變酸處理時間時，在前驅鹽

Co/Pt 原子比為 2.75 時，以程序一所得

製備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與以程序

三製備所得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II，

在經過 1 小時 20% H2SO4(aq)處理後，

具有最大的電化學活性面積，其值分

別 45.92 與 58.35 m2 g-1，其原因為酸

處理程序將在白金殼層附近的鈷金屬

移除，減少溶解於電解質中 Co2+的干

擾，並且使 Corich corePtrich shell表面粗糙

度增加所造成。 

以 程 序 一 製 備 所 得 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電極觸媒，以 20% 

H2SO4(aq)處理 1小時後之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A，利用 LSV 方法量測其氧氣

還原反應特性，與其它酸處理時間比

較，發現其 MA 與 SA 均具有最大值，



其值分別為 23.33 A gPt
-1 及 50.81 μA 

cm-2。與自製之 Pt/C(15.54%)、商品化

之 Pt/C(20%, E-TEK)及未經處理的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相比較，其 MA

值增加為 1.63、1.91 及 1.41 倍，其 SA

值增加為 2.52、3.24 及 1.06 倍。 

Fig. 2 為以經 20% H2SO4(aq)處理 1

小時後的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A 電極

觸媒極化曲線法進行氧氣還原動力探

討之結果，其具有最大之氧氣還原反

應 MA 與 SA 值，分別為 13.92 A gPt
-1

及 30.32 μA cm-2。與自製之 Pt/C 及未

經酸處理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比

較，其 MA 值增加為 1.57 及 1.50 倍，

其 SA 值增加為 2.43 及 1.12 倍，其結

果與以 LSV 方法進行 ORR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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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a) Polarization curves (b) ln (j/nF) 

vs. ln ([O2]) (c) ln
'k  vs. η (d) IE 

polarization curve at various temp. (e) 

Arrhenius plot of log(jo / [O2]) versus T-1 

of ORR on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treated 

by 20% H2SO(aq) for 1 h. 

 

在各電極觸媒上氧氣還原對溶氧

濃度均為一階反應，與 LSV 方法進行

ORR 所得結果相同。其 ORR 標準反應

速率常數為 1.93 × 10-7 cm s-1，較自製

之 Pt/C 及未經酸處理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的值 4.79 × 10-8 與 2.26 × 10-8 

cm s-1 均大。 

反應活化能則為 21.16 kJ mol-1，

較 Pt/C 及未經酸處理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的 23.22 與 25.06 kJ mol-1 值均

小。電荷轉移係數 α 值範圍在 0.82 ~ 

0.88 間。 

由本研究發現，在核殼式鈷白金

電極觸媒結構上，殼層中適度的合金

程度，可減少白金之晶格常數，縮短

Pt-Pt 間距離。但在進行 ORR 時，第二

金屬溶解於電解質中形成離子，此離

子會吸附於白金活性基座上，減低氧

氣還原活性。因此可利用酸處理程序

將在電極觸媒表面之第二金屬移除，

減少第二金屬溶解產生離子干擾氧氣

還原反應，同時電極觸媒未產生再結

晶現象，因此保有較小之白金晶格常

數，而提升電極觸媒上 ORR 活性。而

氧氣還原活性除了會受電極觸媒結構

之影響外，也受電極觸媒上白金晶面

之影響。 

Fig. 3 為經 20% H2SO4(aq)處理 1 h

之Corich core-Ptrich shell/C電極觸媒以旋轉

電極進行 ORR 反應動力探討之結果，

發現 Pt/C 與以程序一製備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 電極觸媒均存在有二段

塔弗斜率，在較小過電壓(50<η<100 

mV)時，存在一明顯之線性關係區，其

斜率約為 64 ~ 68 mV dec-1；在較大過

電壓(120<η<200 mV)時，線性區較不

明顯，其斜率值約為 110 ~ 118 mV 

dec-1，此兩段塔弗斜率顯示，在不同

過電壓下的反應機構不同。各電極觸

媒斜率差異不大，顯示各電極觸媒對

氧氣還原之機構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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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ig. 3 (a) Linear scan voltammograms (b) 

Mass transport corrected Tafel plots (c) 

Levich- Koutecky plots (d) log(jD) vs. 

log(1-jD/jD,L) (e) linear scan 

voltammograms of ORR on ring 

electrode on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treated by 20% H2SO4(aq) for 1 h as 

electrocatalysts. 

 

經 20% H2SO4(aq)處理 1 小時後的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 電極觸媒，其交換

電流密度為 1.187 μA cm-2，其值為自

製 Pt/C 的 1.29 倍。在各電極觸媒上氧

氣還原均為四電子轉移反應，氧氣還

原對溶氧濃度均為一階反應。 

以在 0.90 V (vs. RHE)為例，自製

之 Pt/C、經 20% H2SO4(aq)處理時間分

別為 0、0.5與 1 h之Corich core-Ptrich shell/C

電極觸媒上所進行的 ORR，分析其中

間產物 H2O2 的比例分別為 1.76、

2.84、2.75 和 2.45 %。 

本研究所製備之電極觸媒上所進

行的 ORR 反應，大多數以直接四電子

的反應且將由 O2 還原生成 H2O，極少

部分的 O2經由間接反應的兩電子反應

先生成 H2O2，再經兩電子反應將 H2O2

反應生成 H2O。 

 

Fig. 4 為經 20% H2SO4(aq)處理 1 h

之Corich core-Ptrich shell/C電極觸媒在氫氣

氣氛中 300 oC 下持溫兩小時後進行連

續 10,000 圈 CV 掃描之電化壆活性面

積變化及老化測試前後之氧氣還原

LSV 圖譜。熱處理後之 Pt/C-T、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T 、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A-T、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II-T

和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II-A-T 電極觸

媒，在連續 10,000 圈 CV 掃描後電極

觸媒的 EA 衰退率，分別由未經熱處理

前的 56.31、64.36、49.15、82.60 與 100 

%減少至熱處理後的 31.42、19.53、

44.55、73.93 與 41.62 %。 

 

 

(a) 

 

(b) 



 

(c) 

Fig. 4 (a) Durative CV (b) electroactive 

area and (c) linear scan voltammograms 

of ORR before and after durative cyclic 

voltammetrys on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treated in 10% H2/Ar at 300 oC for 2h in 

0.5 M HClO4(aq). 

 

在 0.9 V 時測得之 ORR 電流密

度，未經熱處理之電極觸媒的衰退率

為 54.89、88.04、53.78、88.00 與 99.11 

%；而電極觸媒在熱處理後，其 0.9V

時ORR電流密度的衰退率則明顯的減

少為 21.52、44.64、51.57、78.82 與 41.82 

%。顯示經熱處理後電極觸媒之穩定性

均明顯的提升。以程序三製備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II 在進行老化測試後，

其電極觸媒中 Co 成分仍未完全流

失，使其仍具有合金型態，顯示以金

屬置換結合多元醇還原法製備之白金

殼層較為緻密，具有保護核心金屬之

能力。 

 

四、結論 

本研究製備之奈米核殼式之鈷白

金/碳電極觸媒可有效降低白金使用

量，使燃料電池之造價降低，並且有

效提升陰極電極觸媒之氧氣還原活

性，經 20% H2SO4(aq)處理 1 小時後的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A 電極觸媒與自

製之 Pt/C 及未經酸處理之 Corich 

core-Ptrich shell/C-I 比較，其 MA 值增加為

1.57 及 1.50 倍，其 SA 值增加為 2.43

及 1.12 倍。在氫氣氣氛中 300 oC 下，

持溫兩小時後之電極觸媒，利用 CV 法

探討其穩定性，發現所得之電化學活

性面積穩定性改善了 10 ~ 70%，而於

0.9 V(vs. RHE)時之氧氣還原反應電流

密度之穩定性提昇了 4 ~ 61 %。在本研

究中對於燃料電池的問題，於燃料電

池造價與燃料電極觸媒反應活性及穩

定性的技術發展中均有所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