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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的电容结构，包括：正极；介电

层，位于正极上；以及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位于

介电层上；负极；以及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电解质，

位于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与负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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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容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正极；

一介电层，位于该正极上；

一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位于该介电层上，其中该有机-无机复合物层是由绝缘高分子

与无机物混合而成；

一负极；以及

一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电解质，位于该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与该负极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正极包括铝、钽、铌、钛、锆、或上述的合金。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介电层包括该正极金属元素对应的氧化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有机-无机复合物层包括1重量份的绝缘高分

子与100至0.01重量份的无机物。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绝缘高分子包括含氮高分子、含氧高分子、或

上述的混掺物。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含氮高分子包括聚乙烯吡咯烷酮。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含氧高分子包括聚氧化乙烯。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无机物包括氧化铝、氧化锌、硼酸与氧化锌的

组合、或硼酸与氢氧化铝的组合。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负极包括金属箔片。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容结构，其中该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电解质包含掺杂的聚噻

吩、聚吡咯、聚苯胺、或聚(3,4-乙烯二氧噻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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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容器结构，尤其涉及其有机-无机复合物层的组成。

背景技术

[0002] 长期以来，电解电容器发展的一项主要课题即为提高电解质的导电度，以降低电

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达到高频低阻抗并具高可靠度的特性。由于导电性高分子较传统电

解电容器所用的液态电解液或是固态有机半导体错盐，如TCNQ复合盐，具有更高的导电度，

且具有适度的高温绝缘化特性，因此导电性高分子成为现今电解电容器所使用的固态电解

质的开发潮流。

[0003] 虽然相较于传统液态电解质，以原位聚合法所合成的导电性共轭高分子作为电解

质的电容器具有低阻抗与热稳定佳等优点，但是导电性共轭高分子耐电压特性远不如液态

电解质。因此低工作电压成为导电性共轭高分子在电解电容用途上的最大阻碍。

[0004] 综上所述，目前亟需新的电容结构克服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电容结构，包括：正极；介电层，位于正极上；以及有机-无

机复合物层，位于介电层上；负极；以及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电解质，位于有机-无机复合物层

与负极之间。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电容结构的示意图。

[0007] ＜附图标记说明＞

[0008] 10 电容结构；

[0009] 11A 正极；

[0010] 11B  介电层；

[0011] 11C  有机-无机复合物层；

[0012] 13 电解质；

[0013] 15  负极。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如图1所示的实施例中，电容结构10包括正极11A、正极11A上的介电层11B、介电层

11B上的有机-无机复合物层11C、负极15、与夹设于有机-无机复合物层11C与负极15之间的

电解质13。在一实施例中，正极11A所使用的阀金属包括铝、钽、铌、钛、锆、或上述的合金。正

极11A的形状可为片状箔或以颗粒烧结成多孔锭状。依据需求可进行刻蚀以获取更大比表

面积。

[0015] 在一实施例中，介电层11B可为上述正极11A的氧化物。举例来说，可采用化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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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正极11A的表面，以形成介电层11B于正极11A的表面上。在其他实施例中，可采用其他

方式形成介电层11B，比如溅射金属氧化物于正极11A上。

[0016] 上述有机-无机复合物层11C可为单层或多层结构的复合层。在一实施例中，有机-

无机复合物层11C系由绝缘高分子与无机物混合而成。举例来说，可先将绝缘高分子的单体

或前驱物与无机物混合后，再聚合成绝缘高分子。此外，亦可先将绝缘高分子的单体或前驱

物聚合成绝缘高分子后，再与无机物混合。

[0017] 在一实施例中，有机-无机复合物层11C的绝缘高分子可为含氮高分子如聚乙烯吡

咯烷酮[poly(vinyl  pyrrolidone) ,PVP)]；含氧高分子如聚氧化乙烯[(poly(ethylene 

oxide)，PEO)]；或上述的混掺物。

[0018] 上述有机-无机复合物层的绝缘高分子其分子量并无特别限制，但线性绝缘高分

子的数目平均分子量可介于1000至2000000之间。分子量过低，则线性高分子室温下呈现液

态，不易于介电层表面形成稳定的层状结构。分子量过高，则影响有机-无机复合物层在介

电层表面成膜。

[0019] 上述无机物可先以前驱物的形式先与绝缘高分子或绝缘高分子前驱物混合后，再

反应形成无机物。此外，也可先将无机物的前驱物反应形成无机物后，再与绝缘高分子或绝

缘高分子前驱物混合。

[0020] 在一实施例中，无机物可为氧化铝、氧化锌、硼酸与氧化锌的组合、或硼酸与氢氧

化铝的组合。在一实施例中，无机物为颗粒态，且平均粒径可小于或等于1000微米以良好分

散于有机-无机复合物层11C中。在一实施例中，无机物的平均粒径介于10nm至100nm之间。

上述有机-无机复合物层11C的绝缘高分子与无机物的重量比例可介于1:100至100:1之间，

比如100:40。换句话说，上述有机-无机复合物层11C可包含1重量份的绝缘高分子与100至

0.01重量份的无机物。

[0021] 上述负极15可为金属箔片，并可依据需求可在金属箔片表面进行刻蚀以获得更大

表面积，或是附着其他物质如碳或钛以提升化学稳定性或提高电容量。在一实施例中，负极

15亦可为附着于电解质13上的导电银胶或碳胶。

[0022] 上述电解质13可为导电性共轭高分子，比如掺杂态的聚噻吩、聚吡咯、或聚苯胺、

或其衍生物。在一实施例中，导电性共轭高分子可为聚(3,4-乙烯二氧噻吩)(poly(3 ,4-

ethylenedioxythiophene)，PEDOT)、或含有上述结构的共聚合物或混掺物。

[0023] 为使共轭高分子具有优良的导电度，共轭高分子以掺杂态为最佳。掺杂剂可为磺

酸类化合物，如甲烷磺酸、苯磺酸、或对甲苯磺酸；磺酸类高分子如聚苯乙烯磺酸(poly

(styrene  sulfonic  acid)，PSS)或其共聚物；羧酸类化合物如苯甲酸、苯二甲酸、或琥珀酸

(succinic  acid)；羧酸类高分子如聚丙烯酸或其共聚合物；胺基酸如甘胺酸；磷酸类化合

物如磷酸、依替磷酸(Etidronic  acid)、或磷酸二苯酯；或上述的组合。

[0024] 上述共轭高分子的掺杂方式可为先聚合成共轭高分子后再添加掺杂剂进行掺杂、

在共轭高分子聚合过程中即添加掺杂剂，或以氧化剂引发共轭高分子聚合时所产生的副产

物作为掺杂剂进行掺杂，比如对甲苯磺酸铁引发共轭高分子聚合时所产生的对甲苯磺酸作

为掺杂剂。

[0025] 上述导电性共轭高分子合成方式可为原位(in-situ)化学聚合法，即取导电性共

轭高分子的前驱物于有机-无机复合层11C的表面聚合；电化学聚合法，使导电性共轭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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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单体在有机-无机复合层11C的表面进行电化学聚合；将已合成完毕的水溶性导电高分子

如PEDOT:PSS水溶液涂布或含浸于有机-无机复合层11C表面作为导电性共轭高分子。上述

原位化学聚合法所使用的氧化剂可为含铁离子的盐类或含铜离子的盐类。上述含铁离子的

盐类包括苯磺酸铁、对甲苯磺酸铁、氯化铁、硝酸铁、硫酸铁、或其组合。上述含铜离子的盐

类包括过硫酸铜。

[0026] 在一实施例中，可电化学腐蚀铝箔以形成高表面积的铝箔，并于其上附着碳层作

为负极15。接着可视情况在正极11A与负极15之间夹设隔离纸(未图示)，再卷绕成固态电解

电容器素子(element)。在某些实施例中，可采用有机酸水溶液处理上述固态电解电容器素

子，以修补破损的介电层11B。在一实施例中，有机酸可为草酸或醋酸。

[0027] 接着将上述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含浸有机-无机复合物的水液中，再加热除水以

形成有机-无机复合物层11C于介电层11B上。在一实施例中，绝缘高分子可为含氮或含氧聚

合物，如聚乙烯吡咯烷酮(PVP)、聚氧化乙烯，其数目平均分子量介于1000至2000000之间。

在一实施例中，无机物可为氧化铝、或氧化锌。在一实施例中，无机物为氧化铝。在一实施例

中，无机物为氧化锌。在一实施例中，无机物为硼酸与氧化锌的组合。在一实施例中，无机物

为硼酸与氢氧化铝的组合。

[0028] 接着将上述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含浸于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的前驱物中，再聚合前

驱物以形成导电性共轭高分子作为电解质13于正极11A与负极15之间。在一实施例中，导电

性共轭高分子可为掺杂的聚噻吩、聚吡咯、聚苯胺、或聚(3,4-乙烯二氧噻吩)。

[0029] 对固态电容结构而言，由于介电层的缺陷或厚度不均匀，局部介电层的耐电压特

性较差。理想情况下，可藉由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电解质的局部绝缘反应提高局部介电层的

耐电压特性。然而当电压过高或是介电层有严重缺陷时，可能会使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电解

质发生大量绝缘，使电容器的电容量大幅衰退、阻抗升高、与漏电流过大，严重者甚至会因

无法抵抗工作电压而发生短路。上述有机-无机复合物层可填补局部介电层(厚度较薄的部

份)与结构缺陷，以提高电容器的耐电压并减少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电解质发生绝缘的机会。

如此一来，电容器的阻抗与电容量将可长时间维持稳定。

[0030] 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数个实施

例作详细说明如下：

[0031] 实施例

[0032] 比较例1

[0033] 以21V电化学电解反应处理正极铝箔，形成氧化铝介电层于正极铝箔上。以电化学

腐蚀负极碳箔，形成高表面积的负极碳箔。在正极与负极之间夹设隔离纸，再卷绕成固态电

解电容器素子(element)。以有机酸水溶液处理上述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以修补破损氧化

铝介电层。

[0034] 接着将上述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含浸于3,4-乙烯二氧噻吩(EDOT)单体及浓度

50wt％的甲苯磺酸铁乙醇溶液所组成的混合物中，加热混合物以加速聚合反应。在聚合反

应时，最高温可达170℃以确保反应完全。经上述聚合反应后，形成导电性共轭高分子如掺

杂的PEDOT于正极与负极之间。接着将此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套入铝壳，以橡胶盖封口，完

成固态电解电容器制作并进行固态电解电容器的特性测试。最后在125℃下对电容器通以

16V电流12小时，进行过电压负载测试，其电性如表2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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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比较例2

[0036] 与比较例1类似，差别在于将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含浸于3 ,4-乙烯二氧噻吩

(EDOT)单体及浓度50wt％的甲苯磺酸铁乙醇溶液所组成的混合物中之前，先将固态电解电

容器素子含浸于PVP(数目平均分子量为约1300000)的水液(见表1)中。之后加热至60℃后

维持一小时，再加热至125℃后维持一小时以除水，即形成PVP层于氧化铝介电层上。之后形

成掺杂的PEDOT、封口、特性测试、与过电压负载测试等步骤，均与比较例1类似。此实施例的

电容器的电性如表2所列。

[0037] 实施例1

[0038] 与比较例1类似，差别在于将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含浸于3 ,4-乙烯二氧噻吩

(EDOT)单体及浓度50wt％的甲苯磺酸铁乙醇溶液所组成的混合物中之前，先将固态电解电

容器素子含浸于PVP(数目平均分子量为约1300000)与γ-Al2O3(粒径介于40nm-80nm之间)

的水液(见表1)中。之后加热至60℃后维持一小时，再加热至125℃后维持一小时以除水，即

形成PVP-γ-Al2O3的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于氧化铝介电层上。之后形成掺杂的PEDOT、封口、

特性测试、与过电压负载测试等步骤，均与比较例1类似。此实施例的电容器的电性如表2所

列。

[0039] 实施例2

[0040] 与实施例1类似，差别在于将PVP与γ-Al2O3的水液，置换为PVP与ZnO(粒径为约

20nm)的水液(见表1)，以形成PVP-ZnO的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于氧化铝介电层上。此实施例

的电容器的电性如表2所列。

[0041] 比较例3

[0042] 与实施例1类似，差别在于将PVP与γ-Al2O3的水液，置换为PVP与TiO2(粒径小于

25nm)的水液(见表1)，以形成PVP-TiO2的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于氧化铝介电层上。此比较例

的电容器的电性如表2所列。

[0043] 表1

[0044]

[0045]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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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过电压负载测试后的电容器特性已扣除测试过程中发生短路的电容器。

[0048] 如表2所示，电容器封口后，除了比较例1的100kHz  ESR比较高之外，其余各比较例

与实施例的电容量与100kHz  ESR的特性相近。

[0049] 实施例1与2与比较例1至3所采用的21V电化学电解反应所形成的氧化铝介电层在

未经有机无机保护层处理之前的适合最高工作电压为10V。经过12小时，125℃高温的16V过

电压负载测试后，不同电容器特性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比较例1的电容器(介电层直接接触

导电性共轭高分子电解质)的静电容量衰退17.51％，且100kHz  ESR亦大幅上升，16V平均漏

电流亦高达1743μA，且电容短路率高达60％。比较例2的电容器(具有PVP层位于介电层上)

在过电压负载测试之后，其电容量衰退8.69％，100kHz  ESR由封口后的14.43mΩ上升至

18.18mΩ，增加约26％。至于具有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于介电层上的固态电容中，实施例1

(PVP-氧化铝)与实施例2(PVP-氧化锌)的电容器其电容量微降约2.7％，100kHz  ESR略增

15％，且无任何电容发生短路或漏电流过高的情况。而比较例3(PVP-氧化钛)的固态电容器

虽然具有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于介电层上，但电容器其电容量衰退达13.76％，且漏电流高

达4080μA，在过电压负载测试中更有20％的电容器发生短路。

[0050] 综上所述，只有特定组成的有机-无机复合物层如PVP-氧化铝、及PVP-氧化锌等位

于介电层上，方可有效提升电容器的耐电压特性。上述有机-无机复合物层可使电容器在过

电压负载状况下仍能保持较佳的电容量、阻抗与漏电流特性并可防止电容器发生短路。

[0051] 比较例4至8与实施例3至4

[0052] 以67V电化学电解反应处理正极铝箔，形成氧化铝介电层于正极铝箔上。以电化学

腐蚀负极碳箔，形成高表面积的负极碳箔。在正极与负极之间夹设隔离纸，再卷绕成固态电

解电容器素子(element)。以有机酸水溶液处理上述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以修补破损氧化

铝介电层。

[0053] 将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含浸于不同组成的水液(见表3)中，其中PVP的数目平均分

子量为约1300000。之后加热至60℃后维持一小时，再加热至125℃后维持一小时以除水，即

形成有机-无机复合物层于氧化铝介电层上。

[0054] 接着将上述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含浸于-乙烯二氧噻吩(EDOT)单体及浓度50wt％

的甲苯磺酸铁乙醇溶液所组成的混合物中，加热混合物以加速聚合反应。在聚合反应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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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可达170℃以确保反应完全。经上述聚合反应后，形成导电性共轭高分子如掺杂的

PEDOT于正极与负极之间。接着将此固态电解电容器素子套入铝壳，以橡胶盖封口，完成固

态电解电容器制作并进行固态电解电容器的特性测试。最后在125℃下对电容器通以40.5V

电流6小时，进行过电压负载测试，其电性如表4与5所列。

[0055] 表3

[0056]

[0057] 表4

[0058]

[0059] *过电压负载测试后的电容器特性已扣除测试过程中发生短路的电容器。

[0060] 实施例3至4与比较例4至8以67V电化学电解反应所形成氧化铝介电层在未经有机

无机保护层处理之前的适合最高工作电压为30V。各组电容器封口后的特性相近。但经

40.5V过电压负载测试后，比较例4至6的电容器发生不同程度的短路。比较例5中以氢氧化

铝与PVP的组合作为电容保护层，以及比较例6中以硼酸与PVP的组合作为电容保护层，均比

比较例4中以纯PVP作为电容保护层的短路率还高。反之，当实施例3中以氢氧化铝、硼酸、与

PVP的组合作为电容保护层时，可改善电容器于过电压负载测试的短路情况。另一方面，实

施例4中以氧化锌、硼酸、与PVP的组合作为电容保护层亦可改善电容器于过电压负载测试

的短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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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表5

[0062]

[0063] *过电压负载测试后的电容器特性已扣除测试过程中发生短路的电容器。

[0064] 如表5所示，当比较例7的以咪唑与PVP组合作为电容保护层时，电容器的特性与过

电压负载后的短路情况与比较例4的以纯PVP做为电容保护层的电容器类似。但当比较例8

的以咪唑、硼酸、与PVP组合作为电容保护层时，电容器经过电压负载测试后全部短路。综上

所述，当硼酸与特定的无机碱(如氧化锌及氢氧化铝)搭配用于电容保护层，可以提升电容

器的耐电压特性。然而硼酸单独使用或搭配有机碱(如咪唑)作为电容保护层，则反而降低

电容器的耐电压特性。

[0065] 虽然本发明已以数个实施例披露如上，然而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任意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当视权利要求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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