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 操作注意事項

111.0310 更新

1. 自行操作者由技士陪同操作 3 次以上才可以自行操作。
2. 自行操作者須自備樣品管
有公用內管及氣密塞可以使用，內管使用後清洗烘乾立即歸回抽屜鐵盒內

氣密塞絕對不可以清洗
3. 樣品重量建議: 考慮樣品在樣品管中的總表面積，也就是預估比表面積 X 樣品質量。樣品量
以總表面積達到 5~200 m2 之間為佳。若僅是表面積量測，樣品管內總表面至少在 1-5 m2，
如果是測定吸脫附等溫線，樣品管內總表積至少為 40-120 m2 (可以大約抓 40)
(1) 如果樣品比表面積大於 1000 : 稱重 0.05-0.08g
(2) 如果樣品比表面積大於 10,小於 1000 : 稱重 0.1- 0.5g .
(3) 如果樣品比表面積小於 1： 稱重需要在 1g 以上，甚至到 5g 以上為確保測量精度
4. 內管使用時機: 樣品比表面積小於 100 就要使用。(內管請水平放入樣品管，以免破裂)
(1) 對於中孔段的孔徑分析以及比表面積測試，使用內管是可以提高實驗結果的準確性。
(2) 微孔材料的孔徑分析則不推薦使用內管
5. 請勿分析具有黏性、腐蝕、難去除的樣品，以免汙染樣品管。有機樣品易於分析中分解應避免
使用，以免汙染系統岐管。
6. 上機樣品應在烘箱內(100℃)烘過夜，去除過多的水分，以保護真空 pump。
7. 脫氣溫度選擇:不確定脫氣溫度時，建議參考化學手冊或各類標準方法做為參考，建議不要超
過熔點的一半，若使用熱分析儀能精確地得到適合的脫氣溫度(熱重曲線上平台端的溫度) 。
微孔樣品脫氣時間建議至少 8 小時以上。
8. 經過事先高溫處理過之樣品(處理溫度>500℃)，需先在 100℃烘箱內去除吸附之水氣。未經
過高溫處理之樣品(樣品內或結構上含有界面活性劑、改質劑、或其他有機物者)，請附上 TGA
熱分析圖，避免在樣品前處理之除氣階段造成有機物裂解、揮發導致系統污染。
9. 實驗前請先確認液氮量是否足夠分析樣品並妥善運用(1 個樣品 2.7 L 撐 40 小時)，避免來不及
補充液氮而造成實驗失敗，重新分析的話費用照算。
10. 分析完成最晚隔日要來取下樣品及整理杜瓦瓶，以利後續同學使用。
11. 數據處理: 原始檔案請留在原資料夾備份原始檔，請先以複製的方式複製至自己的資料夾內再
用 data 處理的軟體做編修存檔，勿隨意移動或刪減分析樣品資料夾內的檔案，這樣軟體在讀
分析資料夾內的樣品順序才不會出錯。
12. 關於脫氣溫度、時間及真空度都與比表面積值有關，因此存在誤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注
意比較數據時樣品預處理及分析的條件。
13. 樣品管清洗:用 DI 水或加一點點中性清潔劑清洗，並以刷子刷洗於 80 度烘箱烘乾。
14. 數據處理注意事項:請將分析完成的檔案複製到自己的資料夾後，再用數據軟體處理
(MicroActive)開啟編輯儲存，切勿以數據處理軟體打開原檔後編輯儲存，這樣儀氣分析軟體
(ASAP2402)會辨識異常造成該資料夾有些檔案會讀不到。

第一篇

除氣

110.03.08

除氣前準備工作: 先在烘箱烘一天 (110℃)
一、秤重 1.秤重：W1 秤空瓶+氣密塞重 +內管(視樣品管內總表面積評估是否放入)
2.放入樣品秤重 ：W2 樣品+空瓶+氣密塞+ 內管

-----(除氣前)

（樣品量以總表面積達到 5~200m2 之間為佳）
二、將樣品管依序放入 Nut、Ferrule(除氣區使用鋁製)
及 O-ring 後垂直將樣品管頂上下層除氣區的 Port，
小心順著螺紋順時針旋緊螺絲，沒鎖緊會漏氣
（要順著螺紋，不順卡卡就重轉，太粗魯樣品管上方會破裂）
三、裝上加熱包並用 U 型鋼夾固定(請如圖是的固定方式，以免加熱包線圈損壞)，加熱包不可用
力擠壓(加熱線圈要回到常溫才可以移動,不然感應線容易壞掉)
四、 軟體操作：
1. 開電腦軟體：ASAP 2420
選 FileOpenSample information

2. 建立新的樣品檔:
a. 按﹝…﹞選到 C:\2420\data

b.

(或是自己的樣品資料夾)
b. File name 自動編好 (請不要改，方便統計分析次數)

a.

c. 按 OK
d. 視窗問是否建新檔，按 YES
d.
c.
3. sample information 頁面設定
a. 按 Replace All 套用方法
b. 按﹝…﹞到 C:\2420\method 資料夾後
c. 選擇套用的方法:
d. 按 OK

b.

c.

a.
d.

4. Sample information
Sample 註記樣品名稱或特性；Operator 註記操作人員；其他依需要鍵入
4.

5.

5. Sameple Tube:有使用內管要打勾
6. Degas Condition: 第 1 列為除水氣的設定,請不要修改
a. 依材料特性修改第 2 列 Heating Phase 溫度及時間，升溫速率一般使用預設 5℃/min
b. 按 save

a.

b.
5. Analysis Conditions (分別點進去確認一下各分析參數)
a. Pressures: 已經依 method 設定好相關分壓及取點，除非要增刪分壓點才會使用
Analysis Conditions 各參數位置

a.
c.

d.

e.

a.

b.
f.

g.

b. Options:
(1) Low pressure incremental(低壓投氣設定)：確認好，按 OK(微孔分析才需要低壓投氣)
一般微孔樣品設在 3~7 cm3/g STP，或可用預估比表面積/100 值來設定

7point BET 是不勾

微孔分析
micro+ meso +enter free space
要勾
依比表/100 決定 dose amount

(2) Equilibration Delay：預設 minimum 是 0，maximum 是 1 (不用修正)
c. Preparation：一般不用修正，確認都是不勾的狀態(Fast evacuation 勾了會傷儀器)

d. Free space：確認做微孔分析，一定要選 enter free space，warm 與 Cold free space
數值得獲得來自於分析微孔樣品結束後，使相同的樣品管進行一個單點 BET 的實驗
時，勾選 Measure 重新分析以獲得 Free Space 數值後進入數據處理軟體帶入

7point BET 及 meso
是勾 measure

e. P0 and T：使用第 1 個選項

micro+meso+enter free space
是勾 enter

f. Equilibration：使用預設值，不用修正

g. Backfill ：指開始分析時先投氮氣到 760 mmHg，再啟動抽氣閥門將氮氣抽走，目的再
快速的清掃系統內部管路
若微孔分析時有先作原位脫氣時不要勾 backfill sample at start，不然原位脫氣無效
沒有作原位脫氣的一定要勾 backfill sample at start，不然會傷害儀器
沒有先作原位脫氣者

有先作原位脫氣

要打勾

不要打勾

不然會傷害儀器

不然就白作原位脫氣了

6. Adsorptive Properties：吸附特性不用改

7.Report Options：
輸出報告選擇(有要出 NLDFT 的可以先勾)

8. 確定好各參數Analysis Conditions 頁面，按 save 存檔，再視樣品數目新建 sample 檔
9. 除氣
a. 點選 Unit 1 start Multiple Degas

a.

b. 確定 degas port 及加熱包編號
c. 按 Browse 選擇設定好的 sample 檔

b.

c.

d. 按 start 開始除氣

d.
10. 系統完成 Degas 時,出現完成畫面，按 OK 關閉視窗，冷卻至室溫(面板顯示綠燈)才能移除
樣品管及加熱包

第二篇

7pointBET 或中孔(Meso)分析(不用原位脫氣)

1110310

說明:若對自己材料不了解,可以先作 7pointBET，初步推估材料的 BET 及 free space，若再一步
作微孔分析，可以依據比表面積設定 dose amount (比表面積/100)
一、除氣完的樣品回到室溫後，將樣品取下秤重：W3 (除氣後)。
二、樣品管移至上層分析區(請注意分析區的 nut 請使用不銹鋼材質的)
三、白色等溫套在最下面，順時針旋鬆 P0 tube 螺絲將 P0 tube 緊貼樣品管
四、放上 Dewar cover(放下面一點，讓杜瓦瓶升上來時才可以盡量密合保冷)
五、倒液氮(液氮可以先做完步驟六、七後再加)
1. 檢查樣品口不可以有結冰冰塊，內部不能有水及冰塊，若有清空，不然杜瓦瓶容易破裂
2. 請戴抗凍手套將液態氮倒入大量杯大約 2.7 公升
3. 小心將液氮倒入杜瓦瓶內，並用液態氮高度量尺量測高度
4. 建議高度為孔洞與底端的 1/2 處
(高出一點沒關係,不要滿出來就好)
5. 完成後將保護外罩蓋上
6. 注意氣體是否足夠，壓力>200 psi，不然會測不準

1.

2.
3.

六、開啟 sample 檔案，輸入重量
1. File open sample information
2. Sample information 頁面
3. 點選 Calculate 輸入 Empty tube(W1)跟
除氣後 Sample+tube 重量(W3)
4. 按 SAVE 存檔(請輸入重量，分析過程才可以修改取點數量)

4.

七、分析
1. Unit 1Start High Throughput Analysis

1.

2. 確認分析區 port 編號，按 Browse

2.

3. 選擇 sample 檔案

3.

4. 按 OK
4.

5. 按 Start 開始分析
5.

會開始抽真空到 20 umHg 後，開 8 號閥全抽 1 小時後，才會將杜瓦瓶升上來投氣分析，因
此按完 start 後再添加液氮是 OK 的，但要確認液氮桶的量是足夠的唷!
八、如果分析時間超過 40 小時，要再來補充液氮，以免分析失敗
九、分析完成，Status 呈現 IDLE，才可以將樣品管取下

第三篇

原位脫氣(測微孔樣品，請先原位脫氣)

111.03.10

一、將除氣區的樣品取下秤重 W3 後，加上白色等溫套後移至上層分析區 。
1. P0 管旋鬆螺絲後移旁邊，避免碰到白色等溫套燒熔
2. 樣品管裝上白色等溫套，並將白色等溫套推到最高
3. 套上加熱包（用長的奇數編號加熱包），並用 U 型鋼夾固定

請用圖示方法夾 U 型鋼夾
以免加熱包受損

P0 管務必遠離加熱包

不然會燒熔

二、原位脫氣軟體自動操作(一個一個樣品作)

1.

1. 點選 Unit 1
2. 點選 Evacuate Analysis Port

2.

3. 點選要原位脫氣的 port 編號
4. 注意 Fast evacutation 不可勾
Unrestricted evac pressure 確認為 5
Evacuation rate 預設為 5，若樣品粉會飄請用 1 或 3
5. 按 Start 開始抽真空，儀器會先回填系統至一大氣壓後

，開啟樣品閥互通後，開始抽真空，先抽到 5 mmHg 後，會開 8 號閥全抽抽至
20umHg，自動關掉視窗表示完成抽真空
3.
第一階段抽到 5.0mmHg
4.

若樣品太粉可用 1 or 3 mmHg/s

5.
開 8 號閥抽至 20 umHg 後關閉視窗

6. 再執行下一個 port 的原位脫氣
7. 所有分析樣品 port 都抽真空後

8. a.啟動手動功能，點選 Unit 1enable manual control (打勾)
b.滑鼠移至分析樣品閥左鍵點兩下，打開樣品閥全力抽氣

b.
a.

(注意!!很容易忘記開樣品閥)

9. 啟動加熱包設定：(一定要確認是下層除氣區奇數加熱包的編號，不要跟上層分析區搞混)
a. 點 unit 1show degas schematic 進入 degas 視窗
b. 滑鼠移至加熱包編號(確認除氣區的編號)，按右鍵點選 Set
c. Target temperature 鍵入 90℃按 OK 開始加熱
d. 溫度至 90℃後，持溫 30min 後，可利用遠端連線啟動 enable manual control 後，滑鼠
移至樣品編號的加熱包，按右鍵點選 Set，修改 Target temperature 鍵入原位脫氣溫度
(除氣第二階段除氣溫扣除 50 度，以保護儀器)，若是有機樣品，溫度不可太高
e. 操作完時記得隨時關閉 enable manual control 避免誤觸，點選 Unit 1enable manual
control 取消手動功能(取消打勾)。
c.
b.
a.
e.
d.

10. 加熱至少 3 小時，遠端連線
a.啟動手動功能後(點選 Unit 1enable manual control)
b.關掉加熱包溫度(加熱包按右鍵，選 Disable)(或抽到分析前一個小時再關也可以)
a.
b.

11. 等到加熱包溫度降至室溫(面板燈號為綠色)，才可以取下
熱熱的取加熱包除了燙傷外，重點是加熱包感應線容易損壞。
遠端連線 Anydesk (請把本地主機與遠端主機都設成英文輸入，可 key 數字及英文)
夥伴 ID

:680395786

Password : ASAP2420

第四篇

微孔分析+後測 Free Space

1110311

說明:
比表小，可以不原位脫氣直接微孔分析；比表大者，須原位脫氣，才能進行微孔分析，但要特別
注意的是(1)若有原位脫氣者，要注意 Backfill at start 是不要勾選的
(2)無原位脫氣者，要注意 Backfill at start 是要勾選的

一、白色等溫套移至最下面，順時針旋鬆 P0 tube 螺絲將 P0 tube 緊貼樣品管
二、放上 Dewar cover
三、倒液氮(液氮可以先做完步驟四、五後再加)
1. 檢查樣品口不可以有結冰冰塊，內部不能有水及冰塊，不然倒入液氮時杜瓦瓶容易破裂
2. 請戴抗凍手套將液態氮倒入大量杯大約 2.7 公升
3. 小心將液氮倒入杜瓦瓶內，並用液態氮高度量尺量測高度
4. 建議高度為孔洞與底端的 1/2 處
5. 完成後將保護外罩蓋上
6. 注意氣體是否足夠，注意氣體壓力>200 psi，不然會測不準
四、開啟 sample 檔案，輸入重量
1. 選 FileOpenSample information
2. Sample information 頁面
3. 點選 Calculate ，輸入 Empty tube(W1)跟 Sample + tube(W3) 的重量
4. 按 save 存檔

(請輸入重量，分析過程才可以修改取點數量)
2.

1.
3.

4.

5.
5. Analysis Conditions (分析前請再確認)
a. Options: Low pressure incremental 要勾

a.

依據比表面積決定 dose amount
(比表/100)

1
c.

b.

b. 點選 Free space 確認: 勾 Enter
c. 點選 Sample Backfill Options:
確認 backfill at start ---有作原位脫氣者 Backfill at start 不要勾

c.
a.

b.

五、分析
1. Unit 1Start Micropore Analysis
2. 確認分析區 port 編號，按 Browse，選擇 sample 檔案後按 OK
3. 按 Start 開始分析
1.

2.

3.
分析時間需視樣品特性及低量投氣點數而不一樣，原則過了分壓 0.01 就會快一些了

六、分析完後補測 Free space 以獲得 free space 數值代入
1. 新建一個檔案
a. 選 FileOpenSample information
a.
b. 按﹝…﹞選到 C:\2420\data
(或是自己的樣品資料夾)
c. 按 OK
d. 視窗問要不要產生一個，按 YES

b.

c.

d.

2. 修改資訊:
a. 按 Replace All
b. 按﹝…﹞選到 C:\2420\method
c. 選擇 1 point BET 方法檔
d. 按 OK 帶入方法
e. Sample Informaiton 頁面 Sample 處
鍵入 free space for 哪個檔案方便識別
f. Analysis Conditions 頁面，
確認 Free Space 設定是勾選 measure
g. 後按 OK
h. 其他頁面都不用修正直接按 SAVE

a.

e.

f.

b.

c.

g.

d.

h.

3. 開始分析
a. 選 Unit1Start High Throughput Analysis
b. 確認好執行的 port 後
c. 按 browse 選擇剛剛建立的檔案後按 OK (若有另一個 port，亦同)
d. 最後按 Start 開始分析
b.

c.

a.

d.
4. 儀器會開始抽真空 1 小時候開始投氣分析，大約三小時分析完成，有報告，請至報告內抄
free space 數據，複製樣品檔案至自己的資料夾後再以 MicroActive 軟體

輸入修改才

是正確的分析結果
5. 分析完成後出現 IDLE，才可取下樣品，並將杜瓦瓶內剩餘液氮整理，供下一次分析使用

第五篇

數據處理

說明:
原始檔案請留在原資料夾，請先以複製的方式複製至自己的資料夾，內
再以數據處理軟體 MicroActive 編修存檔，勿隨意移動或刪減原樣品資料夾
內的檔案，這樣分析軟體 ASAP2420 在讀原分析資料夾檔案才不會出錯。
一、完成分析量測檔案報告及輸出
1. 點選數據處理軟體 MicroActive
2. 選怎樣品檔案
a. 點選 File Open
b. 點選分析完成的檔案
c. 點選 Open 開啟檔案
a.

b.

c.
二、出現數據的視窗

三、視窗下方 Isotherm 下拉切換至 Advanced 視窗

四、在 Mass 處確認或修改 sample 淨重
(即 W3-W1)
或使用 Calculate 前後重

五、a.選擇 Isotherm 選項，

b.鍵入量測的 Free space 數據

b.

a.
六、點選到 BET 可以看 BET 的報告結果，調整 range 確認 BET 畫面下 C 值為正值(很重要)，且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小數點後為 4 個 9，各圖都可以調藍色線，左下圖取點不要取到趴
下去的點
BET 方程式建立在中孔材料上，用於微
孔材料計算結果會偏低，微孔的單層/
多層吸附完成於 P/P0<0.1

不要取

中孔至少 5 點
P/P0 0.05~0.30
微孔至少 5 點 P/P0 0.005~0.1
微孔中孔複合材料 5 點 P/P0 0.01~0.2

七、點選 Langmuir 視窗，拉 Iotherm 右邊的藍色 Bar 拉到 0 位置，左上角的圖形會出來
Langmuir 方程式單層吸附
如果有中孔的話會開始產生多層吸附產
生毛細管凝聚在 P/P0=0.7 左右

八、t-Plot 結果，Isotherm 圖右邊藍色線拉到 0 位置，左上角 t-Plot 圖形會出現，再微調藍
色線，拉至圖形的切線，至少 5 點，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越高越好
t-Plot(微孔體積、比表面積與外部比表面積)
可以選 Thickness Curve 的模型理論
回歸直線與 t-曲線相切
回歸係數至少 3 個 9

九、BJH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通常是看中孔及大孔樣品，一般是看 desorption 圖

一般用 H &J 模式

BJH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中孔比表面
積、孔體積、孔徑分布分析方法)
當 P/P0>0.4 時，毛細凝聚現象才會發生，
透過測定樣品在不同 P/P0 下凝聚氮氣重，
可繪製等溫吸脫附曲線
分析範圍 2nm~500nm

十、HK(微孔孔徑分布) 可以看微孔
十一、

DFT 及 NLDFT (微孔及中孔孔徑分布):
a. Sample 可以選 Slit 或 Cylinder, Model 選擇 氮氣
b. 拉 Isotherm 的藍色 bar 涵蓋全部
c. 拉左下圖藍色線至兩條線交匯處右邊一點
a.

C.調整解析度

十二、
十三、

b.

修改完成後，記得按 Save 儲存覆蓋原檔案
出報告：

b.

a. 選擇 Adcanced
b. 選擇 Report Options
c. 點選要出報告的種類

c.

e.

（例如要新增ＮＬＤＦＴ報告，記得點選）

d. 按 Preview 即出現各類報告
e. 點選 Save As
f. 選擇儲存的檔案類型 (一般 excel 或 PDF)
儲存資料夾及檔案名稱後
按 Save 儲存報告即可

a.

d.

補充液氮注意事項
若分析超過一天，請務必補充液氮，若液氮不夠無法保溫，取點壓力異常，就會分析失敗，需要
重來，若因個人因素造成分析失敗，要重新分析，使用費用還是照算唷!!
a. 在不會干擾分析時(沒有出現 Rate of Change)，可暫停，按 Suspend
b. 勾選要暫停的 Port 後按 Yes

a.
b-1.

不可暫停，需等待結束

b-2.
可暫停，按 Suspend

c. 啟動手動設定:點選 Unit 1enable manual control (打勾)

c.

d. 滑鼠移至要添加液氮的杜瓦瓶按右鍵，點選 Lower 後杜瓦瓶會開始下降，下降一點點至
可以添加液氮的高度後(盡量不要露出白色保溫套)，按右鍵選 stop 停住 e.
(杜瓦瓶降太多，若添加液氮時溫度無法保持低溫，會分析失敗唷!)
按右鍵可選擇控制杜瓦瓶升降
Raise 升起
Lower 下降
Stop 停止

D.

e. 使用抽屜內漏斗添加液氮，比較方便安全（記得戴布手套，以免凍傷）
f. 添滿後，滑鼠移至添加液氮的杜瓦瓶按右鍵，點選 Raise 後上升回去
g. 過五分鐘後稍微平衡後，按 Resume 鍵，勾選接續分析的 Port 後按 YES

f.

g-1.
g-2.
g-3.

h. 添加完液氮，要蓋好液氮桶蓋，安全螺栓歸位避免傾倒，並歸回牆邊，不影響走路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