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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量測微升液體 pH 值與溶氧濃度的電化學式微流體感測晶片 

林孝安[1]  王玠荏[1]  林明杰[1]  吳靖宙[1]*
 

摘  要 近年來利用微製程製作的微流體生物感測器已受到廣泛重視，可藉由量測微量液體的溶氧濃度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O2])與 pH 值的變化，以得知生物體的呼吸活性與酸化率。研究中藉由定電

流法沈積氧化銥(IrOx)薄膜於金電極上，用以當作電化學量測系統的參考電極與 pH 感測電極，以建構一全晶片式

電化學感測器。以 0.6~1.0 mA/cm
2

電流密度(current density, CD)沈積之 IrOx 電極的 pH 靈敏度與鍍層厚度並

無顯著差異，但 IrOx 鍍層厚度隨沈積時間的增加而變厚。且比較以 0.8 mA/cm
2

沈積 5 分鐘(0.8CD/5M-)，10 分

鐘(0.8CD/10M-)與 15 分鐘沈積(0.8CD/15M-deposited)之 IrOx-pH 電極的 90%反應時間(RT90)，顯示 IrOx 膜愈

薄其 RT90 愈短。但在長期穩定度上以 0.8CD/15M-deposited IrOx電極的電位漂移量最小，僅為 0.33±0.12 mV/h。

藉由整合晶片上的 IrOx 參考電極與利用微通道鹽橋對量測槽的連結，可對微量液體同時量測[O2]與 pH 值，在交

互量測 0 mM [O2]的 100 mM Na2SO3 (pH 8.0)與 0.21 mM [O2]之 10 mM PBS (pH 7.0)溶液，其相對於[O2]之

還原電流變化值為 42.85±0.84 nA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2.0%)與相對於 pH 值之開迴路電位變化

值為 81.98±2.19 mV (RSD: 2.7%)，此微小的 RSD 顯示該晶片對[O2]與 pH 值量測具有良好重覆性。此整合電化

學感測器之微流體晶片未來可用於量化藥物對細胞活性的影響，可增加藥物試驗的速度與減少成本的花費。 

關鍵詞：氧化銥、微通道鹽橋、pH 感測器、溶氧感測器、微流體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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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of Microliter-Scal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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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microfluidic biosensing chips fabricated by microfabrication techniques have 

attracted wide interests.  The chips can measure the change in the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O2]) 

and the pH values of solutions so as to estimate the respiration activity and acidification rate of cells.  In 

this study, the Au electrodes galvanostatically electrodeposited by an iridium oxide (IrOx) layer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electrode of electrochemical measuring system and the pH indicator to construct a whole 

chip-type electrochemical sensor.  The IrOx-deposited electrodes by using the 0.6~1.0 mA/cm
2
 current 

density (CD) didn't present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ensitivity of sensors and the thickness of IrOx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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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the 90% response time (RT90) of IrOx electrodes deposited by the 0.8 mA/cm
2
 CD for 5, 10 

and 15 min (designated as 0.8CD/5M-, 0.8CD/10M and 0.8CD/15M-deposited electrode) was compared 

to show that the thinner IrOx film had the shorter RT90.  However, the 0.8CD/15M-depostied IrOx 

electrodes exhibited the smallest potential drift of 0.33±0.12 mV/h in the long-term stability test.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on-chip IrOx reference electrode and the salt-bridge microchannel connecting the 

measuring chamber, the chip can simultaneously measure [O2] and pH values.  The change in the 

reductive current corresponding to [O2] and the open circuit potential (OCP) corresponding to pH was 

respectively 42.85±0.84 nA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2.0%) and 81.98±2.19 mV (RSD: 2.7%) when 

alternately injecting 100 mM Na2SO3 (pH 8.0 and 0 mM [O2]) and 10 mM PBS (pH 7.0 and 0.21 mM [O2]) in 

the measuring chamber of microfluidic chip.  The small RSD implies that the chip possesses good 

repeatability for the measurement of [O2] and pH.  The microfluidic chip integrating the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can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effect of drugs on the cellular physiological behavior, resulting in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drug tests and reducing the measuring cost. 

Key Words: Iridium oxide, salt-bridge microchannel, pH sensor, dissolved oxygen sensor, microfluidic chip. 

 

一、前言 

隨著科技的發達與人們越來越重視自身健康的趨

勢，運用生物檢測技術於生醫臨床診斷與細胞生物學

的探討，已成為生命科學研究的主流之一。其中藉由

量測細胞或微生物周圍液體的 pH 值與溶氧濃度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O2])的變化，可

得知生物體的基礎代謝與呼吸活性的狀態
[16,19,20]

，由

於體外培養細胞或微生物所需的溶液昂貴，若能開發

微量檢測技術，則可減少試劑溶液的需求。此外，為

提升檢測速率與簡化換液程序，微流體操控成為發展

微量檢測不可或缺的關鍵技術之一。因此開發一整合

微型 pH 感測器與溶氧感測器的微流體感測晶片，為

發展快速與微量檢測生物活性的重要技術平台。 

目前已有許多團隊，利用半導體或微機電製程等

微小化技術將 pH 感測器、溶氧感測器、微流體控制

與細胞培養基材圖案化等程序整合，以構成細胞活性

量測晶片。如以光驅電位感測器(light-addressable 

potentiometric sensor, LAPS)
[9]

為原理的商業化產

品 Cytosensor Microphysiometer®，可檢測細胞外

多種離子的變化
[10]

；以矽為基材製作之離子敏感性場

效 電 晶 體 (ion sensitiv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ISFET)，可被應用量測細胞外的 pH 值與鉀離子濃度

[5]
；以及德國 Bionas 公司製作的 Bionas® 2500，整

合安培式氧氣感測器、ISFET 型的 pH 感測器與交指

式電極(interdigitated electrode)於矽基材上，可非

侵入式長期性評估不同細胞株在受藥物或毒物作用下

的生理活性
[14]

；或以金屬氧化物（如 TiO2、RuO2、

RhO2、SnO2、Ta2O5、IrO2、PtO2、PdO、Hg2O、

Sb2O3 等）進行液體 pH 值的檢測
[6]

。其中以氧化銥

(iridium oxide, IrO2)薄膜具有較廣的 pH 量測範圍、

反應迅速、高靈敏度、低電位漂移與不易受外界環境

溫度的影響
[1,11]

等特點，被廣泛應用在微小化 pH 電

極的製作上。Ges 等人
[7,8]

與 Wu 等人
[17]

更發展出整

合 IrOx 電極之微流體細胞晶片，可直接非侵入式量測

胞外酸化率。相較於 LAPS 與 ISFET 的量測，IrOx 電

極 能 以 更 便 利 的 開 迴 路 電 位 法 (open circuit 

potential, OCP)進行 pH 值量測，所需儀器也較為簡

單便宜。由於 LAPS、ISFET 與 OCP 法量測時，皆需

一參考電極以提供一穩定電位，因此大都採用外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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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gCl 參考電極
[5,8,17]

，但 Ag/AgCl 參考電極較難

以微小化，且鍍好之 AgCl 層會緩慢自然溶解而影響

使用壽命。因此，若能控制 IrOx 電極的電位穩定特性

與 pH 敏感性，可將 IrOx 電極當作 pH 感測器與參考

電極使用。 

目前製作 IrOx 電極的方式例如有：以銥金屬絲熱

氧 化 (thermally oxidized iridium oxide film, 

TOIROF)方式形成
[13]

、反應式濺鍍(sputtered iridium 

oxide film, SIROF)
[3]

，與電化學方式陽極電沈積氧化

銥 薄 膜 (anodic electrodeposited iridium oxide 

film, AEIROF)
[18]

，其中以 AEIROF 方式最為方便，且

其含水 IrOx 結構居多，可呈現近超級能斯特反應

（super-Nernst responses）。因此，本研究我們以玻

璃為底材，藉由微製程技術與電化學沈積技術製作

IrOx-pH 電極、安培法溶氧電極與所需之 IrOx 參考電

極，並與微流道結構整合於同一晶片上。並藉由微機

電製程技術製作微通道鹽橋，分隔檢測區內的工作電

極與參考電極區內的 IrOx 參考電極，將可發展出一新

型細胞活性檢測晶片，以量測生物體培養液的 pH 值

酸化率與溶氧消耗率。由於目前極少文獻探討以定電

流法製作之 AEIROF 的電化學特性，因此本研究也將

討論 0.6、0.8 與 1.0 mA/cm
2

定電流密度(current 

density, CD)下所沈積之 IrOx 的特性，並應用於整合

pH 感測器與溶氧感測器之微流體晶片的研究。 

二、材料與方法 

(一) 材料 

四氯化銥(IrCl4)、過氧化氫 (H2O2)、含水草酸

((HCOO)2．2H2O)、碳酸鉀 (K2CO3)、磷酸氫二鈉

(Na2HPO4)、磷酸二氫鈉(NaH2PO4)、硫酸(H2SO 4)、

鹽酸(HCl)、氫氧化鈉(NaOH)、褐藻酸鈉(C8H6O2)與

含水氯化鈣(CaCl2‧2H2O)皆購自 Sigma。pH 標準校

正 溶 液 (pH 4.01 、 7.00 、 10.00) 購 自 Suntex 

Instrument (Taipei, Taiwan) ， 聚 二 甲 基 矽 氧 烷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 則 購 自 Dow 

Corning (Midland, MI)。以上試劑皆配製在超純水

中。 

(二) 晶片設計與製作 

該電化學式微流體晶片結構為含有微管道之

PDMS 層與含有感測電極之玻璃基板層所組成，再利

用自製壓克力夾具將兩部分夾合成為一體。整體晶片

設計如圖 1 所示，上層為利用翻模技術製作出的微管

道層與墊高微管道位置高度的 PDMS 薄膜層所組成，

此設計可降低換液時，液體流動剪切力對貼附於下層

玻璃基材細胞的影響
[17]

，在微管道二側出口處接上聚

醚醚酮(polyether etherketone, PEEK)管並連接至幫 

 

圖 1 可量測 pH 值與[O2]之微流體晶片示意圖，上層

為含有參考電極槽(REC)、量測槽(MC)與微管道

之 PDMS 層、中間層為塗佈於下層玻璃基材表

面的絕緣層圖案、下層為含有參考電極(RE)、對

極(CE)與工作電極(WE)的玻璃基材。 

Fig. 1 Scheme of the microfluidic chip capable 

of measuring pH value and [O2].  The 

upper layer: a PDMS slab containing a 

REC, a MC and a microchannel; the middle 

layer: an insulator pattern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glass substrate; the lower layer: 

a glass substrate containing RE, CE and 

WE. 



- 334 - 林孝安、王玠荏、林明杰、吳靖宙：可量測微升液體 pH 值與溶氧濃度的電化學式微流體感測晶片 

浦，採抽吸方式帶動測試液的流出，以構成微流體控

制系統，測試液可直接滴入中間量測槽(measuring 

chamber, MC)內，藉由下層的感測電極進行檢測。中

層為負型光阻絕緣層，塗佈於下層玻璃基材上構成圖

案 ， 可 定 義 出 相 對 於 參 考 電 極 槽 (reference-

electrode chamber, REC)、MC 的位置與各電極的工

作面積，並在 MC 與 REC 間形成一通道以當作鹽橋

使用。下層為含有溶氧電極與 pH 感測電極之玻璃基

板 ， 其 工 作 電 極 (working electrode, WE) 與 對 極

(counter electrode, CE)位於 MC 內，電化學量測所

需之參考電極(reference electrode, RE)則位於 REC

內，藉由鹽橋以提供穩定之參考電極電位。 

1. 微管道與微槽製作 

PDMS 層內的微管道是經翻模技術製作而成，首

先利用 SU8-3050 (MicroChem, Newton, MA)厚膜

負型光阻於清潔後之玻璃基板上製作出長、寬、高分

別為 20 mm、1 mm 與 200 μm 之微管道母模，再將

PDMS 的主劑與固化劑以重量 10:1 調配攪拌後倒於

母模上，並置於 90℃之加熱板上加熱 1 小時使其固

化，待 PDMS 固化完成後即可自母模取下。另一方

面，為了將微管道置於與感測電極不同的水平高度，

以利控制微流體晶片抽液後的液面高度與降低抽液過

程流速對量測穩定度的影響，另外製作墊高之 PDMS

膜，將 PDMS 液旋轉塗佈於乾淨的壓克力基材表面上

經烤乾後製作而成，所製作出的 PDMS 薄膜厚度約

35 μm。隨後以氧氣電漿(40 cm
3
/min, 100 W)處理

10 秒，可將含有微管道的 PDMS 層及 PDMS 膜進行

接合(bonding)
[17]

，並利用打孔機及針頭鑽孔，以形

成 5 mm 直徑的 MC 與 REC 與 1 mm 直徑的微管道

出口。 

2. 薄膜電極製作 

採用 lift-off 製程製作金電極，以正光阻 AZ 4620 

(Shipley, Marlborough, MA)當作犧牲層，經曝光顯

影後，使用濺鍍法依序鍍上 20 nm 鈦層與 200 nm 金

層，經丙酮(acetone)移除正光阻後，可得電極圖案。

隨後在含有金電極圖案之玻璃基材上，塗佈 7 μm 厚

的負光阻 SU8-3010 當作絕緣層，用以定義各電極的

工作面積，並同時定義出可與 MC 和 REC 相連的微

通道。該微通道長為 1.5 mm、寬為 0.1 mm，工作電

極面積為 40 μm×200 μm，位於 MC 內共有四根。

其中兩根鍍有 IrOx 薄膜以當 pH 感測器；另兩根則為

金電極，可當溶氧感測器。 

3. IrOx 電極製作 

本研究使用 IrOx 電極當作 pH 感測器的工作電極

與參考電極和溶氧感測器的參考電極，此 IrOx 鍍液調

配法依照 Yamanaka
[18]

的研究調製，將 75 mg 的 IrCl4

溶在 50 mL 的超純水中，再依序加入 0.5 mL 的 30% 

H2O2 與 250 mg (HCOO)2．2H2O，此期間需不斷攪

拌，最後使用 K2CO3 調整 pH 到 10.5，並在室溫下靜

置 2 天熟化
[8,17]

，之後可存放於 4 ◦C 下保存。使用恆

電位儀（CHI 7051B, CH Instrumet, Austin, Tx）以三

極式方式電沈積 IrOx，以外接 Ag/AgCl 為參考電極、

白金絲為輔助電極。電沈積 IrOx 參考薄膜前以 0~-1.5 

V 在 1 V/s 掃描速率下進行電化學清潔數次，利用定

電流法分別以 0.6、0.8 與 1.0 mA/cm
2

之 CD 進行沈

積，並探討沈積時間 5~15 分鐘對 IrOx 特性的影響。

電沈積後的 IrOx 膜保存於 pH 7.0 的標準校正液中，

放入 4℃冰箱中避光儲藏兩天，使電極熟化(aging)穩

定
[7,8]

，即可完成氧化銥 pH 感測電極的沈積。研究中

將比較不同 CD 與時間參數對 IrOx 鍍層厚度與電化學

特性的影響。 

(三) 晶片組裝與感測特性評估 

含有電極之玻璃基材與含微管道之 PDMS 層做

接合前，先將 PDMS 層以氧氣電漿(40 cm
3
/min, 100 

W)處理 10 秒，使 PDMS 表面產生親水化，再利用自

製夾具與電極晶片進行組裝。之後，於連接 MC 與 REC

間的微通道灌入配製於 100 mM PBS (pH7.0)中的

0.2 %褐藻酸鈉，並於 MC 內滴入 100 mM CaCl2 進

行固化，以使微通道擔任鹽橋之功能。量測前先在 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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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滴入 100 mM PBS (pH 7.0)作為緩衝液，以維持

IrOx 參考電極的電位穩定。使用電化學儀器(7051B, 

CH Instruments, Austin, TX)量測待測液之 pH 值與

[O2]，以 OCP 法量測 IrOx 工作電極與 IrOx 參考電極

間的電位差，並同時以安培法量測[O2]。 

三、結果與討論 

(一) 沈積之 CD 對 IrOx薄膜沈積量的影響 

不同的電化學沈積方式，使 IrOx 在堆疊的速度與

含水程度上可能呈現不同的特性。本研究使用定電流

法製作，希望藉由 CD 與沈積時間的控制，以更快速

製作出不同特性的 IrOx 薄膜。圖 2(a)為電沈積 IrOx 的

循環伏安圖，在＋0.45 V 有一明顯氧化波，此為 H2O2

的氧化反應，不會使 IrOx電沈積於電極表面，在＋0.53 

V 後電流開始微幅增加，且大於＋0.60 V 後氧化電流

快速上升，此為草酸的氧化電位，可使 IrOx 產生沈降

於電極表面
[17]

。圖 2(b)為使用 0.6 mA/cm
2
、0.8 

mA/cm
2

與 1.0 mA/cm
2
 進行 10 分鐘沈積的經時電

位圖，以上述 CD 進行電沈積 10 分鐘，所得電極分

別被定義為 0.6 CD/10 M-、0.8 CD/10 M-和 1.0 

CD/10 M-deposited IrOx electrode。結果顯示無論

在何種 CD 下沈積，其氧化電位皆大於＋0.60 V，意

味著 IrOx 皆可沈降於電極表面，因為當電沈積電位大

於＋0.53 V 時，電鍍液中銥複合物的草酸配體可被氧

化成 CO2 與 IrOx 的沉澱物，藉此沈積 Ir(Ⅳ)於電極上

[17]
，其反應式如下

[18]
： 

[Ir(COO)2(OH)4]
2− → IrO2 + 2CO2 + 2H2O + 2e− 

此外，以定電流法沈積時，在初始時有較高的氧

化電位，且其 CD 值越大氧化電位越高，推論欲產生

較大的 CD 值，則需更高的陽極電壓，使草酸配體更

快氧化才能使 IrOx 沈積。但隨時間此氧化電位隨之下

降，在 100 秒後電位下降趨於穩定。此電位下降的現

象，歸因於已沈積之 IrOx 可能也會貢獻部分的氧化電

流如 Ir(III)→Ir(IV)或 Ir(IV)→Ir(VI)，而使所需之氧化電

位時續下降，當 IrOx 電沈積速率與氧化速率達一穩定

    

圖 2 (a)薄膜金電極在 IrOx鍍液中的循環伏安圖，其掃描速率為 20 mV/s。(b)為使用 0.6 mA/cm
2
（實線）、0.8 

mA/cm
2
（虛線）與 1.0 mA/cm

2
（點線）電流密度沈積 10 分鐘所得之經時電位圖 

Fig. 2 (a) The cyclic voltammogram obtained in the IrOx-deposited solution with the 20 mV/s scanning 

rate at thin-film gold electrode.  (b) The chronopotentiograms corresponding to the 

electrodeposition of 0.6 mA/cm
2
 (solid line), 0.8 mA/cm

2
 (dashed line) and 1.0 mA/cm

2
 (dotted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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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該陽極電位即趨於穩定。沈積 IrOx 後的金電極呈

現深藍色
[2]

，驗證定電流法可進行 IrOx 薄膜的沈積。 

使用表面輪廓儀對沈積 IrOx 的金電極進行厚度

量測，在 0.6CD/10M-、0.8CD/10M-和 1.0CD/10M-

deposited IrOx electrodes 所得之 IrOx 膜厚分別為

155±1 nm、152±17 nm 與 150±11 nm，顯示以定

電流法在相同沈積時間下，在 0.6~1.0 mA/cm
2

範圍

中的 CD 值對膜厚無顯著影響，這可能起因於較高 CD

值會產生更正的氧化電位(圖 2(b))，致使鍍液中的

H2O2 更劇烈的氧化或是已沈積之 IrOx 會被再氧化，

而貢獻了部分的氧化電流，導致減少了草酸配體的氧

化量，而使沈積厚度無太大差異。隨後，比較不同沈

積時間對 IrOx 厚度的影響，選用 0.8 mA/cm
2

沈積 5

分鐘與 15 分鐘，相對應的 IrOx 電極分別定義為

0.8CD/5M-與 0.8CD/15M- IrOx 沈積電極，再以表面

輪廓儀量測 0.8CD/5M-與 0.8CD/15M-IrOx 沈積膜

厚度，分別為 104±20 nm 與 245±26 nm，顯示 IrOx

厚度隨著沈積的時間增加而變厚，不同沈積參數所得

之 IrOx 的厚度被列於表 1。 

此 IrOx 膜厚的改變，亦可藉由 IrOx 的氧化還原電

量得知表面覆蓋率(Γ)，以計算出 IrOx 沈積在金電極上

的數量，其公式如下
[12,15]

： 

Γ = Q/nFA；Q 為總電量，n 為電子轉移數目，F

為法拉第常數，A 為電極幾何面積。 

圖 3 為 0.8CD/5M、10M 與 15M-deposited 

electrode 的循環伏安圖，積分－0.1 V 到＋0.45 V 的

Ir(Ⅲ)Ir(Ⅳ)的氧化電流，以計算出其表面覆蓋率。對

0.8CD/5M、10M 與 15M-deposited IrOx 的 Γ 分別

為 0.176 μmol/cm
2

、 0.233 μmol/cm
2

與 0.275 

μmol/cm
2
（列於表 1），此結果顯示定電流沈積時間

的增加，被沈積的 IrOx 數量也隨之上升，此現象與

Elsen et al.,[4]
、 Ges et al.,[7]

、 Terashima et al.,[15]

等人研究相似，IrOx 表面覆蓋率與厚度會隨著電沈積

時間增加而上升。 

(二) IrOx電極感測特性 

以 OCP 法量測不同 CD 沉積參數所製作之 IrOx

電極對 pH 值的感測特性，0.6CD/10M-、0.8CD/ 

10M-和 1.0CD/10M-IrOx 沈積電極對 pH 4.0~10.0

之標準溶液的 OCP 值分別如圖 4(a)~(c)所示，相對

之檢量線(calibration curve)與靈敏度(sensitivity)值

分別呈現於圖 4(d)與表 1。該結果顯示 pH 4.0~10.0

為所有 IrOx 電極的線性範圍(linear range)，皆有良好

的線性關係，其相關係數(correlation of coefficient, 

R)皆大於 0.995。且該線性關係更可分成兩部分為 pH 

4.0~6.0 與 pH 6.0~10.0，其相對之靈敏度列於表 1，  

 

表 1 不同電沈積參數所製作之 IrOx薄膜的厚度、覆蓋率與 pH 感測特性 

Table 1 The thickness, coverage density and pH-sensitive properties of IrOx thin film electrodeposited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IrOx electrode 

 0.6CD/10M 0.8CD/5M 0.8CD/10M 0.8CD/15M 1.0CD/10M 

Thickness (nm) 155±1 104±20 152±17 245±26 150±11 

Γ (μmol/cm
2

)  0.176 0.233 0.275  

Sensitivity (mV/pH) (pH 4~6) －53.50±3.77 －51.54±3.40 －51.45±0.82 －55.41±3.22 －58.53±0.78 

Sensitivity (mV/pH) (pH 6~10) －76.67±1.19 －75.84±1.81 －75.90±2.75 －75.42±1.99 －72.41±1.79 

Response time (RT90, s)  2.2±0.87 7.06±0.69 12.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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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 6.0~10.0 區 間 所 得 之 相 關 係 數 更 可 大 於

0.998，且在 pH 6.0~10.0 區間的電極靈敏度隨著 CD

增加而稍微下降，但在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同時該

區間的靈敏度顯著大於 pH 4.0~6.0 所得之靈敏度。

此現象起因於 IrOx 薄膜在酸液與鹼液中不同的氫離

子 解 離 數 所 致
[15]

： pH ＜ 6 時 ， 平 衡 反 應 式 為

Ir(OH)r
(r−4)−

+ xH+ + e− ↔ Ir(OH)q
(q−3)−

+ 1.2H2，相

對應 0.6CD〜1.0CD/10M-deposited electrode 顯

示約有 0.87~0.99 個氫離子參與反應。pH＞6 時，平

衡 反 應 式 為 Ir(OH)r
(r−4)−

+ e− ↔ Ir(OH)q
(q−3)−

+

yOH−，則顯示約有 1.22~1.29 個氫氧根離子參與反

應。此外，也探討不同沉積時間對 IrOx 薄膜靈敏度的

影響（如表 1 所示），結果顯示在相同的 0.8 mA/cm
2
 

CD 下，沈積 5、10 與 15 分鐘的電極其靈敏度很相

似約－75.7 mV/pH，且並無顯著差異。 

 

圖 3 0.8CD/5M-（實線）、0.8CD/10M-（虛線）與

0.8CD/15M-（點線）IrOx沈積電極在 10 mM 

PBS (pH 7.0)中所得之循環伏安圖，其掃描速率

為 20 mV/s。 

Fig. 3 Cyclic voltammograms obtained in 10 

mM PBS (pH 7.0) at the 0.8CD/5M-(solid 

lin), 0.8CD/10M-(dashed line) and 

0.8CD/15M-(dotted line) deposited IrOx 

electrodes with a 20 mV/s scanning rate. 

進一步探討沈積時間對再現性(repeatability)與

反應時間(response time)的影響，其結果如圖 5(a)~ 

(c)所示。以 pH 10.0 滴入取代 pH 7.0 原測試液，以

達到 90 %反應所需的時間(RT90)，對 0.8CD/5M、10M

與 15M-IrOx 沈積電極分別為 2.20±0.87 秒、7.06±

0.69 秒與 12.80±1.60 秒，結果顯示在厚度增加時，

RT90 隨之變長。此外，該 IrOx 電極回復到 pH 7.0 的

電位分別為－1.61±9.48 mV、＋24.38±1.27 mV 與

＋108.32±0.49 mV，由其標準差可知 0.8CD/15M-

IrOx 沈積電極的重複性顯著較佳，在量測上具有較佳

精準度(precision)。 

以 IrOx 電極替代 Ag/AgCl 參考電極時，電極的

長期穩定性是相當重要，在標準 pH 7.00 校正液中，

以 OCP 量測 0.8CD/5M-與 0.8CD/15M-IrOx 沈積電

極 48 小時，比較其電位漂移量如圖 5(d)所示，其電

位漂移量分別為 1.52±0.08 mV/h 與 0.33±0.12 

mV/h (n＝3)，在長期量測下電位最大改變量 ΔE 分別

為 100.64±21.47 mV 與 16.98±4.71 mV (n＝3)，此

結果顯示以定電流法沈積 IrOx 時，隨著 IrOx 厚度的增

加，而有較好的穩定性。因此在感測電極的選用上，

雖然較薄的 IrOx 在反應時間上有較好的響應，但其量

測的重複性與穩定度不佳，故選定 0.8CD/15M-IrOx

沈積電極作為參考電極與 pH 感測器電極。 

(三) 晶片檢測特性 

在晶片組裝好之後，於連接 REC 與 MC 之微通

道形成鹽橋，於 REC 中滴入 100 mM PBS (pH7.0)使

REC 中的 0.8CD/15M-deposited IrOx 參考電極提供

穩定表面電位。該晶片可同時量測 MC 內溶液的 pH

與[O2]，量測溶氧時以 MC 中未鍍有 IrOx 的金電極當

工作電極，相對於 REC 內之 IrOx 參考電極的工作電

位為－0.8 V，此電位為溶氧還原的擴散限制電位

(diffusion-limited potential)，可利用安培法量測，

使還原電流正比於溶氧濃度；量測 pH 值時，則以 OCP

法量測 MC 內的 IrOx pH 感測電極對 REC 內 IrOx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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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電極之間的電位差，以得 pH 響應。圖 6 為在 20 

µL 之 0.21 mM 氧濃度的 10 mM PBS (pH 7.0)與零

氧濃度的 100 mM Na2SO3 (pH 8.0)溶液交互注入後，

其溶氧還原電流與 OCP 電位的經時變化圖。結果顯

示在零氧濃度的 100 mM Na2SO3 (pH 8.0)溶液注入

MC 內後，還原電流下降至 0.47 nA，OCP 往負電位

改變至約-160 mV，顯示溶液的溶氧濃度大幅下降與

pH 變鹼。經三次的重複換液測試，該電流的下降值

(ΔI) 為 -42.85 ± 0.84 nA ， 其 相 對 標 準 差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為 2.0%，OCP 電位變化

(ΔE)值為-81.98±2.19 mV (RSD: 2.7%)，此微小的

RSD 值顯示該晶片的設計可使溶氧與 pH 值量測具有

良好的重複性。此外，該 OCP 量測 1 pH 單位的變化

(pH 7pH 8)其 ΔE 超過電極的靈敏度(-75.42±1.99 

mV/pH)，這可能起因於 Na2SO3 在還原溶氧之際，同

時也會還原 IrOx，使電位產生更大的漂移。上述結果

 

圖 4 (a)0.6CD/10M-、(b)0.8CD/10M-與(c)1.0CD/10M-IrOx沈積電極在 pH 4.0, 6.0, 7.0, 8.0 與 10.0 校正溶

液中所得之以 OCP。(d)為各電極之校正曲線。 

Fig. 4 OCP of (a) 0.6CD/10M-, (b) 0.8CD/10M and (c) 1.0CD/10M- deposited IrOx electrodes measured 

in the calibration solutions of pH 4.0, 6.0, 7.0, 8.0 and 10.0 and (d) the corresponding calibration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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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示鍍有 IrOx 之電極在該微通道鹽橋設計下，可擔 任三極式安培法感測器與二極式電位法感測器的參考

電極。 

四、結論 

本研究開發出可量測微量液體[O2]與 pH 感測器

的微流體電化學式感測晶片，藉由 IrOx 參考電極與微

通道鹽橋的設計，可將晶片式溶氧感測器與 pH 感測

器共同整合於同一玻璃基材上。以 0.6〜1.0 mA/cm
2

之定電流法沈積 IrOx 時，所沈積的 IrOx 電極其靈敏度

與厚度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在相同的 0.8 mA/cm
2 

CD

沈積時，隨時間的增加可使 IrOx 膜的厚度與覆蓋率上

升，且其電位穩定度也隨厚度增加，但 RT90 則隨之下

降 。 為 考 量 檢 測 時 所 需 穩 定 的 參 考 電 位 ， 以

0.8CD/15M-IrOx 沈積電極為參考電極，可具高重複

性地同時檢測微量液體的[O2]與 pH 值。該微流體晶

片由於無須外插式 Ag/AgCl，將可大幅縮小晶片體積

與進行多通道的檢測，未來可用於檢測細胞或微生物

    

    

圖 5 (a) 0.8CD/5M-、(b)0.8CD/10M-與(c) 0.8CD/15M-IrOx沈積電極在 pH 7.0 與 10.0 校正溶液中所得之重

複性與反應時間測試。(d)為 0.8CD/5M-(黑線)與 0.8CD/15M-(紅線)IrOx沈積電極之穩定度測試。 

Fig. 5 Repeatability and response time of (a) 0.8CD/5M-, (b)0.8CD/10M- and (c) 0.8CD/15M-deposited 

IrOx electrodes measured between the calibration solutions of pH 7.0 and 10.0, and (d) the 

stability tests of 0.8CD/5M-(black line) and 0.8CD/15M-(red line) deposited IrOx electrodes 

measured in the pH 7.0 solution.



- 340 - 林孝安、王玠荏、林明杰、吳靖宙：可量測微升液體 pH 值與溶氧濃度的電化學式微流體感測晶片 

對外界藥物或刺激的生理代謝反應，以加速試驗的速

度並減少試劑成本的花費。 

謝誌 

本 研 究 感 謝 與 國 科 會 計 畫 (NSC 98-2313-B-

005-031-MY3)與國科會產學計畫(NSC 102-2622-

B-005-004-CC3)的經費支持。 

參考文獻 

 

圖 6 以整合溶氧與 pH 感測器之微流體晶片同時量

測溶氧還原電流(紅線)與 OCP 值(黑線)，實線與

虛線雙箭號分別表示注入 0 mM O2濃度的 100 

mM Na2SO3 (pH 8.0)與 0.21 mM O2 濃度之

10 mM PBS (pH 7.0)。 

Fig. 6 The reductive current (red line) of 

dissolved oxygen and the OCP values 

(black line) measured on the microfluidic 

chip integrating dissolved oxygen 

sensors and pH sensors.  The solid and 

dashed double arrow indicates the 

injection of 100 mM Na2SO3 (pH 8.0, 0 

mM O2) and 10 mM PBS (pH 7.0 and 0.21 

mM O2), respectively. 

[1] Bezbaruah, A. N. and Zhang, T. C. (2002).  

"Fabrication of anodically electrodeposited 

iridium oxide film pH microelectrodes for 

microenvironmental studies."  Anal. Chem. 

74: 5726-5733. 

[2] Chen, Y., Taylor, P. L. and Scherson, D. (2009).  

"Electrochemical and in situ optical studies of 

supported iridium oxide films in aqueous 

solutions."  J. Electrochem. Soc. 156 (1): F14-

F21. 

[3] Cogan, S. F., Plante, T. D. and Ehrlich, J. (2004).  

"Sputtered iridium oxide films (SIROFs) for 

low-impedance neural stimulation and 

recording electrodes."  Conf Proc IEEE Eng 

Med Biol Soc. 6: 4153-4156. 

[4] Elsen, H. A., Monson, C. F. and Majda, M. 

(2009).  Effects of electrodeposition 

conditions and protocol on the properties of 

iridium oxide pH sensor electrodes. J. 

Electrochem. Soc. 156: F1-F6. 

[5] Errachid, A., Zine, N., Samitier, J. and Bausells, 

J. (2004).  "FET-based chemical sensor 

systems fabricated with standard 

technologies."  Electroanal. 16: 1843-1851. 

[6] Fog, A. and Buck, R. P. (1984).  "Electronic 

semiconducting oxides as pH sensors."  

Sens. Actuators, A 5: 137–146. 

[7] Ges, I. A., Ivanov, B. L., Werdich, A. A. and 

Baudenbacher, F. J. (2007).  "Differential pH 

measurements of metabolic cellular activity 

in nl culture volumes using microfabricated 

iridium oxide electrodes." Biosens. 

Bioelectron. 22: 1303-1310. 

[8] Ges, I. A., Ivanov, B. L., Schaffer, D. K., Lima, E. 

A., Werdich, A. A. and Baudenbacher, F. J. 



 農林學報 62(4): 331-341 (2013) - 341 - 

(2005).  "Thin-film IrOx pH microelecrode for 

microfluidic-based Microsystems."  Biosens. 

Bioelectron. 21: 248-256. 

[9] Hafeman, D. G., Parce, J. W. and McConnell, H. 

M. (1988).  "Light-addressable 

potentiometric sensor for biochemical 

systems." Sci. 240: 1182-1185. 

[10] Hafner, F. (2000).  "Cytosensor 

microphysiometer: technology and recent 

applications."  Biosens. Bioelectron. 15: 149-

158. 

[11] Marzouk, S. A. M. (2003).  "Improved 

electrodeposited iridium oxide pH sensor 

fabricated on etched titanium substrates."  

Anal. Chem. 75: 1258-1266. 

[12] Pickup, P. G. and Birss, V. I. (1988).  "The 

influence of the aqueous growth medium on 

the growth rat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hydrous iridium oxide films."  J. 

Electrochem. Soc. 135: 126-133. 

[13] Sato, Y., Ono, K., Kobayashi, T., Wakabayashi, 

H. and Yamanaka, H. (1987).  

"Electrochromism in iridium oxide films 

prepared by thermal oxidation of iridium ‐

carbon composite films."  J. Electrochem. 

Soc. 134: 570-575. 

[14] Thedinga, E., Kob, A., Holst, H., Keuer, A., 

Drechsler, S. and Niendorf, R. (2007).  

"Online monitoring of cell metabolism for 

studing pharmacodynamic effects."  Toxicol. 

Appl. Pharmacol. 220: 33-44. 

[15] Terashima, C., Rao, T. N., Sarada, B. V., Spataru, 

N. and Fujishima, A. (2003).  

"Electrodeposition of hydrous iridium oxide 

on conductive diamond electrodes for 

catalytic sensor applications."  J. Electroanal. 

Chem. 544: 65-74. 

[16] Wang, P., Xu, G., Qin, L., Xu, Y., Li, Y. and Li, R. 

(2005).  "Cell-based biosensor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iomedicine."  Sens. 

Actuators, B 108: 576-584. 

[17] Wu, C. C., Lin, W. C. and Fu, S. Y. (2011).  "The 

open container-used microfluidic chip using 

IrOx ultramicroelectrodes for the in situ 

measurement of extracellular acidification.” 

Biosens. Bioelectron. 26: 4191-4197. 

[18] Yamanaka, K. (1989).  "Anodically 

electrodeposited iridium oxide films (AEIROF) 

from alkaline solutions for electrochromic 

display devices."  Jpn. J. Appl. Phys. 28: 632-

637. 

[19] Yotter, R. A. and Wilson, D. M. (2004).  

"Sensor technologies for monitoring 

metabolic activity in single cells – Part Ⅰ: 

optical methods."  IEEE Sens. J. 4: 395-411. 

[20] Yotter, R. A. and Wilson, D. M. (2004).  

"Sensor technologies for monitoring 

metabolic activity in single cells – Part Ⅱ : 

optical methods.” IEEE Sens. J. 4: 412-429. 

 

Received: October 19, 2013. 

Accepted: November 27, 2013. 

  

http://www.sciencemag.org/search?author1=HM+McConnell&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http://www.sciencemag.org/search?author1=HM+McConnell&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