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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宜璋

向大自然借點子─

仿生乾式膠帶
生物的演化就是這麼奇妙，牠們會因應所處的環境，
沒有太多的「算計」，直接就演化出一套適於抓取和行走的機制。
但人類在嘗試模仿時，卻掉進一連串的數學漩渦，暈頭轉向之餘，
也沒能一窺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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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國二青春懵懂的那年，一次偶
然的機會，臨時代課的老師因不知教學進
度到哪裡，乾脆闔上教科書，在黑板上寫
下大大的兩個字：仿生。然後從浮游的水
澠開始，到螳螂、蝙蝠等生物，逐一介紹
科學家如何模仿牠們製造出一些超神奇的
機器。老師用了二節課介紹仿生科技的概
念，令人驚艷，也無冷場。脫離教科書的
框架，那些不斷綻放著自由絕妙的點子，
令筆者著迷且印象深刻。
後來於研究主題的選擇，就不斷以模
仿生物的物理和化學結構為樂，並以之解
決工程上的難題。當年意外植入的種子，

章魚的腕足內側上有許多吸盤，在抓住東西時，腕
足會用力把吸盤中的水擠出，使之出現類似真空的
現象而產生吸力。利用這原理，可發明不用黏膠的
超黏膠帶。（圖片來源：種子發）

竟成為個人後來從事研究及解決問題的靈
感來源。「以自然為師」也成為筆者實驗團
隊研發的立論基礎。
仿生，就是從自然界中找答案，其始
於學習自然，進而善用自然，最後與自然
合一。生物在歷經 38 億年的演化過程，不
斷地從環境變遷中學習競爭、合作，且發
展自身特色而賴以生存，這是一種動態平
衡下的和平轉移過程。讓我們體會到，發
展仿生的科技，模仿自然運行的法則和生
物結構的方式，應可達到最高效率、最低
耗能，而且與環境親和，也是一種不偏不
倚、恰好如分的作法，謂之「中道」。
筆者的研究就以學習生物的表面黏著
機制為主，期能發展出特殊的黏著應用。
除 了 模 仿 壁 虎 足 趾、 章 魚 吸 盤 的 機 制 開
發乾式膠帶外，也模仿了荷葉、沙漠甲蟲
表面的物理性抗沾黏設計，貽貝化學結構
的沾黏設計，細胞膜分子結構的抗沾黏設
計等。
在這裡先鎖定和乾式膠帶開發有關的介
紹。乾式膠帶的概念始於壁虎足趾，這項研
究始祖首推 UC Berkley 整合生物學系的 Full
教授。Full 教授的專長是生物力學研究，

蠑螈利用其腳趾上的微米剛毛和奈米匙突的複合結
構，可以攀附在粗糙岩石和非常光滑的玻璃表面，
是乾式膠帶研發時模仿的第一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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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動物運動方面的專家。1990 年代，他

生物體型越大，其剛毛末梢的分叉就越細

開始研究壁虎的運動方式，發現其在垂直

小，並發現增加可產生凡得瓦力的分叉點

表面的附著力和移動能力非常特殊，可以

對於增加黏著力很有幫助。

做為攀爬機器人設計的參考。
當時仿生學的研究方法是採先找出該

逐漸熱門的趨勢。Fearing 教授這個壁虎腳

動物動作的精確原理，再利用工程技術製

研發的創始團隊，不遑多讓當然趕快申請

造出可執行同等功能的系統。Full 和他的學

專利，並朝向實用化努力。他們的母專利

生 Autumn 以壁虎為師，測量了冷血動物的

在 2004 年 5 月取得專利權，除了壁虎的剛

能量利用效率，也研究了它們的移動能力，
並 在 2000 年 把 研 究 成 果 發 表 於《Nature》
期刊，引起廣泛的興趣。

毛結構之外，高達 34 個請求項也限制了許

多類似結構的製造技術被使用。接下來就
是生產乾式膠帶了，這一任務則由 Sitti 教

在報告中，他們測量了單一根壁虎剛

授創立了 NanoGriptech 公司來執行。但有

毛的附著力，並推算出剛毛群體能以凡得

趣的是，經過多年研究壁虎腳的剛毛結構

瓦力在 2 nm 距離內的平面產生強大的吸引

後，商業量產所產生的膠帶，其微結構已

力。由微觀來看，壁虎腳有數十億個匙突，

修改為香菇頭型的膠帶，而非原先的壁虎

在受到下壓力時的確可以產生一大片區域

剛毛和匙突的結構。

內的附著力，這樣的說明揭開了壁虎具特

韓 國 首 爾 大 學 Kahp-Yang Suh 教 授 聰

異功能的奧祕，把壁虎帶入仿生學領域，

明熱情，能力超群，有後發先至之勢。針

也開啟了壁虎膠帶的研究。有興趣於此的

對單根奈米纖維，他利用高分子表面抽絲

讀者可以參考科普書籍：壁虎腳底的高科

法製作出具有極高貼附力的壁虎腳剛毛，

技（Peter Forbes，張雨青譯，遠流出版社，

其報告顯示可達到 10 kg∕cm2 以上，但是

2013 年）。

Autumn 把成果發表於《Nature》期刊

後，仍不斷與其他學者合作研究壁虎黏著的
機制，後來成為 Lewis & Clark College 生物

學 教 授。 他 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需要在電子束下製作，面積微小，量產困
難。因此 Suh 團隊轉往感測器方面發展，

製作了香菇頭型 PDMS 皮膚貼片。可惜的
是，Suh 教授 2013 年在夏威夷參加研討會

時意外過世，其精湛的研究無法繼續，學

Academy of Sciences》的第一篇論文中證明

術界也少了一個可以學習的對象，筆者曾

了壁虎腳的作用力主要是凡得瓦力，排除

以一篇論文向他緬懷致敬。

是毛細管吸引力。
R. Fearing 是 UC Berkley 電 機 系 的 教
授，專長在微製造工程，他的團隊可以把
由生物觀察到的構想轉換成實際的微圖案
膠帶，並利用高分子鑄模方式產生大規模
區域的微細剛毛。M. Sitti 是土耳其人，在

美 國 短 期 研 究 時 曾 參 與 Fearing 教 授 的 團

隊，後來轉到德國 Max Plank Institute 任教。
他也是微細製造的高手，曾進一步驗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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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以後，仿壁虎腳膠帶的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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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較為人注意的研究是麻州大學高
分子科學系的 Crosby 教授團隊結合了生物
學教授 Duncan J. Irschick 的生態觀察，開發
出另一種壁虎膠帶 Geckskin。這種膠帶在

結構上是以防彈衣材料的高性能纖維 Kevlar
為襯底，並塗上矽膠和聚氨酯使產生黏性，
其設計可達到約 2.9 kg∕cm2，已上市為商
品並成立公司，也在高點數期刊《Advanced
Materials》和 TED 發表，頗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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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虎腳結構
的剛毛匙突
凡得瓦力

接觸起電

毛細力

真空力

基材表面

乾式膠帶黏著的原理包括凡得瓦力、靜電作用力、毛細力、真空吸引力等。

壁虎腳趾到底是怎麼作用的？以筆者

然後微圖案上突起的剛毛部分迅速彈回，使凡

的認知，生物的演化就是這麼奇妙，牠們

得瓦力瞬間瓦解。因此不會留下殘膠，而且快

會因應所處的環境，沒有太多的「算計」，

速離開黏貼表面。

直接就演化出一套適於抓取和行走的機制。

此外，毛細現象與表面黏著、表面張力

但人類在嘗試模仿時，卻掉進一連串的數

也息息相關。在毛細管中的液體，會因為表面

學漩渦，暈頭轉向之餘，也沒能一窺全貌。

張力的作用使溼潤的液體往上提拉；而微細圖

綜合文獻中諸多的研究報告後，可發現黏

案的邊緣與被黏貼表面之間的微小縫隙，就形

著力不外乎來自凡得瓦力、靜電力、毛細

成毛細管液體橋，增加了膠帶在正向和剪切方

力、真空力等，各式黏著力量或許各有不

向的吸引力，這個力量與被液體溼潤的接觸面

等的貢獻，底下逐一說明。

積成正比。

有關乾式膠帶的黏性來源，凡得瓦力

這種毛細力雖然曾被 Full 教授團隊排除，

是最被肯定和討論的。凡得瓦力是兩個物

但在一般的使用狀況下仍未被排除。例如空氣

質間作用力的泛稱，其中的一個產生機制

中的溼度會造成兩個質點在接觸界面上有水

是當兩個小質點（可以是原子）距離夠近

膜分布，並產生毛細管吸附的作用力，毛細力

的時候，運動的電子會造成瞬間產生的正

的大小與接觸區域的半徑大小成正比，而水膜

電─負電偶極，導致質點相互吸引。兩物

的厚度通常也在幾個奈米以內。就壁虎的腳底

質的靠近範圍（接觸的面積）越大時，產

趾墊而言，剛毛的作用確實很難說只有凡得瓦

生的凡得瓦力會越大。

力，其接觸表面的邊緣應該也有相當程度的毛

然而吸引力跟距離有關，若要產生巨大

細力，而且這兩者都與接觸的面積有正相關。

的凡得瓦力時，其距離需非常近，有文獻指

2013 年， 加 拿 大 的 Penlidis 教 授 團 隊 設

出這個距離約為數個奈米。乾式膠帶的作用

計了一個實驗，使壁虎腳表面接觸時產生接觸

如同感壓膠，利用下壓的作用力使膠帶上的

起電效應。接觸起電是指兩個質點相互接觸，

微結構靠近黏著表面，大量增加與黏著表面

但不發生摩擦的情況下，當距離達到原子級別

的接觸，進而提升凡得瓦力。和感壓膠不同

時，表面存在接觸電位差，在界面層會發生電

的是，乾式膠帶具有微細圖案，在剝除膠

荷轉移，而在兩個質點表面產生電荷，分開後

帶時通常會沿著黏性比較低的方向開始，

各自形成帶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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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仿壁虎腳貼片的電子顯微鏡照片：（a）貼片表面低倍率照片，（b）局部放大照片提供表面的微細圖案，（c）
實際掛重測試。

團隊發現接觸起電所帶的靜電效應，
會使乾式膠帶要離開黏貼面時產生靜電場

體貼片可以掛重 1.5 kg∕cm2。但因為奈米

拉力，這個效應在使用最低表面能高分子

級高深寬比的模具較難取得，大面積模具

鐵氟龍（polytetraﬂuoroethylene, PTFE）時，

需要利用電子束來書寫，成本過高，所以

因凡得瓦力無法作用，但仍可觀察其依然

壁虎腳結構多半已經大幅修改。

賦予壁虎腳貼片部分的黏性而得到證明。

一般而言，高深寬比和更微小的特徵

此外，在界面處的電荷集中也可能是接觸

結構的剛毛可以得到更高的黏著力，但相

面間的水膜和雜質存在造成的，因為水中

對其製作難度也升高。筆者團隊另開發了

游離的 OH 和 H 的排列和吸附造成表面

利用奈米粒子自組裝排列而形成規則的結

電荷，或雜質中有金屬氧化物的表層容易

構，進一步加工為微細的奈米孔洞形成奈

帶電，這些都會造成表面帶有靜電作用力。

米吸盤，其掛重測試可達到 7.5 kg∕cm2，

－

＋

另一方面，密密麻麻排列的微圖案如

功能已達到國際水準。

壁虎的剛毛，也會在黏貼表面間造成許多

坊間有許多膠帶產品標榜高黏性可重

微小的縫隙，進而形成一種把空氣排出縫

複使用，並冠上壁虎膠、章魚膠等名稱。

隙的真空力，可以抵抗正向和側向剪切的

但這些膠帶多半受限於大量生產製程的影

作用力，這吸附力與負壓程度和造成負壓

響，並不是真正有造成黏性差異的微奈米

的面積成正比。當乾式膠帶離開表面時，

特徵圖案，其黏性並非特別大，但也算是

從側向剝除會使得表面的負壓程度大幅下

仿生的設計。

降，因而形成無殘膠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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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微小結構若成功轉印達 95％以上時，整

膠帶的使用非常廣泛，有些需要重複

筆者的團隊曾模仿壁虎腳的結構，利用

黏貼、不殘膠、不破壞黏貼表面、有黏力

壓印和轉印方法製作了微奈米結構的貼片，

異方性（指不同作用方向的黏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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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生物的作用機制和原理，並利用人類的工程技術，
可開發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或新產品。
a

d

e

b

c

奈米吸盤及其製作。（a）首先利用奈米級尺寸大小一致的聚苯乙烯球均勻排列在晶片上，粒子規則排列的晶
片上會產生絢麗的光澤；（b）利用電子顯微鏡觀察的照片上可看出粒子均勻排列；（c）樣品橫截面的電子顯
微鏡照片可看出單層的奈米粒子排列；（d）利用奈米吸盤掛重測試，可舉起 7.5 公斤的槓鈴；（e）膠帶處放
大的顯微鏡照片，可看出是均勻分布的奈米孔洞狀吸盤結構。

膠帶，特別是用在黏貼對象單純的場合，

的工程技術開發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或新產

就非常適合使用乾式膠帶。至於需要長時

品，然後持續不停演化和進步。

間固著的場合，如鞋子、家具、結構件、

讀者下次到水族館、動物園，或山上、

組裝物等，就不適合撕開再重複黏貼的使

公園、路邊，在欣賞大自然調和之美的同

用。這時建議使用黏性很高、可以長久固

時，不妨也思考一下生物某些令人讚嘆的

定的膠帶，但使用者要有黏貼表面被破壞

特性，是如何作用的？克服了什麼問題？

的準備。

原理概念是什麼？可否應用在自己的生活

乾式膠帶的開發目前亟需解決的，並
不是零星的學術發表和概念發想，而是要

上？相信這種深入的思考會導致更多仿生
的啟發，讓這個世界變得更便利。

能解決在特定產業上的特殊應用。例如在
高溫環境、真空環境、高溼度環境、水溶
液中、含油環境、粗糙黏貼面、極光滑黏
貼面等特殊需求的環境，在此需賦予乾式
膠帶不同的特性，其中所需的物理結構和
化學設計尚待進一步克服。所幸，仿生的
精神就是不斷地面對困難的環境和挑戰，

鍾宜璋
高雄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參考生物的作用機制和原理，並利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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