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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尖兵─

神奇的離子液體
離子液體是攝氏 100 度以下以液體狀態存在的離子化合物，
可以取代傳統分子型溶劑，應用在各類綠色環保製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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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子液體正處於技術發展的萌芽期，各
式各樣的離子液體如雨後春筍般發表，在各領
域的可能應用也不斷推陳出新。本文僅介紹什
麼是離子液體，和傳統溶劑的不同處，以及如
何突破過往技術的限制，在環境議題上提供新
的選項。

傳統有機溶劑
傳統溶劑不論其化學結構為何，都是由
小分子構成。分子間有各種作用力，彼此吸
引著，使得分子束縛在固定的空間中。在室溫
下，因這些作用力不夠大，分子仍能自由移
動，形成能流動的液體。而液體表面的分子，

水是溶劑的一種，加熱時出現的煙霧（實際上是冷
凝的小液滴）讓我們很容易地觀察到水分子逃離液
體表面的情況。

也因這種作用力而大部分留在液體中，僅少數
能量較高的會脫離液體表面揮發到大氣中。
以一杯水為例，在室溫下放置一段時間
後就蒸發消失。若在大太陽下溫度比較高時，
蒸發得更快。若是在瓦斯爐上煮，肉眼便可觀
察到水沸騰時，水分子劇烈地脫離液體表面散
發到大氣中。也就是說，水具有蒸氣壓，室溫
時蒸氣壓較低；溫度高時，水分子動能增加，
蒸氣壓也增加；沸騰時，水分子動能能克服分
子間作用力，離開液體表面。
由於傳統有機溶劑在室溫下都有一定的
蒸氣壓，也就是部分有機分子會脫離液體表面
的束縛逸散到空氣中，因而造成幾個問題。

離子液體
傳統有機溶劑具有相當高的蒸氣壓，
代表液體表面分子很容易散發到大氣中，
從而造成種種問題。因此，如能找到超低
蒸氣壓的溶劑，就可解決這些問題。但小
分子的液體和固體，由於分子間作用力小，
多具有明顯的蒸氣壓。而大分子的化學物
質不具蒸氣壓，也沒有流動性。因此，離
子化合物成為另一選擇。
離子化合物可以食鹽為代表。食鹽也

首先，在工業製程中使用有機溶劑為媒

就是氯化鈉，包含等量的鈉陽離子和氯陰離

介，就必須補充損失的有機溶劑，增加操作成

子。離子間是靜電作用力，遠比有機溶劑小

本，也變成製程上需控制的變因。其次，工作

分子間的作用力來得強，在這作用力下，不

環境的空氣中存在溶劑分子，這些有機溶劑大

用擔心陽離子或陰離子脫離到大氣中，的確

多對人體健康有害。最後，也是使用上最大的

也量測不到氯化鈉的蒸氣壓。就無蒸氣壓這

問題，即有機溶劑的閃火點低，爆炸下限也

項要求，食鹽符合我們的期待。但食鹽是固

低，最小點火能量低。這幾個因素合在一起，

體，熔點在攝氏 801 度，也就是說要作為溶

使有機溶劑爆炸或燃燒的風險非常高。

劑，至少要加熱到攝氏 801 度以上才能使用。

當然，尋找替代製程或取代傳統有機溶

無機鹽類的離子化合物雖可以藉由陽離子和

劑，並不限於離子液體，舉凡使用超臨界流

陰離子的尺寸大小差異來降低熔點，但它們

體、開發水性產品等，都是可行之道。

在室溫時都是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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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在觀察無機鹽結構與熔點的變
化關係時，發現改變離子間堆疊的方式，有
助於調整離子化合物的熔點。若把無數個同
樣不對稱形狀的物體有次序地排列，一定比
同 樣 數 目 的 圓 球 排 列 來 得 困 難。 因 此， 如
果可以設計這些離子的形狀，讓它的結構
不具對稱性，必定可以降低離子化合物的
熔點。
在改變形狀降低結構對稱性上，有機化
合物遠較無機鹽類具有優勢，嶄新類型的離
子化合物便應運而生。由於它們在攝氏 100

無機鹽類的陰陽離子排列整齊，在室溫下呈現固體
結晶。離子液體由於離子化學結構的不對稱性，導
致熔點低於攝氏 100 度，在室溫下呈現液體狀態。

度以下以液體狀態存在，因此稱為「離子液
體」。這類離子化合物的陽離子是有機雜環
化合物，其優點是可以在環上接上不同鏈長
的碳鏈，使得陽離子形狀沒有對稱性。最常
用在離子液體的雜環化合物是含有兩個氮原
子的咪唑離子。
以甲基咪唑四氟硼酸離子液體為例，
咪唑雜環上一個氮原子接上甲基，另一個氮
原子可接上不同鏈長的烷基。當碳鏈長度超
過 3 時，熔點就降到攝氏 0 度以下。之後，

一直到碳鏈長度低於 10 時，熔點都保持在 0
度以下。當接上的碳鏈數再增加時，才呈現
出蠟的特性。因此離子液體的性質可以依照
需求量身打造，目前出現在科學文獻中的離

台灣南部有許多甘蔗田，甘蔗渣包含大量的木質纖
維素，若能以溶劑溶解纖維素，殘餘的廢棄物便可
進一步利用。

子液體化合物已難以計數。

作為木質纖維素的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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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質纖維素是地球上最多量的天然物，

存在，也就是混雜著難以剝離的木質素，

舉凡菜巿場的菜莖殘根、屋外的雜草枯枝、

以及含有各式醣分子的半纖維素，這些都

家庭擺設的木質家具、森林中的參天巨木等

限制了纖維素的直接應用。

草本或木本的根莖葉，都是以木質纖維素為

但從永續發展的觀點，纖維素作為自

主幹。它們的不同點在於木質素、纖維素、

然界含量最豐富的聚合物，若未能有效利

半纖維素的比例不同，以及化學成分的差異。

用，實在是一大遺憾。過去的失敗關鍵是

纖維素分子間強大的氫鍵作用力，使

沒有傳統溶劑可以溶解纖維素，從而限制

其形成高結晶度的物質，難以溶解在傳統溶

了纖維素的加工或處理。2002 年，咪唑型

劑中。在自然界中，它多以木質纖維素狀態

氯鹽離子液體率先展現能解決這長久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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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酵槽中的微生物可把葡萄糖轉換成不同的分子，
若葡萄糖能由纖維素在離子溶液中水解得到，便可
減少使用糧食作物澱粉。

火力發電廠是台灣穩定的電力來源，但使用化石燃料
產生大量溫室效應氣體二氧化碳。在台灣邁入開發國
家之列時，應認真思考二氧化碳的捕獲和封存。

的問題。其之所以能溶解纖維素，在於液

除 了 水 解 生 成 葡 萄 糖 外， 作 為 發 酵 槽

體中含有大量的氯離子，能滲入纖維素結

中微生物的營養基，離子液體中的纖維素還

晶結構中，破壞纖維素分子間的氫鍵，且

可以進行其他的化學反應，產生不同類型的

咪唑離子又有助於穩定這些被溶解而單獨

生質化學品。例如，纖維素的酯化反應產物

存在的纖維素分子。

如醋酸纖維素、丙酸纖維素、丁酸纖維素等

目前，各式具有溶解纖維素能力的離

一系列的化學品，可經由酸酐和纖維素反應

子液體所產生的纖維素溶液，可用來製備

得到，應用於薄膜、光學材料等工業或民生

薄膜、纖維、微粒等不同形態的材料，或

方面。
在傳統製程中，由於纖維素無法溶解，

進行其他化學反應。
溶解在離子液體中的纖維素最大應

因此只在纖維素結晶的表層慢慢反應到內部，

用，是水解產生葡萄糖。傳統工業上，葡

曠日廢時，且產品均勻度不佳。在離子液體

萄糖是從澱粉水解得到的。但澱粉是人類
食物的重要來源，用食物製作工業所需的
葡萄糖，並非長遠之計。若能以農業廢棄
物為發酵製程的起點，製造生質產品，才
符合永續發展的理念。纖維素與離子液體
系統正好彌補這環節中缺少的技術，由廢
棄物中產出葡萄糖。在離子液體中，纖維
素水解反應可以加酸水解，或以酵素作為

環境中，酯化反應可在較溫和的條件下進行，
且反應速率較快，產品均勻性較佳。而使用
適當的觸媒，也可在單一反應製程下，由離
子液體中的纖維素得到糖醛類或己六醇類的
化合物。前者的衍生物─ 呋 喃二甲酸會是取
代 PET 塑膠的明日之星。

作為二氧化碳吸收劑

催化劑。所產生的葡萄糖不僅僅限於發酵

溫室效應是重大的全球環境議題。由於

生成生質酒精，也可用於生產乳酸，作為

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1958 年第 1 次測量大

聚乳酸的原料或其他生質原枓。

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是 315 ppm，如今已超過

當把胺基的化學結構加在離子液體裡面，
離子液體就成為二氧化碳的吸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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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子液體在使用上也有其限制，
最大問題是黏度偏高。
400 ppm，而全球平均溫度也隨之上升約攝

體所含胺基數目愈多，每單位的二氧化碳

氏 0.8 度。要解決不斷攀升的二氧化碳濃度

吸收量應愈多。實驗上也證實含有胺基數

問題，最好是在二氧化碳固定排放源如火

高的離子液體，的確有較佳的吸收及解吸

力發電廠、煉鋼廠等的末端，讓排放廢氣

二氧化碳能力。

通過吸收裝置收集二氧化碳，然後再儲存

但不可諱言地，離子液體在使用上也

起來。整個程序稱為二氧化碳捕獲和儲存，

有其限制，最大問題是黏度偏高。由於離

包含以吸收劑去除與收集廢氣中二氧化碳

子間作用力較大，在受力時流動不易，造

的技術，以及穩定儲放二氧化碳的技術。

成離子液體黏度是一般傳統溶劑的千倍左

工業上最常用的二氧化碳吸收劑是醇

右。高黏度的效應使得離子液體不易分散，

胺型的溶劑，借助溶劑的胺基和二氧化碳

氣體也難以擴散進入離子液體中，拖慢了

在低溫時形成穩定的胺基甲酸酯基團，去

二氧化碳吸收的速率。

除並吸收廢氣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後的醇

最新的方案是把離子液體分散於多孔

胺溶劑可在升溫後釋出二氧化碳，稱為「解

高表面積的載體上，以提升吸收及解吸的

吸」，得到濃度很高的二氧化碳，之後則可

速率。實驗顯示，新的方案能把以小時為

存放。在廢氣處理程序中，醇胺溶劑循環

單位的吸收時間降至以秒計算。目前這方

使用，吸收及解吸二氧化碳，藉以連續地

案仍在實驗室階段，期待未來能在優化製

捕獲廢氣中的二氧化碳。由於過程中使用

程參數後，在實際工廠測試。

的是傳統溶劑，因此需經常補充溶劑蒸散

離子液體的發展不過是這一、二十年

的消耗，以及進行工作環境的監測。同時，

的事，在工業上要能量產，還需要更多的

醇胺溶劑蒸氣具有腐蝕性，也限縮了機具

研究及測試。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綠色製

設備的使用年限。

程出現，擴大人類追求永續社會的成果。

是否可利用離子液體低蒸氣壓的特
性，取代醇胺溶劑呢？是的，當把胺基的
化學結構加在離子液體裡面，離子液體就
成為二氧化碳的吸收劑。理論上，離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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