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色液晶濾鏡 參加美國第五十一屆國際科技展覽會獲 大會獎四等獎 作者簡介 

 作 者：吳 亭 範 就讀學校：台南一
中 指導老師：高 甫 仁 我生在一個好家庭中，自小家中就鼓勵我多讀科學性的課外讀
物，對於日常生活的現象多加 觀察，多問為什麼。因此我養成了科學的頭腦，與科學
的態度。因此，在我閒暇時，就經常研究 週遭的物品，譬如說把家電拆開來研究，雖
然有時破壞了不少東西，但是從中培養了不少對於科 學的熟稔與興趣。從國小到高中
我的理化成績一直都不錯，甚至能偶爾有些新的構想與思維，在 老師的推動下，我有
了一股股的衝勁，實際上去克服困難，解決問題，把創意化為具體，成了一 件件的科
展，感謝科教館給我這個機會使我能把我的小創意發揚光大，更感謝多位教授的指
導。 在比賽的當中，雖然我對於中共對於台灣在公開場合的處處阻撓感到十分不滿，
但是到了最 後，我們還是以優異的成績取勝。我鼓勵學弟妹們，踴躍參加國際科展活
動，為中華民國，在世 界上揚眉吐氣。 一、研究動機 在光學系統中，彩色濾鏡算是
一種非常重要的元件。他們被用來從入射光中選取某一特 定波段的光，以便做進一步
的處理。但是，傳統光學濾鏡的透射頻帶通常都是固定的。當需 要使用不同波段的光
時，都需要更換不同的濾 鏡，這實在有點麻煩。因此發展一個穿透光譜 可調式的濾
鏡將是十分有趣的。 旋光現象是在西元1811年由Biot首先發現 。他通常是被應用來測
量旋光物質光溶液的濃度，例如葡萄糖水溶液。在此次的研究中，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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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利用

石英中旋
光色散的
現象 以及
液晶(LCD) 
對於的的
可調特性
去研究並
發展一套

實用的“可
調式彩色
液晶濾鏡

“二、研究
目的 (1) 在

其中液晶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個可調式的

波片。其中ψ=ψ(Va)為液晶版上穿透光偏
極 面旋轉角度受電壓影響的函數關係 其
中d為石英薄片的厚度，也就是光透石英時

的距離。λ是入射光的波長。對於右轉
（負） 石英而言，ｎ －ｎ 是一個常數等

於6.65×10，ｐ是光來回穿透儀器得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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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研
究中我希
望去探討
利用液晶
版 來旋轉
偏振光偏
振面角度
的可行
性。 (2) 發
展一以控
制外加可
電壓來調
整的可調
式 帶通彩
色液晶濾
鏡。 設備 
A.兩片聚
脂製的偏
振片 B.一
塊液晶顯
示器用的
液晶版，
並取下位 
於兩面的
偏振片 C.
一塊石英
薄片 （圖
一:石英片
的切面與
它的光軸
垂直） D.
光譜儀 E.
電壓可微
調之電源
供應器 F.
兩面鏡子
(M1 & M2) 
G.鹵素燈
光原（S）
三、理論
及演算法 
我可以用
以下的
Jones矩陣
來表示整
個濾鏡設
計的基本

 圖
（二）可調式濾鏡之設計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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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圖
二），以
及穿透係
數與 各元
件之間的
關係： 3 

圖（一）石英中的光軸 

以上Jones矩陣的推導也可以用下列的
形式寫 出： 或 以上的式子被用來做
數據模擬。四、方法 (1) 根據上一段
敘述的理論進行數據模擬。 （圖三）
是程式設計時判斷與演算的流程 圖。 
(2) 實驗裝置如(圖四A)的方式裝配起
來。使用 吸收光譜儀來量測在不同外
加電壓下的穿 透吸收光譜。(圖四B)
是實驗時的照片。 

 

圖（三）數據模擬的簡圖   圖（四

Ａ）實驗裝置圖 P&A:偏振片 QP:石英片 M1&M2:鏡子  

圖（五）（Ａ）改變穿透濾鏡次數1〜5次的穿透光譜 （Ｂ）帶寬（Γ）對穿透次數
（Ｐ）關係圖 五、結果 A.模擬 假設：外加適當電壓於液晶上，通過液晶的 光，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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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面可被旋轉的範圍由0度~90度。 在圖五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穿透光譜的帶寬（半

高寬;full width at half max i mum ;FWHM ;Γ）隨著穿透次數的增加，逐漸便窄。但是隨
著穿透次數的增加，多次穿透的效 率就會降低。為了便於比較，此模擬是將每一個光
譜的強度正規化。 在(圖六A)中可見當石英薄片的厚度增加時，旋光色散的現象將會加
倍。所以我們可見 此得到較為狹窄的穿透頻帶(圖六B),但是此時第二級的譜線也開始
出現在光譜中。 在(圖七A)中，當調整外加電壓時，穿透光譜中的穿透帶帶將緩慢的移
動，由(圖七B)中 我們更可以發現其實帶寬與其中央線波長呈線性關係。 

 圖（六）（Ａ）改變石英片厚度（ｄ）1〜6㎜時之穿

透 光譜圖 （Ｂ）帶寬（Γ）對石英片厚度（ｄ）關係圖 

  

  

圖(四B) 實驗裝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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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Ａ）LCD在不同電壓Φ（Ｖ）下之穿透光譜圖 （Ｂ）帶寬（Γ）對
入射光波長（λ）之關係圖 

B.實驗 在(圖八)與(圖九)中我們可以清晰的見到穿透光譜中的Peak是如何隨著
外加電壓的改變 而移動。至於帶寬，3次通過的帶寬(圖八)明顯的比單次通過
的帶寬為低，此結果與數據模 擬(圖五)完全吻合 (圖十)展示了在一系列外加電
壓下彩色液晶濾鏡的穿透光譜。隨著電壓增加，光譜Peak 中央線由紅光
(620nm)移動到綠光(520nm)同時Peak的FWHM也隨之下降。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

在(圖十一)與（圖十二)。穿透光譜的波長(λp)與外加電壓(Va)呈 現性關係。這
個結果顯示我們可以以電壓控制來調整這個帶通濾鏡的穿透光譜之穿透帶Peak 
（圖11）。另外,穿透光譜的Peak隨著波長的增加，而有變窄的趨勢（圖12）， 

此結果也與理論數據模擬吻合。 圖八 改變液晶延遲相位角Φ（Ｖ）時，單次

通過時之穿透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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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改變液晶延遲相位角Φ（Ｖ）時，三次通過時之穿透光譜 

 圖十 改變外加電壓（Ｖ）1.1〜1.6Ｖ時之穿透光譜 

 圖十一 Peak的波長（λ）對外加電壓（Ｖ）1.0〜1.6

Ｖ之關 係圖  圖十二 帶寬（Γ）對Peak波長（λ）之關
係圖 六、討論 1.從實驗的數據來看，我們發現穿透光譜中 Peak的帶寬(Γ)與Peak中線波
長成線性關 係(圖十二),這跟(圖七)的數據模擬結果吻 合。因此，由這個結果我們得知
這個濾鏡 在藍紫光等短波長區區有較窄的Peak。 2.這個濾鏡在短波長區的強度較長波
長區為 短，推測應該是高分子聚合物隻偏振片在 藍紫光區的吸收所致。將來可用其他
偏振 片如Nicol取代，以增加此濾鏡使用的頻 帶。 3.這個濾鏡可以找到立即的應用價
值。譬如 說舞台燈光彩色控制。 4.任何有高度旋光色散性的物質都可以作為 此一彩色
液晶濾鏡之原料。更新的材料將 可擴展此一濾鏡到達紅外光區及紫外光區 的應用範
圍。 5.在技術改良方面，更進一步，我們可以使 用Febry-Parot干涉儀 做輸出光Peak的 
銳利化。以大幅減短其穿透光譜之帶寬。七、結論 在這次的研究中，我成功地以理論

模擬並實際實驗而設計出”彩色液晶濾鏡”。此設計 主要是以旋光色散為基礎，以外加
電壓的液晶為控制器。此濾鏡的穿透光譜可以以外加電 壓，石英厚度控制及穿透次數
來調整頻帶的中央線位置以及帶寬。 這個新裝置提供了一個以電壓控制的彩色濾鏡。 
4 

八、參考資料 1. E.Hecht, Optics, pp309-314, Addison-Wesley Pub. Comp., MA,1990 2.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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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o, Liquid Crystal & Liquid Crystal Display, http://www.ep.nctu.edu.tw/teachercamp/ water%
20con.htm, 1999 3. A. Yariv and P. Yeh, Optical Waves in Crystals, pp. 94-103, John Wiley, New 
York, 1984 4. Floch, Selective Optical Resonator, p1, US. Patent, 1984 九、評語 

1.利用液晶顯示器(LCD)的光活性(optical activity)及配合極化器與分析器的零值檢 測法
去探討旋光色散效應是具有創意的作 品。 2.利用已知樣品的旋光角去校正量測系統，
其 研究方法適當。 3.改變的偏差，進行旋光色散的變化，具有完 整的結果與分析，合
乎量測系統設計及實驗 性．並具有應用性之價值。 4.作者之看板編輯及個人說明均顯
示清楚而且 優良。  

參加新加坡第二屆亞太青年科學節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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