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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超疏水表面的自清洁、保持干燥以及低粘附力等功能特点在生物技术、医学和
工程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由于传统表面的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不可兼得，
成为限制其实际应用的最大障碍。另外，面向应用还需具备化学稳定性、抗射流冲
击和抗冷凝失效等性能，这对超疏水表面的真实应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本论文提
出不同于传统增强机械稳定性的思路，创新性地将表面的浸润性和机械稳定性拆
分至两种不同的结构尺度，并提出“装甲”的概念，用微结构保护超疏水纳米材料
免遭摩擦磨损。本论文主要解决了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不足这一关键问题，同时
因装甲结构的引入，其他综合性能也得到较大提升。
研究工作简介如下：
(1) 基于拆分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的思路，用微结构作为保护纳米粗糙度免
遭摩擦磨损的装甲，以提高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结合浸润性理论及机械力学原
理分析，得出连续结构、低结构面积分数、大侧壁角度(120  5°)三个装甲结构设计
原则，设计出以倒四棱锥微腔阵列为代表的装甲表面。利用光刻、冷/热压等微细
加工技术在硅片、陶瓷、金属、玻璃等普适性基底表面制备出了倒三棱锥、倒四棱
锥和倒六棱锥微结构装甲，并在微结构中填充纳米二氧化硅材料或喷涂 Ultra-Ever
Dry 涂料，得到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微结构装甲基底的选用具有普适性，且加工技
术成熟，可通过卷对板印刷技术大面积制造，为低成本应用奠定了基础。另外，玻
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保持了较高的光透过率，为该表面应用于自清洁车用自玻璃、
太阳能电池盖板、建筑玻璃幕墙创造了必要条件。
(2) 利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原位成像证实了液滴在磨损后微结构表面
稳定的 Cassie-Baxter 态，填充纳米材料对液滴在表面的稳定悬浮至关重要。通过
调节微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系统地探究了磨损所引起的表面静态接触角及滚动
角的变化，并验证了理论模型，即无论装甲微结构在磨损前后是否引起化学性质改
变，只要微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足够低(f micro < 8%)，装甲化表面的超疏水性仍会
得以保持。此外，利用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直观地测量了微结构装甲表面磨损
前后的粘附力变化，并通过粘附力云图进行可视化比较。最后，结合液滴撞击和水
流冲击实验，考察了表面的动态浸润性。上述静态及动态的浸润性研究，很好地证
明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因其优秀的机械稳定性，结合固-液接触分数调控和摩擦磨
损对装甲化表面润湿性影响的机制原理，有效地解决了因表面化学性质改变引起
超疏水性退化的难题。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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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划痕测试、长效循环摩擦测试、胶带剥离以及 ASTM 标准磨耗测试，
对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机械强度和耐久性展开了全面的评估，并建立了测试评价
模型。通过大量测试实验，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与传统表面进行了临界失效强度和
循环摩擦次数对比，结果表明装甲化表面的机械稳定性已取得质的提升（循环摩擦
1000 次）。另外，还进行了化学（浸没在王水或 2.5 M 氢氧化钠溶液中 4h）及热稳
定性（100 C 16 天）、高速射流冲击(32.6 m s-1)以及冷凝失效（100 C 蒸汽 12 h）
等实际应用场景所要求的综合性能测试，结果表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上述性能
测试中表现优异。本文尝试建立新的超疏水表面性能评估机制，结合常规测试方法，
对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进行了全面评价，为超疏水表面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4)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集成超强机械稳定性、耐化学腐蚀和热降解、抗
高速射流冲击和抗冷凝失效等综合性能的同时，还实现了高透光率。我们将玻璃装
甲化超疏水表面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盖板，实现了表面依靠冷凝液滴清除尘埃颗粒
的自清洁方式，为少雨地区，提供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的解决方案。玻璃装甲化超疏
水表面作为太阳能电池的自洁式盖板，可巧妙地利用雨或雾滴消除粉尘污染，长期
维持高光电转换效率，并节省传统清洁过程中必需的淡水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本文
创新的设计思路和通用的制造策略展示了装甲化表面非凡的应用潜力，将进一步
推动超疏水表面进入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词：微结构装甲，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自清洁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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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ility of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to stay dry, self-clean and avoid biofouling
is attractive for applications in biotechnology, medicine and heat transfer. The common
assumption thus is that mechanical robustness and water repellency are mutually
exclusive surface properties, but we show here that this need not be the case:
unprecedented performance levels can be realized when structuring surfaces at two
different length scales, with a nanostructure design to provide water repellency and a
microstructure design to provide durability. The microstructure is an interconnected
surface frame with ‘pockets’ that house highly water repellent and mechanically fragile
nanostructures and prevent their removal by abradants greater than the frame size. We
apply this armor concept to various substrates and show that the obtaine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preserve their water repellency even after sharp steel blade
and sandpaper abrasion.
The research online is as follows:
(1) While minimizing liquid-solid contact area is widely used to enhance
superhydrophobicity, it results in fragile surface textures and poor wear resistance. To
resolve this bottleneck, we divide the mechanical durability and non-wettability and
implement them at two different length scales: the nanostructures provide excellent water
repellency, whereas the microstructures act as armor to resist abrasion. Three design
features have been built: the first is an interconnected frame that prevents abradants
greater than the frame size from removing the nanostructures. The second and third design
features for the armor are thus low f micro and  near 120°. We constructed the armor
surface following these three design features with a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microscale
inverted pyramidal cavities. The inverted pyramidal microstructures with α ~ 125° were
be manufactured on silicon substrates by photolithography and the structures can resist
the highest pressure and have experienced only minor damage. We also fabricated
inverted pyramidal structures on ceramic, metal, transparent glass and flexible PDMS
substrates by embossing technology. From the engineering perspective, this armor
approach can also be applied on curved substrates and is scalable by using roll-to-plate
printing technolog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interconnected frame architecture, i.e.,
individual cavities designed with a large sidewall angle, is a generic concept to achiev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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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erior performances, we further fabricated inverted triangular pyramidal (tripyramidal) and inverted hexagonal pyramidal (hex-pyramidal) structures on silicon,
metal and ceramic substrates, respectively.
(2) The armored surface exhibits superhydrophobicity after integrating a
nanostructured coating. Here, the fluorinated fractal nanoclusters of silica were used as a
model superhydrophobic nanomaterial. After repeated scraping by a steel blade, the armor
microstructure shows excellent resistance to the vertical pressure and shear force, and the
fractal nanostructure in between the armor keeps itself intact. It is notable that the abrasion
removes the fluorinated silane layer from the top of armor microstructures altering local
wetting from hydrophobic to hydrophilic. Using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y, we
conﬁrmed that the air-water-solid composite interface at microscale was very stable, since
the air-liquid-solid three-phase contact line is supported by nanoscale superhydrophobic
materials. The water repellent nanostructures can prevent the sagging of the liquid/air
interface caused by the Laplace pressure and the entire system stayed at the constrained
equilibrium Cassie-Baxter stat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impact of abrasion on
superhydrophobicity, a series of armore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open
width of the cavities (l) and liquid-solid contact fraction (f micro) were prepared, and θ*
and θroll-off on the surfaces before and after abrasion were measured. All experimental data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model. Both the static contact angle and the roll-off
angles show the armored surfaces can keep its super-repellency after abrasion if f micro was
lower than 8%. Those results suggest that non-wettability was independent of the scale of
inverted pyramidal structures. However, the smaller the scale of the armor structures, the
more extensive the changes to the liquid-solid contact fraction (f micro) after the same
abrasion fracture. The suitable armor size can be tailored for various practical application
situation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the liquid-solid contact fraction for
controlling the non-wettability after abrasion, pull-off force maps of the armore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ere measured by scanning droplet adhesion microscopy.
After abrasion, the damage of the hydrophobic layer on the armor top resulted in a rise of
pull-off forces at the same f micro. However, the pull-off forces on the high f micro (~ 7.8%)
rose more rapidly than on the low f micro (~ 2%) surfaces, which corresponds with the trend
of θroll-off. The water jet impinging tests also agrees with our previous wettability
measurement, with a lower f

micro

the deflected angles were higher, i.e., less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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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ipation occurred when the water bounced away from the surface. Similar variations
by water droplets impacting experiments also supported this principle.
(3) In real-world applications, surfaces are exposed to repeated abrasion and we
further examine the long-term mechanical durability of armore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microstructures. The abrasion was conducted by using a PP probe
as the indenter with a defined vertical pressure and reciprocating linear abrasion. The
armore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maintained the static contact angle above 150° and
roll-off angle less than 12° even after 1000 abrasion cycles, and present an ideal resistance
to the shear force and protection for the silica nanomaterials inside. To illustrate the
mechanical durability of our armore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e benchmark the
critical fracture force, i.e., the maximum force to destroy the superhydrophobicity a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abrasion cycles against conventional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Specifically, the maximum number of abrasion cycles are measured to be more than 1000,
which is 10 times higher than for conventional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The
mechanical robustness of the armored surfaces was also demonstrated by tape-peeling
tests, ASTM standard Taber abrasion tests and ultra-sharp object scratch tests. We have
also conducted more severe durability tests, including thermal stability, chemical
corrosion, high-speed jet impact and the tolerance of condensation-induced failure at
high-humidity environm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rmored surfaces maintained their
superhydrophobicity even under extremely harsh conditions.
(4)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the armor concept for improving the
mechanical stability of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The decoupling strategy at the heart
of this design framework allows us to perfectly balance mechanical robustness, nonwettability and optical transparency. We use this to create a robust and transparent selfcleaning topcoat for solar cells that maintains their high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through passive removal of dust contamination, which could save massive amounts of
freshwater, labor and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leaning process. Beyond this
initial proof-of-concept illustration, the gener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our design
principle and strategy promises to move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toward real-world
applications.
Keywords: microstructure armor,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mechanical robustness,
self-cleaning solar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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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符号表
*

静态（表观）接触角

Y

杨氏（本征）接触角

roll-off

滚动角

lv

气-液界面张力

sl

固-液界面张力

sv

气-固界面张力

r

表面粗糙度

f

固-液接触分数

f micro

微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

f nano

纳米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



微结构侧壁角度

1

第一主应力

2

第二主应力

3

第三主应力



标准偏差

We

韦伯数

Eff

光电转换效率

SEM

扫描电子显微镜

SDAM

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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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 论
1.1 材料表面的浸润性研究
1.1.1 表面浸润性的研究意义与应用价值
稳定状态下，自然界的物质通常以气、液、固三相形态存在，任何两相或两相
以上的物质共存时（不相混溶），会分别形成气-液、气-固、液-液、液-固、固-固，
乃至气-液-固多相界面。通常将凝聚相(condensed phase)与气相（或真空）之间的分
界面定义为表面(surface)[1]。表界面是物质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传递通道，也是人
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窗口，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然而，正如诺奖获得者 W.
Pauli 所述：“上帝制造了固体，魔鬼制造了表面”，研究表界面行为比研究块体行
为更复杂、更困难、也更具挑战[1]。至今，表界面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学科——
表面科学，它是化学、材料、物理、生物和信息等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和渗透的一门
重要科学，也是当前三大科学技术（即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前沿领域
的桥梁，在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如图 1-1 所示，各类材料
在进入实际应用之前，均需要利用化学或物理等手段进行表面功能化。不同的研究
领域中，如化学化工、微电子与固体电子、生命科学和医学工程等，人们对表面的
尺度往往有着不同的划分和理解。本文主要关注表面微观尺度下的化学或物理特
征引起的宏观界面现象，解决微纳米级尺度的表面工程技术问题。

图 1-1 通过化学或物理等手段对各类材料进行表面功能化以后，才能使其走向实
际应用；可见，与材料表面相关的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意义重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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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在界面上的分子环境特殊，表现出许多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如表面
张力(surface tension)、毛细现象(capillarity)、润湿现象(wettability)等，研究者们将
这些界面性质赋予了科学的解释，并将其总结为表面浸润性，也称润湿性。润湿性
是表界面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材料表面的重要特征[2]。液体对固体表面的
浸润，是常见的界面现象，不仅影响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各种生命活动，而且对人
类的生活和生产起着重要影响。理解和调控浸润性，即液体与固体表面的相互作用，
已成为表面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关键问题，影响着包括生命科学、化学化工、信息技
术在内的诸多科学技术领域[3-22]。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极端环境条件下的许
多表界面相关的科学问题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并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甚至带来毁灭性灾难。如图 1-2 所示，飞机、轮船、高压输电设备等
遭遇严重的结冰[23, 24]，以及汽车车窗和后视镜起雾[25]都可能导致人类的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而金属腐蚀和海洋生物粘附、原油污染、管道固-液输运阻力、太
阳能电池板积灰、人机界面指纹残留等现象则会增加能源输出、加重环境负担、降
低生产效率[16, 26-28]。因此，设计能够承受复杂环境挑战的功能界面材料对人类的生
存发展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界面现象都与材料表面浸润性相关。

图 1-2 日常生活中由界面诱发的诸多不利现象。(a)飞机螺旋桨结冰；(b)高压输电
设备结冰；(c)车窗玻璃起雾；(d)金属材料被腐蚀；(e)船底粘附大量贻贝；
(f)原油污染，导致鸟类羽毛被浸润；(g)管道输运阻力增加能源消耗；(h)太
阳能电池面板严重积灰；(i)终端设备的人机交互界面残留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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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制造具有特殊浸润性的功能界面材料，实现：(1)排斥各类液体，(2)可控
操纵流体，(3)在复杂、极端的环境条件下长效运行，将对环境、能源和健康等领域
产生广泛影响。然而，这已被证明极具挑战。在自然界中，许多生命体衍化出精细
复杂的表面结构，形成特殊的固-液相互作用，即特殊浸润性。这些生物能在特定
环境中生存，表现出高度的环境适应性[5, 7, 9, 14, 29-31]。例如，荷叶依靠表面的微/纳
结构捕捉空气，在固-液之间形成气垫，使得液滴极易滚落，表现出超疏水的性能
[32]

。液滴在滚落的同时，可带走表面的污垢使表面保持清洁，这种自清洁(self-

cleaning)效应也被称之为荷叶效应，如图 1-3(a)。跳虫(springtails)是一种长期生活
在土壤中的节肢动物，它们已经进化出的双内凹纳米结构的皮肤，可防止土壤中的
污水或有机液体浸润其躯体[33]，如图 1-3(b)。又如，猪笼草(Nepenthes)尽管不具备
任何主动捕猎机制，却能成功“吞噬”昆虫。究其原理，主要是借助笼体口缘连续的
微米级纹理，不仅能将笼中液体向外定向运输至口缘，还能长期锁住润滑液从而构
成超滑表面，使昆虫被动滑落进入笼体，从而被“消化”吸收[34, 35]，如图 1-3(c)所示。
此外，水黾的水上行走能力，蝴蝶翅膀对液滴的定向粘附性，以及沙漠甲虫、蜘蛛
网和仙人掌的集水功能，都是生物体独特的微/纳米表面结构和固有的材料特性表
现出来的特殊浸润性[36]。

图 1-3 自然界中典型的超疏液表面。(a)拥有自清洁功能的荷叶表面具有微纳米结
构[32]；(b)跳虫的躯体具有特殊的单内凹结构，可疏有机液体的[33]；(c)猪笼
草口缘的微纳米结构充分灌入液体后展现出超滑效果，使“猎物”滑落到
笼子里被“捕获”[34, 35]

受生物体为适应各种环境进化而来的特殊浸润性原理（巧妙的结构设计）的启
发，广大科研工作者师法自然，对生物体的浸润性原理深入研究，并通过结构仿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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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出许多新型功能界面材料，有望解决工业、农业和生物医学领域中的相关技术
难题[6, 37]。如复旦大学俞燕蕾及其团队[38]受部分鸟类通过长喙饮水的启发，利用光
诱导液晶高分子管状体发生非对称变形，导致管内润湿液滴两端曲率压力不同从
而形成轴向力（毛细力），将液滴往较窄的一端推进，产生定向运动。研究人员基
于该光诱导的毛细推力，开发出光控微流体泵(micro-pumps)，有望应用于微机械系
统(MEMS)和化学工程等领域。香港城市大学王钻开教授等[39]基于仿生设计，在硅
片等基底表面制备出独特的拓扑微观结构，有效地将液滴前进边缘过剩的表面能
转化为动能，打破了三相接触线钉扎；同时，增强后退方向的钉扎效应，阻止液滴
的反向流动，提供了一种了定向输运液体的新思路。这种功能表面不需要外部能量
输入，并能实现几乎任何一种液体的快速、定向和长距离输送，被形象地称作为新
型拓扑流体“二极管”。此外，如图 1-4 所示，江雷院士团队[40]通过向液滴中添加少
量的表面活性剂，抑制了液滴撞击超疏水表面时的液滴飞溅行为。飞溅行为的抑制，
并不是因为自聚合物表面活性剂的加入引起的粘度增强；而是加入的表面活性剂
形成囊泡，在气-液界面聚集，导致液滴浸润性转变，从而抑制飞溅。这种效应可
明显改善农药喷洒过程中液滴的飞溅，增强农药在农作物表面的附着，大大提高农
药使用效率，并降低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图 1-4 抑制液滴飞溅(splash)示意图[40]，通过添加表面活性剂抑制液滴在撞击超疏
水表面时的液滴飞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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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浸润性基本理论
设计制备具有特殊浸润性的功能界面材料，必须对浸润性原理进行深入理解，
随着特殊浸润性机制的不断揭示和界面材料的不断推陈出新，目前已经建立起了
比较完善的浸润性理论体系[13]，如图 1-5。本章节将简要总结前人的浸润性理论，
并对表面自由能、Young’s 方程、Cassie-Baxter 方程、接触角滞后等基本浸润性理
论进行简要论述。

图 1-5 特殊浸润性表面的发展历程[13]，包括浸润性理论的建立、材料表面化学和
具备特殊微/纳结构表面的不断开发

表面自由能
固体表面与空气的界面之间的界面张力，即表面自由能，由sv 表示。sv 越大，
越容易被液体润湿。不同材质的固体表面，其表面自由能不同，金属及其氧化物、
无机盐等物质的表面能在 100 mN m-1 以上，被称为高能表面；有机固体及高聚物
等物质表面能较低，被称为低能表面。表面自由能是固体表面的一种强度性质，受
物质本性、温度、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
理想表面的 Young’s 方程和接触角
一般来说，将液滴置放于理想固体（表面绝对光滑且化学性质均匀）表面，液
滴将在固体表面铺展，此时固-液界面逐渐取代固-气界面，气-液界面也随之增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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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界面张力和能量角度理解，将液滴分开形成两个气-液界面时单位面积所需的能
量，即内聚功(work of cohesion, Wc), Wc = 2lv，lv 为“气-液”界面张力。如果将形
成的固-液界面分开，形成两个相同面积的气-液和固-液界面时，单位面积所需要的
能量，即为粘附功(work of adhesion, Wa), Wa = lv+sv-sl，sv 和sl 分别为“固-气”
和“固-液”界面张力。粘附功与内聚功之差即为液滴在表面铺展前后单位面积的
界面能变化量，称之为铺展系数(spreading parameter, S), S = sv-sl-lv。由能量最小
化原则，液滴的铺展最终将使体系达到平衡状态，大致将呈现出两类情况[41]，如图
1-6 所示，即当 S  0 时，液体在固体表面自发地铺展并形成液体薄膜，处于完全
润湿的状态(complete-wetting)，如图 1-6(a)；若 S < 0，液体则不会完全铺展，以液
滴的形态部分润湿(partial-wetting)或完全不润湿(non-wetting)固体表面，如图 1-6(b)
和(c)。最终固、液、气界面间表面张力达到平衡后，在液、固界面间形成一定角度，
被称作接触角(contact angle, CA)，用表示[42]，如图 1-6(b)所示。在固-气-液三相交
点处作气-液界面的切线，该切线与固-液界面交线之间的角度即为接触角。大多数
情况下，液滴在固体表面往往不会完全铺展，而表现出一定的接触角，当 < 90°，
为亲水表面， > 90°，则为疏水表面。

图 1-6 液体在固体表面的基本润湿状态[41]。(a)完全润湿（超亲水）；(b)部分润
湿；(c)完全不润湿

针对理想固体表面，Thomas Young 早在 1805 年就给出了三相接触点在水平方
向的力平衡条件，得到润湿基本方程[43]：

 sv =  sl +  l v cos Y
可写为： cos  Y

=

 sv −  sl
 lv

(1-1)

式(1-1)被广泛地称为 Young’s 方程，Y 为理想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即本征接
触角，也常被称为 Young’s 接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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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想表面的润湿模型
实际上，绝对光滑且化学性质均匀的理想表面只是理论上存在，现实中的表面
都存在一定的粗糙度(roughness, r)，r 被定义为固体表面的真实面积与投影面积的
比值。显然 r  1，且 r 越大，固体表面越粗糙。此时，在分析表面浸润性时必须考
虑到固体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如图 1-7(a)。1936 年，Wenzel 引入粗糙度，对理想
表面的 Young’s 方程进行了修正[44]，即：
cos   = r cos  Y

(1-2)

式(1-2)就是非理想表面的润湿方程，也称之为 Wenzel 方程，*为粗糙表面的
静态接触角（static state CA），也称表观接触角（apparent CA）。Wenzel 方程表明，
粗糙度的存在使得真实固-液接触面积要大于表观几何上所观察到的面积，从而间
接影响到表面的浸润性。即：若理想表面为疏水（Y > 90°）时，引入粗糙度将使
表面更加疏水，*随 r 的增加而增大；若理想表面为亲水（Y < 90°）时，引入粗
糙度将使表面更加亲水，*随 r 的增加而减小。不过，粗糙表面仅用单一的粗糙度
难以体现表面的形貌特征，尽管粗糙度相同，但结构几何形貌不同的表面也会对浸
润性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45, 46]。
尽管 Wenzel 方程很好地揭示了粗糙表面本征接触角与表观接触角之间的关系，
但无法适用于由多种不同性质的化学物质组成的固体表面。此时，Cassie 和 Baxter
进一步拓展了 Wenzel 方程，把不均匀的固体粗糙表面看作由两种不同材质 1 和 2
组成的复合表面(heterogeneous surface)。材质 1 和 2 的本征接触角分别为Y1 和Y2，
所占面积分数分别为 f1 和 f2，且 f1+f2 = 1。体系平衡后，润湿方程可拓展为：

 lv cos   = f1 ( sv −  sl )1 + f 2 ( sv −  sl ) 2
带入 Young’s 方程，上式可变形为：
cos   = f1 cos  Y1 + f 2 cos  Y 2

(1-3)

(1-3)式即为 Cassie 方程[42]，*为复合表面的静态接触角。
如果复合表面中的一相为气相，即相当于具有微结构的粗糙表面截留空气，气
体在液滴底部托起液滴，如图 1-6(b)所示。若固体与气体所占面积分数分别为 fs 和
fg，而气体的本征接触角Y2 = 180°，根据方程(1-3)及 fs+fg = 1，可得：
cos   = fs (1 + cos  Y ) − 1

(1-4)

(1-4)式被广泛称之为 Cassie-Baxter 方程[47]，fs 也常被称作固-液接触分数，Y1
为固体的 Young’s 接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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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粗糙表面的 Wenzel 模型和 Cassie-Baxter 模型[13]。(a)Wenzel 态，液体完全
浸润至结构内部；(b)Cassie-Baxter 态，液体悬浮在表面结构顶部；(c)前进
角与后退角

接触角滞后和滚动角
液滴在固体表面接触角的变化对液体的粘附和滚动性至关重要。固-液-气三相
接触线发生移动时，会导致液体的接触角发生变化。在接触线发生移动之前观察到
的最大的接触角被认为是前进角(advancing CA, θa)；相反，接触线后退之前观察到
的最小接触角被看作为后退角(receding CA, θr)，通常前进角大于后退角，如图 17(c)所示。这种前进角与后退角不相等的现象被定义为接触角滞后(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CAH, θh)[13]，即 θh = θa – θr。导致接触角滞后的最普遍因素为表面粗糙
度、表面化学不均匀和多相性，以及表面污染和液滴侵蚀等。接触角滞后是液滴在
表面上发生动态行为时能量损耗的度量，可以看作是液滴粘附和摩擦的关键指标，
通常认为，低的接触角滞后可使液滴在表面具有高滚动性和低附着力。尽管学术界
对接触角滞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国际上并未形成
一致的认识。在表征超疏水（液）表面液滴的滚动行为时，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
Butt 教授等人指出，使用表观后退接触角来判断更为简单直观，如图 1-8。
与接触角相类似，滚动角也是表征固体表面润湿性的重要参数，常用于衡量超
疏水（液）表面的液滴滚动性，对于亲水表面则不存在滚动角这一说法。滚动角(rolloff angle, θroll-off)是指一定体积的液滴（一般低于 10 l）在倾斜表面上刚好发生滚
动时，即后退角方向的三相接触线发生移动时，倾斜表面与水平面之间的临界角度。
滚动角 θroll-off 与前进角 θa、后退角 θr 存在如下关系：

mg (sin  roll-of f ) / w =  lv (cos a − cos  r )

(1-5)

(1-5)式中，m 为液滴质量，g 为重力加速度，w 为固液接触面直径（水滴与表
面间的接触面在垂直滚动方向上的宽度），lv 为液体的表面张力。在一定条件下 m，
g，w，lv 为定值，因此， sin  roll-of f  (cos  a − cos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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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液滴在超疏水微柱阵列的后退角变化。(a)水滴在超
疏水微柱阵列上向右移动时后退方向固-气-液界面的垂直截面照片（通过共
聚焦显微镜 3D 成像后的断面裁切）；(b)根据垂直截面照片测得的后退角数
值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

超浸润性表面
自然界植物或动物表面有趣的润湿现象的发现，加速了人工特殊润湿性表界
面系统的发展。特殊浸润性表现出极端的润湿态，即可称之为超浸润状态[14, 45]。在
过去的二十年里，极端湿润状态的研究报道越来越多，主要包括空气中的超亲水
(superhydrophilicity)、超疏水(superhydrophobicity)、超亲油(superoleophilicity)和超
疏油(superoleophobicity)以及超滑(slippery)；也包括水下超亲油、超疏油、超亲气
(superaerophilicity)和超疏气性(superaerophobicity)；还包括在油中的超亲水，超疏
水，超亲气和超疏气性。通过将刺激响应性材料与特殊微/纳米结构相结合，还可
以实现上述润湿状态之间的智能切换[14]。

1.2 超疏水表面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1.2.1 仿生超疏水表面
在众多超浸润性当中，仿生于荷叶的超疏水表面因其具有自清洁、低固-液粘
附、保持干燥等多重功能特点，在过去几十年间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飞速发展，并展
现出了诸多潜在应用[10, 48, 49]。如图 1-9 所示，超疏水表面可应用于衣物等穿戴用品
防止污水浸润，也能基于其自清洁能力，借助雨滴去除玻璃幕墙等透光介质表面沉
积的灰尘[50]。作为冷凝传热表面，由于凝结液滴在超疏水表面呈珠状形态，具有极
低的固-液粘附力而容易从表面脱离。随着液滴的生长，相邻液滴合并释放表面能，
引发液滴弹跳，促进冷凝液滴脱离表面，减小冷凝表面液滴的平均半径和覆盖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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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传热传质[6, 8, 12, 51-61]。此外，由于水滴无法润湿且难以附着于超疏水表面，表
面得以保持干燥，可用于材料及电子器件防水防腐蚀[62-64]；而凝结（聚）水滴的迅
速脱离，又可实现表面的防雾、防冰（霜）功能[4, 24, 25, 63, 65-69]。超疏水表面极低的
固-液接触面积，表现出极小的表面粘附力和摩擦力，不仅能大大减少贻贝、海藻
等海洋生物对船体表面的粘附[70, 71]；还能降低流体对船体的阻力[[16, 72-74]。再者，
由于超疏水表面疏水亲油，可开发油水分离材料；而其疏水亲气的特性，在排斥液
体（如血液）的同时，又能保持气体通透，实现物质在气-液之间的传递与交换，
有望基于该特性开发新型人工肺膜的[75]。

图 1-9 具有低粘附、自清洁、亲油亲气、保持干燥等多重功能的超疏水表面材
料，在生命科学、海洋、能源等工程领域具有广泛的潜在应用

所谓超疏水材料一般是指水在其表面的静态接触角*大于 150°，滚动角(rolloff angle) roll-off 小于 10°的超浸润界面材料[39]。材料要实现超疏水性需要满足：
（1）
粗糙结构能截留空气并托起液滴，创造气-固复合表面，实现 Cassie-Baxter 态；
（2）
通过表面微纳米结构创造较低的固-液接触，即低结构面积分数 f；
（3）一般情况下，
粗 糙 结 构 要 能 托 起 液 滴 ， 还 要 求 材 料 表 面 具 有 低 的 化 学 能 (surface energy
chemistry)[76-79]。要获得优异的超疏水性，往往需要更高的表观接触角和更低的接
触角滞后（滚动角）。Butt 教授[80]以微米级圆柱阵列为模型，借助共聚焦显微观察
并进行微观力学分析，得出了后退角的表达式，并指出柱子直径与相邻柱子间距之
间的比值是影响后退角的重要因素，且提供粗糙度的微结构特征尺寸越小，对提高
表观接触角和改善接触角滞后越有利，如图 1-10。若按比例缩小托起液滴几何结
构，还可以在不影响高表观接触角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抗液压性能。因此，在纳米
尺度上设计表面更有利于超疏水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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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纳米尺度上设计表面更有利于超疏水性的提升[80]。(a-c)利用共聚焦显微镜
3D 成像模式观察液滴在超疏水阵列表面的后退接触角并进行力学计算；(d)
后退角测试值与理论计算值的比较

1.2.2 机械稳定性不足是限制超疏水表面广泛应用的首要原因
面向应用的超疏水表面不仅需要优异的液体排斥性能，还要兼具良好的稳定
性，包括耐磨、抗冲击等机械稳定性，化学及热耐久性等[80, 81]；其中，机械稳定性
当首先被考虑。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表面在运输、安装过程中存在潜在的摩擦磨损
风险，以及使用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沙砾（如沙尘暴）冲击，都是对表面耐磨性的考
验。长期以来，表面耐磨性都是设计超疏水材料面临的主要挑战[76, 82, 83]。然而，超
疏水表面所必备的粗糙度（尤其是纳米级结构）非常脆弱，极易受到外部摩擦而被
损坏。此外，磨损暴露本体材料，可能改变局部表面的化学性质，使表面从疏水变
为亲水（超疏水表面多为亲水性基质材料通过氟化等表面改性手段降低表面能），
导致水滴的钉扎(pinning)[76, 83]，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通常情况下，超疏水表面在机械磨损后失去其液体排斥性[83]

根据公式(1-4)的 Cassie-Baxter 方程，减小结构面积分数 fs，有利于提高表观接
触角和降低滚动角。因此，降低 fs 减少固-液接触面积是增强超疏水性的常用手段。
但 fs 降低后，在外部机械载荷下，必然使微/纳结构承受更高的局部压强而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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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遭到破坏[84]。这就意味着，超疏水的液体排斥性和机械耐久性往往不可兼
得，即提高一种性能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性能下降[85]。因此，表面的机械稳定性是阻
碍超疏水表面广泛应用的首要障碍。
应对这一挑战，研究人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至今仍未对超疏水表面的
机械稳定性产生实质性的提升。这些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1) 引入高分子粘结层增强超疏水纳米/微米材料与基底之间的结合力
Parkin 等[86]制备了一种全氟硅烷改性的二氧化钛纳米颗粒，分散于乙醇溶剂
中得到悬浮液涂料。通过喷涂、浸渍或粉刷等方式，涂抹至各种基底形成超疏水表
面。在喷涂过程中，增加商业胶粘剂作为底漆，将面漆（疏水二氧化钛纳米材料）
粘接在各种基材表面，以增强超疏水表面的机械稳定性；另外，Wang 等[87]通过环
氧树脂作为粘胶剂，通过溶胀-吸附，将附着有无机纳米粒子的聚氨酯高分子锚钉
在玻璃基底表面，实现超疏水，如图 1-12 所示。借助高分子粘胶剂增强超疏水表
面机械稳定性的研究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上也诞生了一些商用超疏水涂料，其中性
能较好的是美国 Ultra Tech 开发的 Ultra-Ever Dry 涂料。该涂料分为 Bottom 和 Top
coating 两部分，其中 Bottom coating 主要是起粘接作用的高分子胶粘剂，Top coating
则主要是疏水纳米材料。不过，为保证超疏水效果，胶粘剂不能完全覆盖或包裹纳
米材料，导致涂层表皮的纳米材料仍然易被磨损；再者，高分子材料本身也不具备
优良的机械强度[71]。

图 1-12 利用高分子粘结剂将超疏水纳米涂层固定在基底表面[87]。(a)扫描电子显微
镜(SEM)照片为树脂固定的超疏水涂层横截面；(b)涂层横截面的高分辨率
SEM 照片

(2) 通过牺牲上层自相似结构来抵抗磨损
这类方法主要是通过制备较厚的超疏水材料涂层，在遭受磨损牺牲掉外层结
构的同时，又将内层的相似结构（和外层一样的超疏水微纳米结构）暴露，达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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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超疏水性的目的[88, 89]。比较典型的是 2012 年发表在 Science 上的封面文章[90]，
该工作基于蜡烛灰为模板的二氧化硅树枝状纳米涂层，实现了非常优良的超疏水
乃至超疏油性能，同时还具有良好的透明度。尽管这种空心纳米氧化硅涂层机械性
能较差，但可以通过增加涂层厚度，以牺牲自相似结构的方式，获得一定程度上抗
胶带撕拉、抗沙粒冲击性能的提升。另外，Tiwari 等人[81]将氟聚物嫁接至环氧树脂
高分子链，并与全氟聚醚以及聚四氟乙烯纳米粒子共混，得到一种全有机材质的纳
米复合涂层，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自相似结构涂层。该表面展现出了一定的耐磨性，
但主要是以牺牲自相似结构为代价，超疏水性的保持严重依赖涂层厚度，如图 113 所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低表面能改性后的高分子涂层，与基底材料之间的
粘附力必然有所下降。此外，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加，透光等重要性能将大打折扣。
总之，牺牲自相似结构的方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图 1-13 厚度依赖型超疏水表面牺牲自相似结构保持超疏水性[81]。(a)Taber 磨耗试
验仪机械磨损示意图；(b)A 和涂层厚度的降低与不同载荷下随磨耗循环
次数的变化关系；(c)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照片展示的是涂层经磨损后的
表面形貌

(3) 随机引入离散的微观结构来承受外部磨损
近来有较多工作引入微/纳多级粗糙结构，在受外部磨损时，牺牲微结构对超
疏 水 的 贡 献 ， 保 留 纳 米 结 构 对 液 体 的 排 斥 [91] 。 一 些 研 究 人 员 通 过 光 刻
(photolithography)或离子束刻蚀(DRIE)制备出离散或随机分布的硅基纳米线/微柱
（锥）复合表面，相比纯纳米线表面，多级结构复合后使机械耐磨性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提升[81, 92, 93]，如图 1-14(a-g)。另外，如图 1-14(h-k)，基于化学腐蚀或电化学
沉积等方法制备出微结构，并将纳米材料涂敷到微结构表面，得到出微/纳复合表
面，也表现出一定的耐磨性[94, 95]。
然而，上述方案并没有使超疏水表面的机械稳定性实质性增强。主要存在以下
几个因素：(1)断裂性磨损使随机引入的微/纳复合结构的固-液接触面积陡增，暴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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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量的亲水位点，导致液滴钉扎，如图 1-14(a-d)；(2)未针对微结构本身的机械
稳定性进行力学优化设计，引入的微结构本身就缺乏较强的机械强度，如图 1-14(eg)；(3)随机引入的离散微结构，无法很好的抵抗外部物体的入侵，使表面的纳米级
结构无法得到全方位的保护，如图 1-14(h-k)。

图 1-14 随机引入离散的微结构来抵抗外部磨损。(a)简单的微/纳米复合结构表
面，随基引入微尖锥对纳米结构保护有限[92]；(b)微/纳米复合结构表面，
其中微结构不具备稳定的机械性能[93]；(c)微结构经磨损后固-液接触分数
的变化较大[95]

1.2.3 难以耐受实际应用环境中的多重考验
(1) 抗液体穿刺(liquid impalement)
除首当其冲的机械稳定性外，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还也应着重考虑超疏水表
面的抗液体穿刺性能（抗水压性能）。涉及超疏水表面的潜在应用，多数都是室外
场景，这种情况下就无法避免高速水滴（流）冲击。如表面遭遇暴雨冲刷，其雨滴
速度可达 9 m s-1；而作为自清洁车窗玻璃在雨天高速行驶、作为防冰（霜）风力发
电机叶片涂层高速运转等情况下，都会遭遇更高速度的水滴（流）冲击。在水滴或
射流撞击 表面时，液体弯月面对表面结构的穿刺主要受到水锤压力 (hamm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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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的瞬态峰值的影响，而柔性基底可有效降低这一峰值[81]。需要强调的是，
抗高速水滴（流）冲击往往也是建立在优异机械稳定性基础之上，否则，强烈的流
体冲击也会损坏表面的微/纳米粗糙度。
另外，由于表面的结构形貌特征等因素导致表面抗液体穿刺能力不足，也无法
承受较高的水压。强烈的水压将促使 Cassie-Baxter 态向 Wenzel 态转变，导致超疏
水性丢失。因此，研究人员通过超疏水表面的结构设计与调控，促进液滴泼溅、减
少液滴撞击接触时间[96, 97]，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表面的抗穿刺能力。除了宏观的水
滴（流）冲击，超疏水表面的微观失效过程也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如液滴蒸发导
致尺寸减小，压力随之增加，迫使液滴慢慢刺穿结构。一旦气-液界面接触到基板，
几毫秒内即可完成对结构的润湿，形成 Wenzel 态[98]，如图 1-15 所示。

图 1-15 随着拉普拉斯(Laplace)压力增加，Cassie-Baxter 态向 Wenzel 态转变[98]。
(a)液滴悬浮在微结构表面形成 Cassie-Baxter 态；(b)悬浮液滴崩塌后
Cassie-Baxter 态转变为 Wenzel 态，结构被液滴充满；(c) 气液界面（气垫
高度剖面）衍变图谱，曲线为通过水滴中心沿对角线测量；(d)在蒸发过程
中，图(c)中位置 1(实心圆点)和 2(空心圆点)柱子的侧壁接触线的高度变
化；(e)在蒸发过程中，图(c)中位置 1(实心圆点)和 2(空心圆点)的微观接触
角的变化；(f)在蒸发过程中，在图(c)中位置 1(实心圆点)的 Laplace 压强随
时间的变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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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学及热稳定性
超疏水表面实现应用，无法回避其化学稳定性。特别是室外环境，由于酸雨侵
蚀等，日积月累，将导致表面低化学能涂层的降解；而在海洋环境中抗生物粘附及
防腐蚀应用方面，对化学稳定性的要求相对更高。抵抗化学腐蚀主要依赖超疏水表
面与液滴之间固-液接触部分的化学稳定性。全有机材料对提高化学稳定性极为有
利，同时也存在较大限制。如有机超疏水材料往往只能作为涂层涂敷至基底表面，
而涂层与基底之间的粘接界面难以抵挡化学侵蚀，容易使涂层整体脱落。此外，抗
化学腐蚀，还得要求表面零缺陷，因为一旦某处被浸润，将导致整个表面被侵蚀。
长期暴露在室外的超疏水表面，需要较好的热稳定性。在大部分地区，太阳暴
晒可使基板温度长时间超过 50 °C。周而复始，表面的低表面能物质，如含氟单分
子层降解，导致超疏水失效。麻省理工学院 Varanasi 教授[99]报道了一种全无机稀
土陶瓷疏水材料，结构化之后可实现超疏水性，即使暴露在高温环境中，退火后也
能保持疏水性，如图 1-16。但是这种稀土陶瓷不易获得、成本高昂，且应用场景有
限，难以广泛应用。

图 1-16 具有较好热稳定性的稀土陶瓷疏水表面[99]。(a)氟化改性的硅基底（上）和
稀土陶瓷基底（下）表面的静态接触角；(b)1000 °C 加热 2 h 后，氟化改
性的硅基底（上）和稀土陶瓷基底（下）表面的静态接触角，可以看出，
氟化改性表面经历高温加热后，氟分子分解，表面失去疏水性

(3) 冷凝失效
气-液相转变冷凝和雾滴凝结都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在超疏水表面的应用中，
空气中的水气经常会在表面发生冷凝，而冷凝一旦发生在结构中，将会对超疏水的
Cassie-Baxter 态造成不良影响。超疏水表面的粗糙度导致热阻比基底更高，水气将
16

第一章 绪论

优先在粗糙度结构底部，也就是从基底表面开始冷凝。若超疏水表面设计不当，特
别是结构尺寸在微米尺度时，冷凝液滴或在涂层底部合并长大，最终连接成片，浸
润整个表面，导致表面丢失超疏水性。若为超疏水涂层，随着底部冷凝液滴不断增
大，强大的液滴压力或将涂层撑破，导致涂层脱落。若表面无法抵抗持续冷凝引起
的超疏水失效问题，那么超疏水表面在传热传质领域的应用也将成为空谈 [60, 100]。
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有望解决超疏水表面的冷凝失效问题。法国科学家 Quéré
等模仿自然系统中蚊子的眼睛和蝉的翅膀的防雾机制，调控表面结构特征尺寸和
形状，设计出纳米尖锥阵列表面[25]，如图 1-17 所示。该表面不仅可以防止冷凝引
起的失效，还能促进冷凝液滴脱离。研究总结得出，尽管暴露在雾汽中会严重影响
疏水表面的防水性能，但可将结构缩小至纳米尺寸来减小这种效应带来的破坏。

图 1-17 仿生纳米锥阵列具有优良防雾性能[25]。(a)纳米尖锥阵列的 SEM 照片；(b)
纳米锥表面的防雾机制示意图

1.3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前文已详细论述，尽管超疏水表面展现出了多学科领域的潜在应用前景，但在
真正进入应用的过程中又暴露出了许多不足，包括机械稳定性差、化学及热稳定性
不足、难以抵抗冷凝失效和高速水流冲击等。许多科研工作者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
大量探索，但收效甚微，并未实质性推动超疏水表面走向日常生活。
因此，本论文将主要专注于解决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不足这一首要难题，同
时对其他性能进行优化。由于超疏水表面的液体排斥性和机械稳定性不可兼得，提
高一种性能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性能下降。基于此，不同于传统增强超疏水表面机械
稳定性的思路，本文通过去耦合机制，将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拆分至两种不同尺
度的结构，提出设计微结构作为装甲，保护超疏水纳米材料免遭摩擦磨损的构筑方
案。微结构将全面承受来自外部的机械磨损，而被装甲结构保护的纳米材料则承担
排斥液体的功能。所设计的具有超强机械稳定性的微结构装甲是解决超疏水表面
机械稳定性的关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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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1)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设计与制备。通过仿生设计和有限元建模探究结构的
几何形状、侧壁角度对机械稳定性的影响，并基于浸润性理论计算得出结构侧壁角
度与超疏水性之间的关系，实现超疏水性与机械稳定性之间的平衡。基于最优化设
计的微结构装甲，再与纳米结构复合构筑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根据所设计的微结
构特点，通过光刻、微铣削、冷/热压印等传统微纳米加工技术，在硅片、玻璃、金
属、陶瓷、高分子等材料表面制备出倒三棱锥、倒四棱锥、倒六棱锥微腔阵列组成
的微结构装甲表面，并在微腔中填充超疏水纳米材料，成功的制备出可承受不锈钢
刀片刮擦、砂纸打磨等严苛测试的疏水表面。
(2)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浸润性原理研究。利用共聚焦显微镜实时成像技术，
原位观察经过机械磨损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三相接触线状态，探究磨损后装甲
化表面的浸润稳定性（Cassie-Baxter 的稳定性）；系统探究表面的静态接触角和滚
动角，建立了装甲化表面的浸润性理论模型。此外，利用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
(SDAM)通过可视化云图分析表面磨损前后的粘附力变化。最后，通过高速相机观
察分析射流冲击或液滴撞击该表面（磨损前后）的动态行为及能量耗散过程，评估
摩擦磨损对超疏水表面动态浸润性的影响。
(3)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面向应用的综合性能评价。模拟室外应用可能面临的场
景，评价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综合性能；首当其冲的是机械稳定性，然后考察热稳
定性及化学稳定性；并评估该复合表面对在日常应用中可能遇到的冷凝破坏、高速
水流冲击等苛刻条件的抵抗能力。
(4) 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自清洁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探究。将微结构表面
制作于玻璃等透明基底，在提高机械稳定性的同时，保持极高的光学透过率。这种
具有较好的机械稳定性，又能抗冷凝破坏、抗高速水流冲击的高透光率超疏水表面
应用于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盖板，将长期维持太阳能电池表面的高透光率，保持高发
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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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仿生荷叶的超疏水表面由于其独特的固-液界面性质，在表面自清洁、生物防
污、防结冰、流体减阻和冷凝传热等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近几十年内得
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101-104]。在实际应用环境中，超疏水表面在运输、安装以
及使用过程中都存在较大的摩擦磨损风险。然而，传统超疏水表面并不具备实际应
用所要求的机械强度和耐久性[76, 82, 83]。究其本质原因可以发现：(1)超疏水表面所
必备的表面粗糙度（特别是纳米结构）难以承受较高的压强而极易被破坏，从而丢
失液滴与表面之间的空气层；(2)磨损会暴露本体材料，可能改变局部表面的化学
性质使之变为亲水位点（超疏水表面多为亲水性基质材料通过氟化等表面改性手
段降低表面能），从而增加表面的固-液粘附，甚至导致液体钉扎(pinning)，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摩擦磨损导致液滴钉扎[76]。(a)基底为亲水性材料时，通常经接枝含氟等低
表面能分子进行表面疏水化处理从而实现超疏水，若外部磨损破坏疏水层
后将暴露基底亲水材料；(b)基底为疏水性材料时，外部磨损将导致固-液接
触面积增加；(c)亲水位点的引入和固-液接触的增加，都可能导致液滴粘附

通常，减少固-液接触面积是增强超疏水表面疏液性能的常用手段[78, 105-108]。根
据式(1-4)的 Cassie-Baxter 方程，减小固-液接触面积分数 f，有利于提高表观接触角

*和降低滚动角roll-off。但由于 f 的降低，在相同的外部载荷下，必然使微/纳结构
承受更高的局部压强，从而更易磨损[[84, 85]。这就意味着，超疏水的液体排斥性和
机械稳定性往往无法同时获得提高，即提高一种性能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性能下降。
因此，如何保证在拥有良好超疏水性能的同时，又能实现较强的机械稳定性，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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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超疏水材料面对实际应用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已经成为阻碍超疏水表面广泛
应用的最大障碍[81, 83]。
不同于传统增强机械稳定性的方法，本文创造性地将表面的超疏水性和机械
稳定性拆分到两种不同尺度的结构，并提出微结构装甲的概念，以保护超疏水纳米
材料免遭摩擦磨损。该思路主要利用微结构全面承受来自外部的机械摩擦，而被保
护的纳米材料则承担排斥液滴的功能。可见，设计具有超强机械稳定性的微结构装
甲是解决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的核心问题。

2.2 材料、试剂、仪器
实验材料
二氧化硅硅片 Si (100)，
厚度约 500 m，氧化层厚度约 300 nm，光刻胶为 S1813，
显影液为 25%的四甲基氢氧化铵(TMAH)水溶液，均采购于苏州研材微纳科技有限
公司；商业化陶瓷预制料“特白泥”（高岭土，95% Al2O3·2SiO2·2H2O）采购于阿里
巴巴百陶会陶艺商城；高纯度金属（包括锌，铜，铁，铝及其铝合金）采购于阿里
巴巴科研实验金属网店；玻璃预制件采购于日本 Sumita Optical Glass 公司；Sylgard
184 聚二甲基硅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及其交联剂采购至道康宁；UltraEver Dry 涂料采购于美国 Ultra Tech。浓硫酸，35%过氧化氢、丙酮等危化品由学
校统一采购。必要时，硅片及玻璃基底可采用 Piranha solution (H2SO4:35% H2O2 =
7:3 v/v) 80 °C 处理 8 h 后，再用超纯水清洗。
实验试剂
表 2-1 化学试剂
试剂名称

化学组成

试剂纯度

生产厂家

四甲氧基硅氧烷（TEOS）

C8H20O4Si

98%

Sigma Aldrich

氨水

H5NO

28%

TCI

浓硫酸

H2SO4

98%

科龙化工

过氧化氢

H2O2

35%

科龙化工

氢氟酸

HF

40%

Aladdin

曲拉通 X-100

/

/

Aladdin

氟化铵

NH4F

98%

Aladdin

全氟辛基三氯硅烷

C8H4Cl3F13Si

97%

Sigma Ald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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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测试仪器
表 2-2 实验设备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扫描电镜(SEM)

Phenom Pro X

Phenom

对准曝光机

BG-401A

中国电科第 45 研究所

等离子体清洗机

PDC-002

Harrick Plasma

匀胶机

WS-650-23

Laurell

视频光学接触角测量仪

OCA 50 AF

Dataphysics

超精密机床

Nanoform X

Precitech Corporation

精密玻璃成型系统(PGM)

自制

北京理工大学

多功能材料表面性能试验仪

MFT-4000

兰州华汇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2.3 微结构装甲的设计
2.3.1 连续微结构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和更高的机械强度

图 2-2 针对内部纳米材料，连续框架结构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如示意图(a)和(b)
所示，外部物体容易陷入离散的微柱，对纳米材料造成损伤；(c)和(d)为连续
微结构作为装甲的示意图，可以阻挡所有大于微结构单元尺寸的物体直接接
触或破坏框架内部的纳米材料

设计微结构装甲的出发点是对疏水纳米材料提供保护，避免遭受外界摩擦的
破坏。由此，我们设想利用一个结构连续的框架(interconnected frame)，来阻挡所有
21

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大于框架尺寸的物体直接接触或破坏微结构内部的纳米材料，这是装甲结构的设
计原则之一，如图 2-2。不同于随机引入离散结构的方法，这种相互连接的框架结
构作为一个强健整体，可对内部的纳米材料进行更全面的保护，不取决于摩擦磨损
方向。在这个设计理念中，框架微结构是一个连续相，仅提供抗摩擦磨损功能；而
被微结构相互隔离的纳米材料则贡献超疏水性能。另外，从机械稳定性角度而言，
连续结构拥有比随机或离散结构(discrete structure)更好的稳定性，这种认识来自于
跳虫皮肤表面的微结构[33]和蜂房结构[109]。

2.3.2 微结构应具有低的面积分数
微结构装甲的第二个设计原则是要求微结构的引入不对表面的超疏水性能造
成影响。我们分别从固-液粘附力和表观接触角两个角度去分析微结构的固-液接触
分数与表面浸润性表现之间的关系。首先，液滴在表面的横向粘附力是超疏水性
（是否容易发生滚动）优劣的直观反映，横向粘附力 FLA 有如下关系式[110]：

FLA

 f  lv (cos  r − cos a )

(2-1)

(2-1)式中 k 为无量纲因子，f 是固-液接触面积分数，lv 是液体在空气中的表面
张力，cosr，cosa 为液滴的表观前进角和后退角。容易看出 FLA 与 f 之间呈正比关
系，也就是说当液滴悬浮在微结构表面，且表面化学性质相同的情况下，具有较低
结构面积分数的表面，其固-液粘附力也更低。
另外，根据 Cassie-Baxter 模型[47]：
cos   = f (1 + cos  Y ) − 1

(2-2)

接下来探讨表观接触角*与固-液接触分数 f 和 Young’s 接触角Y 之间的关系。
在液滴稳定悬浮在微结构表面时，即液滴呈现 Cassie-Baxter 润湿态时，可通过(22)式绘制出以 Young’s 接触角Y 为系数的理论曲线图，如图 2-3。该理论曲线在不
同Y 时，其对应的表观接触角*均随面积分数的减小而快速增加，即超疏水性增
强。更有意思的是：设表面为疏水时，Y=120°（蓝色曲线）和表面被磨损变为亲
水时，Y=0°（红色曲线），所对应*之间的差值*，将呈现出随 f 减小而迅速降
低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保持结构面积分数较小时，Young’s 接触角，即材料表
面本身的化学性质对超疏水性能的影响越小。换言之，只要将微结构装甲保持较低
的固-液接触面积分数，即使装甲表面经摩擦磨损从疏水性转变为亲水性，微结构
装甲化表面的超疏水性能仍然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因此，设计出具备较低面积分数
(f < 10%)同时具备优良机械强度的微结构装甲，是装甲概念取得成功的关键。

22

第二章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设计及制备

图 2-3 在液滴稳定悬浮于粗糙度结构之上时，根据 Cassie-Baxter 方程，以 Young’s
接触角Y 为系数，可以绘制出表观接触角*与固-液接触面积分数 f 之间的
关系曲线。θY = 120°意指磨损前表面的本征接触角；θY = 0°意指磨损后表面
的本征接触角（这是一种假设的极端情况，一般情况下，摩擦磨损难以使接
触角转变至 0°）；Δθ*则表示磨损前后表观接触角的变化量

2.3.3 较大的角度保证优良的机械稳定性
微结构必须具有优良的机械稳定性才能对纳米材料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通
常，微观结构的力学稳定性由几何形状决定。为了优化装甲的机械强度，在保持结
构顶部接触面积恒定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调整了侧壁和基底之间的角度()，如图
2-4。从结构力学的角度来看，增加通常是增强建筑结构稳定性的一种有效方法，
如古埃及金字塔和重力坝。

图 2-4 保持顶部固-液接触面积一致的情况下，调节微结构的侧壁角度

为了验证这一原理，我们通过有限元(finite element, FE)建模分析不同侧壁角度
(分别为 85°, 90°, 100°, 120°, 140°, 165°)微结构的机械稳定性，对其在外部载荷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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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产生的应力分布(stress distributions)进行了计算。所有的微结构模型与载荷
加载探头具有相同的接触面积。简要地，利用 Pro/E Wildfire 5.0 软件设计了一系列
侧壁与衬底夹角不同的正方形框架三维结构。随后，利用 ANSYS Workbench 17.0
有限元建模软件对所建模型进行了精细的网格划分。在有限元建模过程中，微观结
构以 1 um 的单元尺寸进行网格划分，收敛分析后进行力学计算。计算过程中，分
别向微结构模型施加 0.05 N 的垂直载荷和 0.0055 N 的水平荷载，摩擦系数设定为
0.11。通常，材料在经过少量形变后会发生脆性破坏或断裂行为，否则会产生塑性
变形。硅、陶瓷和玻璃则是这类表现出脆性破坏行为的材料。这里，模拟对象材质
被认为是均匀、各向同性和脆性的。此时固定载荷会产生三维应力状态下的三种主
应力，对应数值分别用1, 2 和3 表示，其中1 为第一主应力(1st principal stress, S1),

2 为第二主应力(2nd principal stress, S2), 3 为第三主应力(3rd principal stress, S3), 且
1  2  3。FE 模拟结果如图 2-5 所示，可以看出，|1||3|，由此判断主要由第三
主应力(S3)引起结构的脆性破坏。因此，我们从有限元模型中提取第三主应力(S3)作
为不同角度微结构机械稳定性优劣的判断标准，即比较不同侧壁角度模型在相同
载荷作用下所产生的第三主应力的应力值(|3|, MPa)，|3|值越大越容易导致结构发
生断裂性损伤，强度越差。另外，仿真云图还可以看出模型的应力分布，辅助判断
结构机械稳定性优劣。图 2-5 及 2-6(a)黑色曲线所示，相同载荷条件下，第三主应
力值|3|随着侧壁角度的增大而明显降低，意味着微观结构的稳定性随的增大而
显著提高。因而在设计微结构装甲时，更大的侧壁角度会有更好的机械稳定性表现。
另外，在优化微结构侧壁角度时必须考虑浸润性影响。装甲保护的超疏水表面
在应用过程中，潜在的破坏性磨损可能引起微结构固-液接触面积发生改变，即固
-液粘附力发生变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表面浸润性。受半衰期概念的启发，我
们举例假设破坏性磨损使微观结构的高度(h)降低至二分之一，如图 2-6(b)所示。同
时，我们定义高度磨损一半前后微结构的固-液接触面积分数的变化量为f micro，可
通过下式计算：
micro
micro
f micro = f half
− f orig

(2-3)

micro
micro
(2-3)式中 f orig
为微结构磨损前的面积分数， f half
为微结构磨损后的面积分

数。由于结构侧壁角度的不同(为与有限元模拟相对应，这里也分别设定为 85°,
90°, 100°, 120°, 140°, 165°)，导致磨损后面积分数的变化量(f micro)也不相同。连续
框架结构的面积分数 f micro 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

f micro =

2wl + w2

(w + l)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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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不同侧壁角度的连续框架结构的有限元建模分析。(a-c)为第三主应力的应
力分布，图中 y 坐标轴方向代表水平载荷方向；侧壁角度分别为 85°, 90°,
100°, 120°, 140°和 165°，所有结构具有相同的结构面积分数，载荷条件相
同；顶部结构间距(w)为 0.65 µm，高度(h)为 3 µm

为与有限元建模的结构参数所对应，此处 w = 0.64 m, w+l = 25 m, h= 3 m，
可根据以上参数绘制出f micro 与侧壁角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曲线，如图 2-6(a)中的
蓝色曲线所示，随着角度的增加，f micro 呈非线性的加速上升趋势。这就意味着，
尽管增大侧壁角度有利于机械强度的增加，同时也会导致磨损后微结构表面的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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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性能得不到保证。因此，在保证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均得到优化的情况下，需
平衡得出一个理想的侧壁角度范围( ~ 1205°)，如图 2-6(a)所示，这就是在设计微
结构装甲时所要遵循的第三个原则。

图 2-6 结构角度对机械稳定性和超浸润性的影响。(a)微结构侧壁角度与机械强度
（黑色曲线）
、固-液接触面积分数变化量（蓝色曲线）之间的关系；(b)示
意图表示：微结构表面遭遇断裂性磨损后，高度减少至一半时，结构顶部
的固-液接触面积将发生改变

2.3.4 基于三原则设计微结构装甲
根据前文分析得出的三个基本设计原则，我们用倒四棱锥（倒金字塔）微腔组
成阵列来构建装甲框架，如图 2-7。图中结构脊的宽度，即两个相邻微腔之间的间
距为 w，微腔的边长为 l，深度为 h。该倒四棱锥微结构表面的结构面积分数 f micro
可以根据公式(2-4)进行调节。

图 2-7 由倒四棱锥微腔阵列构成的装甲表面。w, l 和 h 分别为相邻两个微腔结构之
间的间距、边长和深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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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部分
2.4.1 基于光刻和湿法刻蚀制备微结构装甲
硅基倒四棱锥微结构利用传统光刻及湿法刻蚀技术制备[111]。图 2-8 给出了微
结构的制造流程，其具体工艺细节描述如下：SiO2/Si 硅片-等离子体处理(100 w, 30
min)-烤片(260 °C, 30 min)-旋涂光刻胶(3500 rpm)-前烘(110 °C, 1 min)-曝光(8000 w
cm-2, 6 s)-显影(2.78% TMAH, 24 s)-后烘(100 °C, 3 min)-刻蚀二氧化硅(BOE, bufferoxide-etch, 40% NH4F: 40% HF = 6:1，刻蚀速度 2 nm s-1, 3 min)-去胶（丙酮中煮沸）
-湿法刻蚀硅（75 °C, 25% TMAH）-去除抗刻蚀层二氧化硅(BOE, 3min)。

图 2-8 硅基倒四棱锥微结构的制备流程。在该实验中，TMAH 既作为显影剂(质量
分数为 2.78%)又作为硅的刻蚀剂(质量分数为 25%)；硅在 TMAH 溶液中为
各向异性刻蚀，刻蚀时间越长，结构间距 w 越小，固-液接触面积分数越小

由于 Si(100)与 Si(111)晶面之间的夹角约为 55°[111]，通过湿法蚀刻在硅衬底上
制备出的倒四棱锥微结构侧壁角度 ~ 125°，正好处在设计所要求微结构角度的理
想范围内，如图 2-9。由于所使用的光刻胶 S1813 为正性光刻胶，因此光掩模需设
计与微结构框架相似的网格状图案，通过掩膜板设计可控制单个倒金字塔的结构
参数，本文设计了 6 种不同尺度的微结构装甲，w+l 分别为 10、25、60、120、240、
480 m。在 w+l 确定的情况下，w 的宽度可根据硅的湿法刻蚀时间调节，即 f micro
可控，如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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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硅基倒四棱锥微结构的 SEM 照片。w 为相邻孔之间的距离，l 为微腔的边
长，w+l = 25 m

图 2-10 不同尺度、不同固-液接触分数的硅基倒四棱锥微结构的 SEM 照。(a-c)
w+l = 7 µm; (d-f) w+l = 25 µm; (g-i) w+l = 60 µm；(a), (d)和(g)的 f micro ~
8%；(b), (e)和(h)的 f micro ~ 5%；(c), (f)和(i)的 f micro ~ 3%

2.4.2 微结构装甲的力学性能测试
为验证微结构的机械稳定性，我们在硅基底表面加工了与倒四棱锥侧壁角度
相同的金字塔状结构，如图 2-11(a-b)。此结构为离散非连续结构，可验证连续结构
的机械稳定性是否更优。同时，我们在硅基底表面加工侧壁角度为 90°的圆柱状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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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如图 2-11(c-d)。此结构也为离散非连续结构，可与金字塔结构对比验证更大
的侧壁角度是否能提供更好的机械稳定性表现。上述两种微结构在尺度上与倒四
棱锥装甲结构接近，面积分数 f micro 也基本一致。金字塔状结构也利用光刻等微纳
米加工技术制备，具体流程大致与倒金字塔状装甲相同。其区别在于掩膜板的设计，
以及硅的湿法刻蚀过程中需要在 25%的 TMAH 溶液中加入表面活性剂[112-114]，如
加入占整个溶液体积 0.1%的曲拉通 X-100。硅基柱状微结构的制造步骤如下：先
通过传统光刻工艺在硅基底表面制备出所需图案，并以图案化光刻胶为干法刻蚀
的掩膜，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ICP)深反应离子刻蚀(DRIE)制备出柱状微结构。
刻蚀系统为 STS HRM ICP, 450 sccm 的 SF6 和 190 sccm 的 C4F8 刻蚀 8min, 功率为
2300 W。刻蚀完毕后，经丙酮沸腾去除光刻胶。最后将硅基柱状微结构表面在 90 °C
下用 piranha 溶液（浓缩 H2SO4: 35% H2O2 = 7:3 v/v）清洗 8 小时。

图 2-11 硅基金字塔、柱状微结构阵列的 SEM 照片。(a-b)金字塔状微结构表面不
同放大倍数的 SEM 照片，结构高度为 40 µm，f micro 为 3%；(c-d)柱状微结
构表面不同放大倍数的 SEM 照片，结构高度为 32.5 µm，f micro 为 3%

采用微米压痕技术来考察具有相面积分数(f micro ~ 3%)微结构表面的力学性能。
使用多功能材料表面试验仪的弹性模量模式，压头按一定的载荷加载速率压入材
料表面，同时记录压头发生的位移，根据力-位移曲线对比不同硅基微结构的机械
强度（抗破坏能力）。采用直径为 8 mm 的钨钢球作为压头，以 10 N min-1 的恒定
加载速率加压，载荷最终达到 2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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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制备
微结构装甲与纳米尺度的超疏水材料有效整合后，即可得到装甲化超疏水表
面。一般情况下，可通过在装甲结构中原位沉积纳米材料，再通过低表面能处理实
现超疏水性能；也可通过间接填充法，将传统超疏水涂料通过喷涂、旋涂等方法填
充至装甲微结构中。
原位沉积纳米二氧化硅
以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nanosilica)结构（后文简写为纳米二氧化硅）
具有良好的树枝状分形结构(fractal structure)，并具有极低的固-液接触面积分数，
氟化后表现出极好的疏水性能，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超疏水模型材料。这里，我们通
过原位沉积的方法将纳米二氧化硅与微结构装甲复合，主要步骤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原位沉积法填充纳米材料示意图，以蜡烛灰的碳颗粒为模版，再通过化学
气相沉积在碳颗粒表面生长二氧化硅，煅烧除去碳颗粒后，得到空心纳米
二氧化硅聚集体

其具体过程参考 Deng[90]的方法，简要描述如下：直接将装甲表面放在蜡烛火
焰内外之间来回匀速晃动，由于燃烧不充分，纳米碳颗粒聚集并沉积到微结构表面。
随后，将沉积有蜡烛灰涂层的表面与两个各装有约 2 ml 四乙氧基硅烷(TEOS)和氨
水的玻璃容器一起放置于真空干燥器中。抽真空至压力约为 2 kPa 时关闭阀门，室
温保持 24 小时。该过程即为二氧化硅在碳颗粒表面的气相沉积过程。随后，将样
品置于马弗炉中加热至 600 ℃煅烧 2 小时，除掉碳颗粒，得到空心纳米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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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的微结构表面。由于蜡烛灰在沉积时并无选择性，厚度也不易控制，沉积到微
结构表面的碳纳米颗粒厚度可能超出倒四棱锥微腔，而超出部分的纳米材料也无
法得到装甲结构的保护。因此，可用锋利的不锈钢刀片，除掉多余的纳米二氧化硅，
如图 2-12 和 2-13。最后，将复合表面与装有 200 l 全氟辛基三氯硅烷的玻璃容器
一起放置于真空干燥器中，并在真空中保持 2 小时(~ 2 kPa)。通过该气相沉积法氟
化后，复合表面即可表现出较好的超疏水性能。由于该二氧化硅为空心壳体结构，
且尺度小于 100 nm，因此涂层具有良好的光透过率，这为制造高透光率的玻璃装
甲化超疏水表面创造了条件。

图 2-13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 SEM 照片。通过原位沉积法将二氧化硅纳米材料填
充至硅基微结构，(a-c)具有相同固-液接触分数(f micro ~ 5%)，不同尺度
(w+l)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w+l 分别为 7 µm (a), 25 µm (b)和 60 µm (c)；
(d-f)相同尺度(w+l = 25 µm)，不同面积分数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f micro 分
别~ 3% (d)，~ 5% (e)，~ 8% (f)

喷涂填充纳米材料
为实现纳米材料与装甲表面复合，可以先将制备好的普通超疏水纳米材料，如
氟化后纳米二氧化硅、氧化锌、氧化铜等，通过喷枪喷涂至微结构内部。但该方法
使得纳米材料与基底的结合力较弱，较强的抖动可能会使纳米材料脱离微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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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此，可以引入粘接剂将纳米材料固定在微腔内部，被装甲充分保护。商业化
超疏水涂料 Ultra-Ever Dry 是比较理想的选择，我们通过喷枪将涂料(bottom coating
和 top coating)填充至微结构内部。为突出装甲的保护提升了表面的耐磨性能，后
续我们将 Ultra-Ever Dry 涂料喷涂在硅片表面并与装甲化表面进行耐磨性比较。

2.4.4 在普适性基底表面制备装甲化超疏水表面
为促进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广泛应用，我们尝试在不同类型基材表面制作微
结构装甲，包括金属、陶瓷、玻璃等无机材料，以及 PDMS、光敏树脂等柔性高分
子材料，如图 2-14。除了使用光刻、微铣削等微细加工技术直接制造微结构装甲，
还可以先制作模具，再通过冷/热压技术(embossing technology)将模具表面的微结构
转移至基底。该技术适合大面积制备微结构表面，为降低成本创造了条件。本文主
要介绍基于冷/热压技术，在陶瓷、金属、玻璃表面制造装甲的具体步骤。

图 2-14 (a-c)分别为陶瓷、铝合金和玻璃微结构装甲，插图为对应基底表面装甲结
构的 SEM 照片，插图标尺均为 50 m

陶瓷微结构装甲
陶瓷微结构表面制备过程如图 2-15 所示。首先制备 PDMS 模具，将聚二甲基
硅氧烷(PDMS)及交联剂(w:w = 9:1)倒入硅基装甲的微结构中，在 85℃下保温 4h 后
将固化后的 PDMS 从硅基底表面上剥离，得到具有与装甲微结构相反的正四棱锥
阵 列 表 面 。 以 该 PDMS 表 面 为 模 具 ， 将 陶 瓷 的 前 驱 体 ( 高 岭 土 ， 95%
Al2O3·2SiO2·2H2O)膏状物压制到 PDMS 模具表面。室温条件下脱水 24 小时后，撕
下 PDMS 后将陶瓷装甲预制品放入马弗炉，在 1250°C 高温中烧结 2 h，即可得到
陶瓷装甲。图 2-16(a-b)展示了陶瓷装甲的扫描电镜图片及能谱分析。为实现陶瓷基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我们可以在陶瓷微结构中填充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
或喷涂 Ultra-Ever Dry 涂料，如图 2-16(c)。从工程应用角度看，这种装甲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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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制造曲面陶瓷超疏水表面，如图 2-16(c)，还可通过卷对板(roll-to-plate)压
印技术进行扩展，制造大面积陶瓷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如图 2-16(d)。

图 2-15 陶瓷装甲结构制备示意图。通过硅基装甲结构转移至 PDMS，再以 PDMS
为模具，将装甲结构复制倒陶瓷基底表面；陶瓷预制物为已配制好的商品
化膏状陶泥

图 2-16 (a-b)陶瓷装甲结构的 SEM 照片和 EDS 分析；(c)具有曲面形状的陶瓷装甲
化超疏水表面（填充材料为纳米二氧化硅），经摩擦磨损后仍展现出较好的
超疏水性能；(d)基于卷对板压印技术(roll-to-plate printing)大面积制造陶瓷
微结构装甲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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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微结构装甲
金属（尤其是铝合金）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工程材料之一。由于硅的
硬度大于多数常用金属，因此，可用硅基正金字塔阵列表面为模具，通过冷压工艺
在金属衬底表面制造倒四棱锥结构，如图 2-17 所示。
首先把金属基板放置于硅模具上方，然后用 50 吨级的液压机将金属基底与模
具压制在一起，分离后得到金属基倒四棱锥装甲表面，如图(2-17)。使用该方法，
可以将装甲结构印制到各种金属上，如铁、镍、铜、锌、铝合金等。此外，还可以
将铝合金微结构进行表面阳极氧化，引入具有优良耐磨性的氧化铝层，进一步提高
装甲结构的强度和耐磨性。为实现金属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我们可以在金属微结
构中填充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材料(碳颗粒可以采用氧等离子去除)，或喷
涂 Ultra-Ever Dry 涂料。

图 2-17 (a)通过冷压印制造金属微结构装甲的工艺方案，硅金字塔阵列模具通过光
刻及湿法刻蚀制备，同本章 2.4.2 对比实验中所用金字塔状微结构的制备方
法；(b-d)金属基装甲结构的扫描电镜照片，铜(b)、铁(c)和阳极氧化铝(d)

玻璃微结构装甲
玻璃表面图案化是比较成熟的工业技术，如商业化印花玻璃，但把图案的精度
控制在微米级却并非易事[115]。由于玻璃易碎，需要加热软化后再进行压制。这就
要求模具能承受玻璃软化温度以上的高温，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使其在压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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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易变形。另外，模具表面不能与玻璃发生粘接，便于压制后脱模。因此，选
用镀有镍-磷合金的不锈钢基底，通过超精密机床 Nanoform X (Precitech Corporation,
USA)的微铣削技术在镍-磷合金表面加工出正四棱锥微结构阵列，如图 2-18(a)。首
先，锋利的金刚石刀具在保持切削深度不变的情况下，沿水平方向给进，在模具表
面加工出一条微槽，并将刀具沿垂直于切削的方向周期性地平移，得到相互平行的
微槽阵列。随后，将模具水平旋转 90°，重复上述开槽操作。通过该微铣削方法即
可在镍-磷合金表面上制作出正金字塔阵列，侧壁角度由金刚石铣刀控制。
通过热压-保温释压技术进行精密玻璃成型(Precision glass molding, PGM)[115]，
如图 2-18(b)。将预制件放置在具有金字塔阵列的金属模具上方，加热至玻璃软化
温度(343 °C)。在此过程中通入氮气防止模具在高温下氧化。随后，对玻璃预制件
施加 0.3 MPa 的压力将模具的微结构转印到玻璃表面。最后，保持温度并逐渐释
放压力，将成型的玻璃片冷却至室温后脱模。上述模具加工及精密玻璃成型过程在
北京理工大学完成。图 2-18(c-d)为玻璃微结构的 SEM 照片和能谱分析。为实现金
属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我们可以在金属微结构中填充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
化硅材料(碳颗粒可以采用氧等离子去除)，或喷涂 Ultra-Ever Dry 涂料，如图 2-18(e)。

图 2-18 (a)模具的微铣削加工示意图，通过超精密机床在镍-磷合金表面制备金字塔
结构阵列；(b)精密热压成型技术制造玻璃微结构装甲的示意图；(c-d)玻璃
装甲结构的 SEM 照片和 EDS 分析；(e)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 SEM 照
片，填充材料为以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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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结果与讨论
2.5.1 微结构装甲具有优良的机械稳定性
微结构装甲表面的力学性能测试结果如图 2-19 所示，三种结构对应的力-位移
曲线均出现一些断点(break-point)，这是由于随着载荷增大，使表面微结构发生明
显的断裂性损坏而引起的位移突变。图 2-20 的扫描电镜照片分别对应三条曲线中
的第一个明显断点处(i、ii、iii)的微观结构断裂情况。结合曲线及扫描电镜照片可
以看出，倒四棱锥结构可以抵抗最高的载荷，并只发生了最轻微的断裂性损伤。这
表明，增大结构角度可以有效提高机械稳定性；在此基础上，结构连续可进一步强
化稳定性，有效缩小损伤创面。测试结果可对比得出：首先，增大侧壁角度可显著
提高机械稳定性，如金字塔结构稳定性优于微柱子结构；其次，连续结构比离散结
构更稳定，如倒四棱锥阵列表面的力学性能优于金字塔结构表面。

图 2-19 微结构表面的力学性能测试，红色、蓝色、绿色曲线分别代表硅基倒四棱
锥、金字塔、柱状微结构的微米压痕力-位移曲线，i、ii 和 iii 三个曲线断
点分别对应图 2-20 中的(c)、(d)和(b)

由于弹性模量模式只能在垂直方向加载载荷，对微结构表面的稳定性考察还
不够全面。因此，我们通过有限元建模，模拟压头在施加垂直压力的同时再给予水
平横向载荷的情况下，探究倒四棱锥、金字塔和柱状微结构表面的应力分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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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结构模型与载荷加载探头具有相同的接触面积。简要地，利用 Pro/E Wildfire
5.0 软件设计了三种不同形状的三维结构表面，包括倒四棱锥、金字塔和柱状微结
构，其中倒四棱锥、金字塔微结构的侧壁角度均为侧壁角度为 125，柱状结构的
侧壁角度为 90。随后，利用 ANSYS Workbench 17.0 有限元建模软件对所建模型
进行了精细的网格划分。在有限元建模过程中，微观结构先经过精细网格划分后再
进行力学计算。计算过程中，分别向微结构模型施加 5 N 的垂直载荷和 0.55 N 的
水平荷载，摩擦系数设定为 0.11。结果如图 2-21 所示，倒四棱锥结构很好地分散
了载荷产生的应力，其第三主应力峰值|3|最小，在相同材质的情况下，可承受更
强的临界压强。而非连续、侧壁角度为 90°的柱状结构则产生了严重的应力集中，
机械稳定性极差。模拟结果与压痕测试结果相吻合，很好地验证了微结构装甲的设
计——即具有连续且大侧壁角度的倒四棱锥设计的合理性。

图 2-20 硅基倒四棱锥、金字塔、柱状微结构微米压痕测试后的 SEM 照片。(a-b)
为倒四棱锥微结构在图 2-19 红色曲线的第一个断点(iii)出现时所对应的损
坏情况；(c)和(d)分别为金字塔、柱状微结构在图 2-19 蓝色和绿色曲线的
第一个断点(i 和 ii)出现时所对应的损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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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不同微结构表面的有限元建模分析。(a)，(b)和(c)分别为倒四棱锥、金字
塔和柱状微结构表面的第三主应力的应力分布图，图中 y 坐标轴代表水平
载荷方向，其中倒四棱锥和金字塔状结构的侧壁角度为 125°，柱状结构的
侧壁角度为 90°；所有结构具有相同的面积分数，载荷条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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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倒三棱锥和倒六棱锥微结构装甲
为展示结构连续且具有大的侧壁角度(1205°)，是一个通用的能实现超疏水表
面机械稳定性显著提升的装甲设计准则，除了经过验证的倒四棱锥微结构外，我们
还设计了倒三棱锥和倒六棱锥微结构装甲。与倒四棱锥表面相似，倒三棱锥和倒六
棱锥微腔阵列也构成了一个相互连接的结构框架(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相互连接倒三锥(a)和倒六棱锥(b)框架结构示意图，a 为结构边长，b 为相
邻两个结构单元之间的间距，为侧壁角度

因本章 2.5.1 中有限元建模分析结果与微米压痕测试结果较为吻合，具有较好
的参考价值，因此，此处我们主要通过有限元建模计算来比较倒三棱锥、倒四棱锥
和倒六棱锥三种微结构表面的机械稳定性。所有的微结构模型与载荷加载探头具
有相同的接触面积。简要地，利用 Pro/E Wildfire 5.0 软件设计了一系列侧壁与衬底
夹角不同的正方形框架三维结构。随后，利用 ANSYS Workbench 17.0 有限元建模
软件对所建模型进行精细的网格划分。在有限元建模过程中，微观结构先经过精细
网格划分后再进行力学计算。计算过程中，分别向微结构模型施加 5 N 的垂直载荷
和 0.55 N 的水平荷载，摩擦系数设定为 0.11。
结果如图 2-23 所示，连续的倒三棱锥和倒六棱锥微结构表面都很好的分散了
载荷产生的应力，相较于倒四棱锥结构，第三主应力值|3|都非常相近，表现出相
似的机械性能。同样基于光刻、压印等常用微纳米加工技术，我们在硅、金属（铝
合金、铜、镍等）和陶瓷基底表面成功地制备了倒三角锥和倒六角锥体微结构(如
图 2-24)，其制备方法同本章 2.3.2 和 2.3.5。选择倒四棱锥微结构作为展示装甲概
念和研究浸润性原理的模型结构，是因为倒四棱锥结构更易调控结构参数从而控
制固-液接触分数。此外，倒四棱锥微观结构制备相对简便和可控，以及更低的成
本有利于规模化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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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倒三棱锥和倒六棱锥微结构表面的有限元建模。(a)和(b)分别为倒三棱锥和
倒六棱锥微结构的第三主应力的应力分布，所有结构具有相同的载荷接触
面积(f = 5%)且载荷条件相同，y 轴表示水平载荷的方向

图 2-24 硅(a)及铝合金(b)基底表面的倒三棱锥微结构的 SEM 照片；硅(c)、陶瓷(d)，
铝合金(e)、镍(f)基底表面的倒立六棱锥微结构的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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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结
本章基于拆分超疏水表面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的思路，用微结构作为保护
纳米粗糙度的装甲，以提高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结合浸润性理论及机械力学原
理，分析得出连续结构、低结构面积分数、大侧壁角度(120  5°)三个结构设计原
则，最终设计出倒四棱锥微结构装甲表面。
利用光刻、冷/热压等微细加工技术在硅片、陶瓷、金属、玻璃基底表面成功
的制备出了倒四棱锥微结构装甲，并在微结构中填充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
硅材料或喷涂 Ultra-Ever Dry 涂料，构建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微结构装甲基底的
选用具有普适性，且加工制备技术成熟，可通过卷对板印刷技术大面积制造，为低
成本应用奠定了基础。另外，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保持了较高的透光率，为该表
面应用于自清洁车用自玻璃、太阳能电池盖板、建筑玻璃幕墙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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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浸润性原理研究
3.1 引言
材料表面润湿性一般通过测量接触角(contact angle, CA)来表征[116, 117]。接触角
是液体、空气和固体接触点的气-液界面与气-固界面之间的夹角，它的值一直被认
为是衡量材料表面浸润性的一种黄金标准 [96]，适用于从超亲水(* = 0°)到超疏水
(* = 150°~180°)整个浸润性范围的测量。根据液滴形状直接计算接触角大小的座
滴测角法(sessile-drop goniometry)最为常用，可应用于生物表面、聚合物、金属、
陶瓷、矿物等多种材料表面。然而，接触角测量仪的固有误差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
忽视。接触角展示的是液滴在表面的平衡状态，但每个表面都有一个亚稳态接触角
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静态接触角是一个随机值，如图 3-1 所示，这种简单的测试方
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96]。要获得有意义的结果，需要将随机和系统误差最小化。因
此，需要对液体的动态行为进行量化，如滚动角(roll-off angle, roll-off )，即让表面倾
斜，记录使测试液滴刚开始移动的倾斜角度。然而，滚动角的测量对实验的细节非
常敏感，如液滴的体积以及对液滴开始滚动时的判断，这使得测试结果存在随机性
[116, 117]

。尽管接触角和滚动角在表征润湿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在实践

中存在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超疏水表面(* > 150°)的测量，可能使研究人员获得
的结果相差 10°，这使得基于该测试方法的表征几乎失去意义。

图 3-1 超疏水表面的水接触角测试存在较大的随机和系统误差，主要是因为三相
接触点和气-液界面切线基准线的位置确定存在困难[117]。(a)为接触角测试
时基准线的位置确定；(b)接触角的测试误差随实际接触角的增大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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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接触角和滚动角都是对宏观润湿性的评价，是间接获得材料表面浸润性
的方法，无法对微尺度，甚至是纳米尺度上的浸润性进行表征，对研究微/纳结构
表面液体排斥性(liquid repellency)的机制原理贡献甚微。近年来，高速相机、激光
共聚焦显微镜以及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scanning droplet adhesion microscopy,
SDAM)对表面浸润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表征手段。通过高速摄像，可以观察液滴、
高速水流撞击超疏水表面的流体动力学过程，包括液滴撞击回弹(rebounding)[96, 97,
118, 119]

和 飞 溅 (splash)[40,

120]

等 ， 亦 可 考 察 表 面 的 抗 水 压 穿 刺 (liquid impalement

resistance)能力[75]。利用共聚焦显微镜的快速扫描和三维成像，可实时、原位地观
察液滴在微/纳结构表面的平衡状态以及动态行为[40, 80, 98, 121-123]。基于对表面固-液
粘附力的直接精确测量并集成大量数据点，可对超疏水性进行可视化成像
(mapping)，直观地呈现出表面浸润性（粘附力大小）或存在的缺陷点[124]。上述三
种技术是对材料表面浸润性传统表征方法的补充和拓展，尤其是对超疏水表面的
应用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评价。
本文结合浸润性理论及力学原理，设计了倒四棱锥微结构装甲，并与纳米材料
复合得到超疏水表面。微结构可保护纳米材料免遭外部磨损，但无法避免自身表面
疏水层被破坏，可能增加固-液粘附力并导致超疏水性退化。从 Cassie-Baxter 模型
分析，若能保证摩擦磨损后液滴与表面之间气层的稳定，那么仅需提供较低的固液接触面积分数，就能解决上述问题。因此，能否保证摩擦磨损后液滴稳定悬浮于
结构表面，是装甲概念能否成功的另一个关键点。本章节内容首先利用激光扫描共
聚焦显微镜，原位观察液滴在磨损后的微结构表面的浸润状态；结合结构面积分数，
考察磨损前后静态接触角及滚动角的衍变，并与理论模型对比，从本质上理解浸润
性的变化。此外，利用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直观地测量了微结构装甲表面磨损
前后的粘附力变化，并通过粘附力(pull-off force)云图进行可视化对比；最终，通过
液滴撞击和水流冲击实验，考察了表面的动态浸润性。

3.2 材料、试剂、仪器
实验材料、试剂
罗丹明 B(98%)荧光染料采购于 Sigma Aldrich 光刻胶 SU8-2025 采购于苏州研
材微纳科技有限公司；不锈钢刀片，钢丝球，螺丝刀采购于阿里巴巴；砂纸(NIKKEN
P800) 采 购 于 Nihon Kenshi Co., Ltd ； Sylgard 184 聚 二 甲 基 硅 氧 烷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及其交联剂采购至道康宁；Ultra-Ever Dry 涂料采购于
美国 Ultra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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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测试仪器
表 2-2 实验设备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扫描电镜(SEM)

Phenom Pro X

Phenom

高速相机

SA5

Photron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Nikon A1

Nikon

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SDAM)

自制

Aalto University

视频光学接触角测量仪

OCA 50 AF

Dataphysics

等离子体清洗机

PDC-002

Harrick Plasma

3.3 实验部分
3.3.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测试
为了验证液滴在摩擦后的倒四棱锥结构表面仍呈 Cassie-Baxter 状态，将倒四
棱锥微结构由不透明的硅基板替换为光学性能优良的 SU-8 材质，进行共聚焦显微
观察。SU-8 微结构通过 PDMS 模具(复制硅基微结构制得)制备到载玻片(170 µm 厚
度)表面。由于 SU-8 的 Young’s 接触角接近 90°，与硅片、陶瓷、金属表面的接触
角相差较大，不具代表性。本文通过等离子体处理 60 s，增大 SU-8 结构的表面能。
大约放置 72 小时后，处理过的 SU-8 表面的Y 大约保持在 35°。通过喷涂 UltraEver Dry 涂料，制备 SU-8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利用不锈钢刀片轻微刮擦，去除结
构顶部多余的超疏水涂层，暴露等离子体处理过的 SU-8 表面(Y  35°)。使用倒置
共焦显微镜(40 X 物镜)的荧光模式和反射模式扫描 SU-8 微结构表面的水滴(10 l)。
水滴中含有浓度为 1 g ml-1 罗丹明 B 荧光染料，其荧光呈红色。扫描时分别记录
反射和发射信号，然后将两个通道的信号叠加，得到共焦显微镜的三维图像，在进
行三维图像的断面裁切(cross-section)，得到清晰呈现气-液-固界面的二维图片。
3.3.2 接触角和滚动角测量
水接触角和滚动角使用视频光学接触角测量仪 OCA 50 AF 测量。测量静态接
触角时，一个液滴(5 μl)通过微针管置放到测试表面，待液滴稳定后，用相机拍照
记录。为了获得相对准确的静态接触角值，利用 Image J 分析软件对采集到的图像
进行精确的角度测量。滚动角的测量如下：将测试表面固定至可倾斜载物台，一个
10 l 液滴由微针挤出并放置到测试表面，然后以每秒约 0.5°的速度倾斜载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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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液滴在表面开始发生滚动时（接触线发生移动）停止。整个过程用相机拍摄视频
记录液滴滚动时载物台的倾斜角度，即为表面的滚动角。为消除偶然误差及系统误
差，所有获得的数据来自至少三个不同的样本且每个样本至少测量三个不同的位
置。
3.3.3 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测试
Robin 教授[124]及其团队利用高精度力传感器测试了液滴与表面之间的固-液粘
附力，通过阵列式多点扫描，构成可视化图像，开发出了第一台液滴粘附力扫描显
微镜(SDAM)。仪器及测试简介如下：该装置包括一个垂直安装的力传感器和一个
固定于传感器上用于悬挂水滴的亲水托盘，以及一套多轴精密移动台。按输入程序
以自动化方式逐点测量表面的液滴粘附力。在每一次单独的粘附力测量中，液滴
(1.5 μl)首先接触样品表面，随后脱离，力传感器以 100 Hz 采样频率记录该过程力
数据，可得到一条典型的力曲线，如图 3-2 所示。

图 3-2 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SDAM)的精密力学测量过程[124]。(a)单个微柱(5 μm)
表面粘附力的测量过程照片；(b)单个测试点的整个测量过程的典型力曲线，
图(a)和(b)中的罗马数字代表不同测试阶段相对应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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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后取相同条件下每个测量点液滴脱离表面时的最大粘附力值(pull-off
force)，按一定算法制作云图。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粘附力图像通过 5*5 个单独测
量点构成，总测试面积为 2.0 mm*2.0 mm，每个测试点之间的距离为 0.5 mm。
3.3.4 动态浸润性测试
射流冲击试验
为了表征装甲化表面因磨损引起水的动态润湿性变化，我们使用恒定流速为 6
ml min-1 的射流以特定的入射角(~ 28°)冲击磨损前后的表面。喷嘴的内部直径为
0.25 mm。水射流冲击超疏水表面会发生反弹，整个过程用装有微距镜头的高速相
机以每秒 7000 帧拍摄速度记录。利用 Image J 分析软件测量射流的入射角度和偏
转角度，根据偏转角度的变化，考察表面的动态浸润性变化。
液滴撞击测试
通过液滴撞击试验，研究液滴撞击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磨损前后的能量耗散规
律以及能量耗散与面积分数之间的关系。在 14 毫米高度释放单个水滴(体积 5.5 l)，
在重力作用下加速下降。在这个高度下，液滴会完全反弹。韦伯数(Weber number)
为 We=dv2/=8.4，其中为液体密度，d 为液滴直径，v 为下降速度，为液体在空
气中的表面张力。用装有微距镜头的高速相机以每秒 10,000 帧拍摄速率记录液滴
撞击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动态过程。

3.4 结果与讨论
3.4.1 摩擦磨损后表面的液滴状态
通过光学显微镜及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如图 3-3 所示，不锈钢刀片对
装甲化表面重复多次的摩擦(压力大于 3N，25 次以上)并未破坏装甲结构，该表面
表现出对垂直压力和剪切力良好的抵抗能力，且装甲内部填充的分形纳米结构保
持了自身的完整性。从图 3-4 中的视频截图可以看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f micro 
5%)经过一系列严苛的摩擦测试，包括不锈钢刀片和螺丝刀刮擦、砂纸打磨等，仍
然保持了较好的超疏水性。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一点：由于重复多次的摩擦磨损，
装甲结构顶部的疏水层已被破坏，Y 从 115°左右退化至 45°左右(通过抛光硅片氟
化，测得磨损前的Y 约为 115°，经历相同条件的摩擦磨损后，测试磨损后的Y 约
为 45°)，如示意图 3-5。此时，装甲微结构顶部化学性质已经从疏水转变为亲水。
那么，液体是否会沿亲水位点铺展并浸润至结构内部，导致 Cassie-Baxter 态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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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硅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填充分形纳米二氧化硅材料）经磨损后，不同放
大倍数的 SEM 照片

图 3-4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耐磨性测试的视频截图。(a)约 30 次不锈钢刀片刮擦，平
均垂直载荷约 3.3 N；(b)约 30 次螺丝刀锉，平均垂直载荷约 1.6 N；(c)约 30
次砂纸打磨，平均垂直载荷约 3.9 N；(d)约 30 次塑料片摩擦，平均垂直载荷
约 4.3 N；经上述摩擦磨损后，表面仍表现出较好的超疏水性能

通过如图 3-6 的共聚焦显微成像证实，液滴可长时间（超过 30min）悬浮于摩
擦磨损后的微结构表面，呈现出稳定的气-液-固复合界面。气-液-固三相接触线得
到超疏水纳米结构的有力支撑，为 Cassie-Baxter 态的稳定起到关键作用。填充在
装甲结构内部的疏水纳米材料可以防止 Laplace 压力引起的气-液界面滑移，使整
个系统处于受约束的 Cassie-Baxter 平衡态，如图 3-5 和 3-6。上述实验表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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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无法破坏倒四棱锥微腔内部填充的纳米材料，该超疏水纳米结构使水滴稳定
地悬浮于装甲化表面。还可通过一个具有亲水顶部和斜面涂有纳米二氧化硅超疏
水涂层的微结构(侧壁角度与倒四棱锥相同 125°)的润湿性测试来加以证明。如图
3-7 所示，尽管在施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侧壁的超疏水纳米涂层也可以很好的阻
止液体向斜面蔓延，三相接触线被很好地限制在顶部亲水区域。因此，不明显的断
裂性摩擦磨损并不会引起装甲化表面 Cassie-Baxter 的失效，装甲结构和纳米材料
复合后均展现了各自的功能特点——即装甲结构提供机械稳定性，纳米结构提供
液滴排斥性能。

图 3-5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磨损前后的浸润性变化示意图。磨损前，微结构表面和
纳米材料均为疏水性；磨损后，微结构表面的疏水层被破坏，从疏水转变
为亲水；另外，微结构的保护使纳米结构免遭磨损，其疏水性得以保持

图 3-6 共聚焦显微镜成像表明水滴稳定悬浮于磨损后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之上，本
实验使用的是 SU-8 装甲结构，填充材料为 Ultra-Ever Dry 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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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a)示意图展示的结构具有亲水的顶部和涂有超疏水层的斜面；(b)和(c)为结
构的扫描电镜照片，亲水顶部为普通硅表面和斜面涂有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
二氧化硅超疏水涂层；(d)对上述结构进行润湿性测试，用亲水针管对水滴
进行拖动，施加压力，观察气-液界面的是否向斜面滑移。红色箭头表示针
管移动的方向。亲水顶部是可以被润湿的，在施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超疏
水纳米涂层也可以很好的阻止液体向斜面蔓延

3.4.2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浸润性原理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可看作是一个固-液-气非均相表面。固体部分由微米和纳米
级结构组成，两者具有不同的固-液接触分数，如图 3-5 所示。我们将 f micro 和 f nano
分别定义为微结构和纳米材料的固-液接触分数。根据 Cassie-Baxter 模型[47]，表面
的水静态接触角(*)的理论值可以由如下方程计算：

cos  * = f micro cos  Ymicro + f nano cos  Ynano − f g

(3-1)

(3-1)式中 fg 为气体分数,  Ymicro 是装甲材料的 Young’s 接触角，  Ynano 是填充纳米
材料的 Young’s 接触角。设固-液、气-液界面完全平坦，可得理想的 Cassie-Baxter
状态 f micro + f nano + fg = 1，则公式(3-1)可简化为如(3-2)式的理论模型：
cos  * = f

micro

( cos 

micro
Y

)

+1 + f

nano

( cos 

nano
Y

)

+1 −1

(3-2)

磨损前，氟化后的装甲表面和纳米材料具有相同的 Young’s 接触角，通过接触
角测量仪测得  Ymicro =  Ynano = 115  1 。经不锈钢刀片在正压力大于 3 N，超过 30 次
的反复摩擦后，装甲微结构顶部的氟化层被破坏，Young’s 接触角降低至 45°，

 Ymicro = 45  0.5 。由于纳米结构受装甲微结构保护免遭磨损损伤， Ynano 依然保持在
11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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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系统性测试，可有效降低接触角与滚动角测试时存在的随机和系统误
差，在相同的测试及分析标准下进行纵向对比时，静态接触角及滚动角的测试仍然
具有参考价值[116]。为系统地评价磨损对装甲化表面超疏水性的影响，制备了一系
列不同尺度(w + l)，且具有不同微结构固-液接触分数(f micro)的倒四棱锥装甲化超疏
水表面，测试其摩擦磨损前后的静态接触角(θ*)和滚动角(θroll-off)。在该实验中，蜡
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被用做装甲化表面的填充材料，其固-液接触面积分数
(f

nano

)约为 1%。根据方程(3-2)，在装甲化表面磨损之前，静态接触角 θ*的理论值

以装甲微结构的接触分数(f micro)为变量可绘制出如图 3-8(a)的红色曲线；磨损后，
静态接触角 θ*的理论值以 f micro 为变量可绘制出如图 3-8(a)的蓝色曲线。如图 3-8(a)
所示，系统的接触角测试数据符合方程(3-2)的理论模型。
系统的静态接触角和图 3-8(b)的滚动角测试结果表明，当 f micro 低于 8%时，装
甲化表面在磨损后仍能保持超疏水性(θ* > 150°, θroll-off < 10°)。同时，该结果也验证
了随着微结构固-液接触分数的降低，摩擦磨损对表面浸润性（静态接触角和滚动
角）的影响随之减弱这一基础理论，也说明表面的超疏水性与倒四棱锥微结构的尺
度无关。然而，若发生了断裂性磨损，在磨损高度一样的情况下，微结构的尺寸越
小，固-液接触分数(f

micro

)的变化越大(如图 3-9)，这意味着装甲微结构尺寸越小，

表面的超疏水性对断裂性磨损越敏感。因此，合适的装甲尺寸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
应用场景作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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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系统的静态接触角和滚动角测试。(a)磨损前（正方形散点）和磨损后（六
边形散点）θ*的实验值与式(3-2)理论模型的比较；(b)磨损前（蓝色散点）
和磨损后（红色散点）的 θroll-off 值比较；本实验使用的是硅基装甲结构，填
充材料为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误差带为至少 5 次独立测量值的
标准偏差(STDEV)，其值用 表示，由公式  = n ( X − X )2 (n − 1) 计算得出，


i =1

i

反映数值相对于平均值(X)的离散程度，后文数据图中出现的误差带除特殊
说明外，均指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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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a)示意图展示了倒四棱锥微结构因断裂性磨损导致结构高度发生变化(Δh)，
表面的固-液接触分数(f micro)也随之发生变化，w 是结构顶部的宽度；(b)倒
四棱锥微结构表面的固-液接触分数(f micro)以高度变化 Δh 为变量绘制的函数
曲线。注：尺寸过大的倒四棱锥微结构将增加尖锐物体落入的概率，失去对
纳米材料保护的能力，因此，在确定微结构尺寸时可以根据装甲化表面的应
用场景合理调整

另外，如图 3-10 所示，经过不锈钢刀片的反复刮擦，倒三锥和倒六锥微结构
表面也表现出了稳定机械性能，使表面的超疏水性得以保持，同时，展现出了与倒
四棱锥装甲化表面相似的浸润特点。

图 3-10 硅基倒三棱锥(a)和氧化铝倒六棱锥(b)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磨损前(Ba)和磨损
后(Aa)的静态接触角(蓝色)和滚动角(红色)测试，误差带为至少 5 次独立测
量值的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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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摩擦磨损对表面固-液粘附力及动态浸润性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表面固-液接触分数(f

micro

)对调控超疏水性能的作用，我们用

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SDAM)分别测量了 f micro~ 2%、4.9%和 7.8%的装甲化超疏
水面磨损前后的固-液粘附力（如图 3-11 所示），并通过计算得到可视化云图，如
图 3-12。从图 3-11(b)和图 3-12 可以看出，在磨损前，不同 f

micro

的固-液粘附力

(pull-off force)表现出明显差别。磨损后，相同 f micro 的微结构在顶部疏水层被破坏
时，将导致粘附力的升高，并且粘附力在较大 f

micro

(~ 7.8%)时的增大幅度高于较

低 f micro (~ 2%)的表面，与roll-off 的变化趋势一致，如图 3-8(b)。

图 3-11 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SDAM)测试。(a)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粘附力测试单
个测量点的典型曲线，(I)表示在接触表面之前，液滴自由地悬浮在圆盘
上，(II)表示一旦液滴与表面接触，力数值开始急剧增加，这意味着液滴
被推到表面，(III)在力达到峰值后，托液盘开始缩回，当液体弯液面被拉
长，力数值变为负值，(IV)最终，液滴从测试表面脱离，导致了一个短暂
的振荡周期，(V)粘附力(pull-off force)定义为脱离后的基线力数值与全局
曲线最小值之间的差值；(b)水滴在不同固-液接触分数装甲化超疏水表面
的粘附力及其变化规律，蓝色数据点表示磨损前，红色数据表示为磨损
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粘附力数值为 5*5 个单独测量点后的平均值，总
测试面积为 2.0 mm*2.0 mm，每个测试点之间的距离为 0.5 mm，装甲化超
疏水表面的填充材料为纳米二氧化硅；误差带为至少 25 次独立测量值的
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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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磨损前后的固-液粘附力云图，使用硅基倒四棱锥装甲
结构(w+l = 60 μm)，装甲化超疏水面的固-液接触分数分别为 2%(a)和(c)，
7.8%(b)和(d)，填充材料为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

图 3-13 展示的是水射流撞击磨损前后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装甲化表面微结
构的固-液接触分数分别为 2%、4.9%和 7.8%，入射角度均为 28°，水流速度为 6 ml
min-1。入射角和反射角之间的差值可通过式(3-3)计算：

 =  incident −  deflected

(3-3)

越小，意味着在水流撞击表面被反弹的过程中，能量耗散越少。图 3-13 和
3-14 的测试结果与上述磨损前后表面的浸润性测试一致，即 f micro 值越低，反射角
度越大，f micro 越低，磨损前后的越小，磨损对浸润性能的影响越小。此外，水
滴撞击测试也表现出相似的能量损失变化，如图 3-15 所示，液滴撞击磨损后的装
甲化表面时，能量耗散随 f micro 增加而增加，且增加幅度呈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通过静态及动态的浸润性测试，验证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因其优秀
的机械稳定性，在经受严苛的摩擦磨损后，保护了内部纳米结构不被破坏，确保表
面液滴能保持稳定的 Cassie-Baxter 状态；通过固-液接触分数的调控，探究了 f micro
影响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浸润性能的作用机制，有效地降低（避免）了因表面化学性
质变化可能引起的超疏水性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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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水射流(流速~ 6 ml min-1)撞击磨损前后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装甲化表面
微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分别为 2%、4.9%和 7.8%

图 3-14 数据图为水射流撞击磨损前后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入射角和反射角之间
的差值与固-液接触分数之间的变化规律；该实验使用硅基倒四棱锥装
甲结构(w + l = 60 μm)，填充材料为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误差带
为至少 5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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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a-c)液滴撞击磨损前后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视频截图；(d)水滴撞击磨损
前后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能量耗散与微结构固-液接触分数之间的变化
规律；使用硅基倒四棱锥结构(w+l = 60 µm)，填充材料为蜡烛灰为模板的
纳米二氧化硅；误差带为至少 5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3.5 小结
本章首先利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原位成像证明了液滴在磨损后微结构表
面稳定的 Cassie-Baxter 状态，表明复合表面的装甲结构很好地提供了机械稳定性，
受保护的纳米结构提供了液滴排斥性能。调节微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系统地探
究了磨损前后表面静态接触角及滚动角的衍变，并与理论模型比较；此外，利用液
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直观地测量了微结构装甲表面磨损前后的粘附力；最后，通
过液滴撞击和水流冲击实验，考察了表面的动态浸润性。通过上述静态及动态的浸
润性测试，很好地证明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因其优秀的机械稳定性，保护了内部纳
米结构不被磨损从而维持了装甲化表面稳定的 Cassie-Baxter 态；通过调控固-液接
触分数理解其影响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浸润性能的作用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因表面
化学性质改变引起超疏水性退化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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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言
机械稳定性是限制超疏水表面广泛应用的关键，主要表现在机械强度和耐久
性等方面[76, 82, 89]。在运输、安装过程中，超疏水材料存在较大的磨损风险，因此必
须具备一定的机械强度。在使用过程中，则由于应用领域广泛，所处环境各异，超
疏水表面需要面对各种类型的机械耐久性考验。比如，作为室外自清洁表面，可能
遭遇沙砾（如沙尘暴）冲击[90, 125]；作为日常穿戴物品，则存在长期接触性摩擦的
情况。此外，在室外应用的超疏水表面无法避免遭受暴雨冲击（冲击速度可达 9 m
s-1），而作为自清洁车窗玻璃、飞机机体防冰表面则会遭受更高速度的水滴（流）
冲击[75]。这就要求超疏水表面还要具有良好的抗流体摩擦、冲击的能力。因此，超
疏水表面除了需要稳定的机械强度作为前提，还需要优良的抗液压能力[126]。

图 4-1 柱状微结构超疏水表面的冷凝情况。液滴冷凝同时发生在结构内部，随着
液滴生长、合并，冷凝液将浸润整个微结构表面，引起超疏水性彻底失效

超疏水表面的应用，无法回避其化学稳定性。酸雨侵蚀、海水浸泡都可能导致
表面疏水涂层的退化或降解。尤其在防海洋生物粘附和防海水腐蚀方面，对表面的
化学稳定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62, 63]。另外，长期暴露在室外的超疏水表面，还需要
较好的热稳定性。在大部分地区，太阳暴晒可使基板温度长时间超过 50 °C，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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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表面疏水物质（如含氟单分子层）降解，使超疏水性失效。气-液相转变凝结
和雾滴凝结都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在超疏水表面的应用过程中，高湿度环境下的水
蒸气或雾滴经常会在表面发生冷凝或积聚。由于表面粗糙度的存在导致粗糙结构
的热阻比基底更高，因此粗糙结构底部（基底表面）的温度比粗糙结构顶部的温度
更低，水蒸气将优先在此部位冷凝[25, 68, 103]。若超疏水表面设计不当，特别是结构
尺寸在微米级时，冷凝液滴将在超疏水涂层底部合并生长，最终可能连接成液膜从
而浸润整个表面[100]，从而失去疏水性,如图 4-1 所示。此外，随着底部冷凝液滴不
断增大，强大的液滴压力会将涂层撑破，并导致涂层脱落。若表面无法抵抗持续冷
凝引起的超疏水失效问题，也就无法应用于传热传质领域。
因此，要推动超疏水表面进入实际应用，不仅要对机械稳定性进行全面评估，
还需要对其抗液压性能、化学及热稳定性以及抗冷凝破坏能力进行测试[127]。本章
尝试建立新的评价机制，同时结合常规测试方法，对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进行全面评
价，为超疏水表面的实际应用奠定基础。

4.2 材料、试剂、仪器
实验材料
3M™VHB™ 5925 胶带采购于京东商城；磨耗仪磨轮(CALIBRASE®CS-10)购
买于 Taber®INDUSTRIES；浓硫酸，浓盐酸和氢氧化钠由学校统一采购于成都科
龙化工。
加工、测试仪器
表 4-1 实验设备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扫描电镜(SEM)

Phenom Pro X

Phenom

高速相机

SA5

Photron

视频光学接触角测量仪

OCA 50 AF

Dataphysics

金相显微镜

Nikon LV ND

Nikon

线性摩擦测试系统

自制

电子科技大学

磨耗试验机

Taber 5135

TABER INDUSTRIES

热重分析

Q50 TGA

TA Instrument

高速射流发生装置

自制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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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验部分
4.3.1 机械稳定性测试
划痕测试
通过划痕测试，考察装甲化表面的机械强度。试验装置如图 4-2(a)所示，选取
铁铬合金尖锥（尖端接触面积 Stip = d2 / 4, d = 1.0 mm）作为压头并固定于力感器。
力传感器通过滑杆安装至水平移动台，可沿滑杆上下移动控制压头的垂直载荷，并
随移动台沿水平方向移动。移动台通过控制器编程设定移动速度、距离等参数。给
金属压头施加一定的垂直载荷，利用控制器操控水平移动台以 50 mm min-1 的速度
定向移动 20 mm，即完成一次划痕测试。每次测试过程中保持载荷不变，测试完毕
后立即测量静态接触角和滚动角，若* < 150或roll-off > 10，即可判断表面失效。
若未失效，则继续增加载荷重复测试直到失效为止。压强(P)可通过 P = F / S 计算，
F 为正压力，接触面积 S = Stip * f micro，其中，Stip 是磨损头尖端的面积，f micro 是装
甲微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负载在 0.5 N (~ 12.5 MPa)到 40 N (~ 1.0 GPa)之间连续
可调。
作为对比，通过相同测试方式测量了 Ultra-Ever Dry 超疏水涂层表面和硅基微
柱表面，分析了该表面的临界失效强度。
长效摩擦磨损测试
通过线性摩擦磨损测试，考察倒四棱锥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机械耐久性。试验
装置如图 4-3(a)所示，长效摩擦磨损测试装置与划痕测试相似，需将固定在力传感
器上的金属尖锥压头换为聚丙烯(PP)高分子块体（尖端面积 Stip = 5 mm*1 mm）作
为磨损头，通过夹具固定在力传感器上。对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线性磨损测试，
载荷约为 3 N (~ 12 MPa)，磨损头随移动台作往复运动，速度设定为 50 mm min-1，
单程移动距离 15 mm，一个来回为一次循环，记录循环次数。磨损测试后，测量磨
损点的静态接触角和滚动角，以同时满足* > 150，roll-off < 10为标准，衡量表面
的耐磨性能。在相同条件下对 Ultra-Ever Dry 涂层、以及硅表面的柱状和金字塔状
微结构（填充超疏水纳米二氧化硅）表面进行了线性磨损测试，分析不同表面的长
效机械耐久性。
此外，还对陶瓷、金属和玻璃基底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进行了循环磨损测试，
包括倒三锥体、倒四棱锥和倒六棱锥装甲，填充材料均为 Ultra-Ever Dry 涂层。测
试后进行超疏水性表征，如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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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撕拉测试
采用 3M™VHB™5925 胶带(与标准不锈钢的粘附强度为 3000 N m-1)进行剥离
试验。胶带的厚度为 0.6 mm，宽度为 20 mm。采用圆柱形铜块(4.5 kg)作为滚轴施
加压力，如图 4-6 所示。样品选用的是硅基倒四棱锥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填充材料
为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
ASTM 标准磨耗测试
标准磨耗测试按照 ASTM D4060 标准进行，使用的是 Taber 磨耗测试仪。如
图 4-7(a)所示，Taber 磨耗仪通过两个可自由旋转的磨轮(CALIBRASE®CS-10，
Taber®INDUSTRIES)，在一定载荷下磨损固定于旋转平台的样品。旋转平台按设
定速度匀速旋转。磨耗试验的样品为边长 10.5 cm 的陶瓷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填充
材料为 Ultra-Ever Dry 涂料。根据 ASTM D4060 标准，样品旋转一周被视为一个循
环。磨损一定次数后，测量其静态接触角和滚动角。最终，在磨损 240 个循环后，
陶瓷装甲化表面依然保持 θ* > 155°和 θroll-off < 10°，如图 4-7(b)。
机械稳定性比较
为展现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优异的力学性能，我们将比较标准统一化，与各种类
型的超疏水表面进行了临界失效强度对比。以使超疏水性失效的最大摩擦磨损循
环次数（即长效机械耐久性）为 x 轴，以最大划痕载荷（即表面机械强度）为 y 轴
作图。根据测试后表面的静态接触角和滚动角数据判断超疏水表面是否失效，若*
< 150或roll-off > 10，即可判断表面失效。详细的测试程序与划痕测试和长效摩擦
磨损测试相同。所有数据点来自三个不同样本的多次测量，每个样本至少测试三个
不同位置。

4.3.2 热及化学稳定性测试
通过对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持续恒温加热进行热稳定性测试，如图 4-9(a)。定期
取出样品，待冷却至室温后测量其 θ*和 θroll-off。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填充材料为蜡
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在 100 ℃的温度下持续暴露 16 天，其超疏水性并未
发生明显变化，如图 4-9(a)所示。利用热重(TG)分析表面，发现纳米二氧化硅填充
材料在温度将近 350 ℃时才发生热分解，如图 4-9(b)。
此外，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浸入王水(浓 HCl 和浓 HNO3 按体积比为 3 : 1 混合)
和 2.5 M NaOH 溶液，考察其化学稳定性。浸泡一定时间后，取出冲洗，测量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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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接触角和滚动角。在强酸、强碱溶液中暴露 4 h 后，该表面仍能表现出良好的超
疏水性能(θ* > 150°和 θroll-off < 10°)，如图 4-9(c)和(d)。

4.3.3 高速水流冲击测试
高速射流测试装置如图 4-10 所示，通过氮气加压喷射出高速水流。喷嘴通过
电控阀门与气缸相连，气缸内径 50 mm。通过查看气缸刻度，可以直接读取喷射出
水流的体积 V。阀门通过继电器控制开合，由于继电器的分辨率只能精确至 0.1 s，
因此，需借助高速相机对整个水流冲击过程录像，不仅可以精确确定冲击时间t，
还能观察水流冲击表面的动态过程。射流平均速度 v 可以通过公式(4-1)计算:

 = 4V  d 2 t

(4-1)

(4-1)式中 d 为喷嘴内径。本测试选用了两种喷嘴，内经分别为 2.5 mm 和 0.5mm，
高速相机以每秒 10,000 帧的拍摄帧率进行录像。

4.3.4 抗冷凝破坏测试
我们对磨损后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进行了冷凝实验，装置如图 4-13(a)，将已
经过不锈钢刀片磨损过的超疏水表面置于铝合金冷台上，倾斜角度~ 45°，冷台温
度控制在大约为 2 °C。测试环境温度为∼ 24 °C，相对湿度为∼ 75%。通过普通相
机、金相显微镜、高速相机观察记录冷凝过程。此外，还进行了高温蒸汽工况下的
冷凝测试，如图 4-17(a)和(b)所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置于 45°倾斜放置的不锈钢
台表面上，温度 20 °C。蒸汽由不断加热的沸水产生，通过导管喷向超疏水表面，
喷口蒸汽温度 100 °C。

4.4 结果与讨论
4.4.1 机械稳定性评价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具有极高的机械强度
通过划痕实验考察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临界失效机械强度。如图 4-2(a)和(b)
所示，合金尖锥在载荷作用下划过表面，可以等效为表面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遭
受的硬物磕碰、刮蹭、划伤等破坏性磨损。通常情况下，这类磨损是短时间内的瞬
时相互作用，需要表面具有较强的机械强度。通过扫描电镜照片 4-2(c)和(d)可以看
出，装甲结构很好地抵抗了外部摩擦磨损，对内部填充纳米材料起到了很好的保护
作用。在垂直载荷高达 40 N(~ 1.0 GPa)时，结构仍未受损。由于金属尖锥摩擦留下
的金属残屑，导致表面超疏水性有所下降，θ*  158°和 θroll-of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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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喷涂在硅片表面的 Ultra-Ever Dry 超疏水涂层在金属尖锥的载荷为
10 N 时将完全从基底上脱落，失去超疏水性，如图 4-2(e)。而机械稳定性更差的超
疏水微柱表面，尖锥划过的地方，结构也基本被完全破坏，如图 4-2(f)。不难看出，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展现出了极高的临界失效强度（量化数据见下文），这主要得益
于其连续且具有大侧壁角度微结构的全面保护，大幅增强了表面的机械稳定性。

图 4-2 (a)和(b)划痕试验装置，为测试不同类型超疏水表面的机械稳定性，在垂直
载荷下，采用合金尖锥作为压头；(c)和(d)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经划痕测试
后的 SEM 照片，载荷分别为 10 N (c)和 40 N (d)，硅基装甲微结构(w + l =
25 µm, f micro~ 5%)用于该测试，填充材料为纳米二氧化硅；(d)中的插图为残
留到装甲微结构表面的金属屑的 EDS mapping；(e)喷涂至普通硅片表面的
Ultra-Ever Dry 涂层在 10 N 载荷下，划痕测试后的 SEM 照片；(f)硅基柱状
微结构超疏水硅表面在 10 N 载荷下，划痕测试后的 SEM 照片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具有优异的机械耐久性
我们分别通过线性摩擦、胶带剥离、ASTM 标准滚轮磨耗测试，对装甲化超疏
水表面进行了全面的机械耐久性评估。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超疏水表面往往会遭受
重复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的摩擦磨损，这要求表面具有优良的长效耐久性来持续抵
抗外部摩擦。如图 4-3(a)和 4-4(a)所示，我们选用聚丙烯(PP)高分子块体作为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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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在 3 N 的垂直载荷下按 50 mm s-1 的移动速度，对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进行摩擦
实验。图 4-3(b)和(c)显示，装甲微结构很好地抵抗了摩擦剪切力，对内部的二氧化
硅纳米材料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经过 1000 次线性摩擦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
仍然保持了 150°以上的静态接触角和 12°以下的滚动角，如图 4-4(b-c)。而作为对
照实验的 Ultra-Ever Dry 涂层、金字塔微结构表面（填充超疏水纳米二氧化硅）、
硅基微柱表面经线性磨损后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超疏水性退化，特别是硅基微柱和
Ultra-Ever Dry 涂层分别在几次和几十次摩擦后就丢失表面粗糙度，彻底失去超疏
水性能，如图 4-3(d-f)和图 4-4(b-c)。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玻璃、陶瓷、金属基倒三棱锥、倒六棱锥装甲化表面的长
效耐久性。图 4-5 的静态接触角和滚动角随线性摩擦次数的变化曲线说明，装甲概
念对于提高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具有较好的普适性，能极大提高表面的耐磨性能。

图 4-3 (a)线性磨损测试装置，用于评估不同类型超疏水表面的长效机械耐久性；
(b-c)经过 100 次(b)和 400 次(c)线性磨损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 SEM 照
片，硅基倒四棱锥微结构(w +l = 25 µm，f micro ~ 5%)用于该测试，填充材料
为纳米二氧化硅；(d-f)喷涂至普通硅片表面的 Ultra-Ever Dry 涂层磨损前(d)
和磨损 150 次后(e-f)的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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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a)线性磨损装置局部放大照片，垂直载荷~ 12 MPa；(b-c)相同载荷下的线性
摩擦磨损对不同表面超疏水性的影响，每个数据点至少进行 5 次独立的测
试，误差带为至少 5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图 4-5 线性摩擦磨损对不同基底、不同结构形状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填充 UltraEver Dry 涂料)的超疏水性影响。(a)表观静态接触角；(b)滚动角；每个数据
点至少进行 3 次独立的测试，所有测试中的垂直载荷为 3 N，误差带为至少
3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另外，经过 100 次胶带剥离测试之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仍然可以维持 θ* 
154°和 θroll-off  8°。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耐剥离次数是纯蜡烛灰模板纳米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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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十倍以上。如图 4-6(c)，重复多次的胶带剥离仅导致表面的超疏水性发生轻
微退化，这表明，胶带仅粘附并带走了少量结构顶部的疏水性纳米颗粒。这是因为
相互连接的刚性框架结构可以阻挡胶带与填充纳米材料的进一步接触。因此，与纯
纳米材料表面相比，连续的装甲结构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以上的耐剥离能力，如图
4-6(d)。

图 4-6 (a-b)胶带剥离实验的示意图和照片，胶带粘附于表面，并通过 4.5 kg 铜制滚
轴的均匀施压两次；(c)胶带剥离次数对纳米二氧化硅表面和装甲化表面
（填充材料为纳米二氧化硅）的超疏水性影响；(d)在表面浸润性* < 150°
或roll-off > 10°之前，各超疏水表面上能耐受的胶带剥离次数，(1)蜡烛灰为
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表面，(2) 蜡烛灰为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填充的倒四棱
锥装甲表面，(3)Ultra-Ever Dry 涂层，(5)Ultra-Ever Dry 涂料填充的倒四棱锥
装甲表面，(5)Ultra-Ever Dry 涂料填充的倒三棱锥装甲表面，(6)Ultra-Ever
Dry 涂料填充的倒六棱锥装甲表面。误差带为至少 3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偏
差()

使用 Taber 磨耗仪按 ASTM D4060 标准对陶瓷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进行长效磨
耗测试，如图 4-7 所示。结果表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经过 240 次的磨耗后，仍
能保持 θ* > 150°和 θroll-off < 10°，其耐滚轮摩擦能力是 Ultra-Ever Dry 涂层表面的
10 倍，如图 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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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a)Taber 磨耗仪装置的关键部分照片；(b)Taber 磨耗次数对不同表面超疏水
性的影响，正方形数据点为 Ultra-Ever Dry 涂料填充的倒四棱锥装甲表面，
圆形数据点为喷涂至普通硅片表面的 Ultra-Ever Dry 涂层；红色为静态接触
角，蓝色为滚动角；每个数据点至少进行 3 次独立的测试，误差带为至少 3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超疏水表面的机械稳定性比较
目前，对于超疏水表面的机械稳定性，还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广大研究人员
对于表面机械稳定性的实验方法、测试条件、甚至是表面失效的评价和判断标准均
存在较大差异，无法通过收集已公开的量化数据进行直接比较。因此，我们基于相
同的测试方法和条件，对各类超疏水表面进行了临界失效强度测试，主要考察表面
的：(1)长效机械耐久性，即测试表面临界失效摩擦磨损次数；(2)表面机械强度，
即测试表面的临界失效划痕载荷。结果如图 4-8 所示，每个数据点表示在上述测试
条件下表面保持其超疏水性的能力（同时满足* > 150°或roll-off < 10°），洋红色数
据点表示通过化学腐蚀法[62, 63, 128-132]制备的超疏水表面，蓝色数据点代表通过化学
沉积法[53, 62, 90, 133, 134]制备的超疏水表面。结果表明，传统超疏水表面在该严苛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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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条件下表现出极差的耐久性和机械强度。而微结构装甲的引入，使超疏水表面的
机械强度提高约 20 倍，耐久性提升了两个数量级。这足以说明，微结构装甲概念
有望解决长期困扰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的难题。

图 4-8 不同超疏水表面的机械稳定性对比，超疏水表面被划分在相同的颜色区
域，表示同一数量级机械稳定性的表面，每个数据点至少进行 9 次独立的
测试，误差带为至少 9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4.4.2 优良的热稳定性与耐腐蚀性
如图 4-9(a)所示，纳米二氧化硅填充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 100 °C 保留 16 天
仍具有较好的超疏水性，其*  158°, roll-off 4°。该装甲化表面的热稳定性主要取
决于填充的纳米二氧化硅材料，其表面的氟化层若不发生热分解，则超疏水性不易
失效。图 4-9(b)展示的是氟化纳米二氧化硅的热重分析，该曲线表面纳米二氧化硅
表面的氟化分子在温度接近 350 °C 时才开始发生分解。这说明在暴露在 100 °C 环
境中，纳米二氧化硅表面氟化物很难发生热分解或者说热分解速度较慢。这为装甲
化超疏水表面在室外高温环境以及冷凝传热领域的应用创造了必要条件。
超疏水表面等同于防腐蚀的机制被认为是表面对液滴的排斥，使表面长期处
于干燥状态，腐蚀性化学液滴无法浸润基底与其发生化学反应。但超疏水表面与液
体相互作用时，实际上存在少量的固-液直接接触，而这取决于固-液接触界面疏水
分子的化学稳定性。如图 4-9(c-d)，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浸泡在王水和 2.5 M 氢氧化
钠溶液中，超疏水性（同时满足* > 150°或roll-off < 10°）可以维持至少 4 h，由于
固-液接触点的氟化分子在强酸强碱环境下逐渐降解，导致装甲化表面的超疏水性
也随之慢慢失效，最终彻底失去防腐蚀作用。在实验中我们对比发现，相同的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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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下，被装甲微结构保护的表面耐腐蚀能力更强，这可能是因为装甲表面连续的
微结构将超疏水纳米材料分隔在相互独立微腔之中，即使某个局部位点发生超疏
水失效，也不至于导致整个表面快速退化。另外，对于粘附性涂料，如 Ultra-Ever
Dry 涂料，因涂层与基底之间靠胶粘剂粘接，在面对强酸强碱时，胶粘剂可能发生
变性甚至降解。这个过程比氟分子的降解要快得多，因此，胶粘剂的失效可能使整
个涂层从基底表面脱落。但在实际应用环境中，很难遇到如王水和氢氧化钠等强腐
蚀性的液体环境，因此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能满足常规应用的化学稳定性要求。

图 4-9 (a)持续暴露在 100 ℃高温下表面超疏水性的变化，蓝色曲线为静态接触
角，红色曲线为滚动角；(b)氟化后的纳米二氧化硅材料的热重(TG)曲线，
表面氟分子在 350 °C 左右开始发生分解；(c)在王水溶液中的浸泡时间对超
疏水性的影响, 4 h 后装甲化表面的 θ*仍高于 150°，θroll-off 低于 10°；(d)在氢
氧化钠溶液中的浸泡时间对超疏水性的影响, 4 h 后装甲化表面的 θ*仍高于
150°，θroll-off 低于 10°，误差带为至少 3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4.4.3 抗高速射流冲击性能优异
通过高速水流冲击评估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抗水压性能，结果如图 4-10 所
示。在 100 ms 内从 2.5 mm 直径针管喷出体积为 10 ml 的水，平均流速达到 20.4 m
s-1 (We  14253)，上述为一次完整的测试过程。为考察射流冲击对表面超疏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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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对上述射流冲击测试 40 次。结果如图 4-10(b)，装甲化表面的超疏水性随
冲击次数增加而发生轻微退化，其退化趋势随冲击次数的增加有所放缓，这表明一
开始的水流冲击，对表面产生了轻微变化，可能是由于射流强大的水锤压力，带走
了装甲化微结构内少许未稳固粘附的纳米材料。如图 4-10(c)所示，倒三棱锥、倒
四棱锥和倒六角棱锥装甲化表面在经历 10 次射流冲击后，均能维持较好的超疏水
性能，射流冲击对表面静态接触角和滚动角的影响分别在 5°和 2°以内。装甲化表
面甚至可以承受速度高达 32.6 m s−1 (We ~ 36487)的射流冲击（约 16 ml 水），并保
持其超疏水性，如图 4-11 所示。

图 4-10 高速射流冲击测试。(a)实验装置照片，气缸带有刻度，可读取喷出水的体
积；通过电磁阀门控制水流喷射；(b)高速射流冲击对倒四棱锥装甲化表面
的超疏水性影响，红色曲线为静态接触角，绿色曲线为滚动角；(c)经过 10
次高速射流冲击后所有不同几何形状的装甲化表面均保持其超疏水性，

* > 150°且roll-off < 10°；注：用于测量接触角或滚动角的液滴(5 l)与基底
的接触面积远远小于比射流的冲击面积，射流直径 2.5 mm，流速 20.4 m
s−1，每次测试喷射时间 100 ms，喷出水的体积为 10 ml，所有测试样品的
填充材料均为 Ultra-Ever Dry 涂料，误差带为至少 3 次独立测量值的标准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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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高速射流（直径 2.5 mm）冲击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高速摄影照片，底部的
四张照片显示，射流撞击后的一些残余液滴在撞击表面后能完全反弹，说
明被射流冲击的表面仍然保持了超疏水性。试验在恒压(1.4 MPa)条件下进
行，t = 100 ms，从喷嘴共喷出 16 ml 水，可计算出射流的平均喷射速度
为 32.6 m s-1 (We  36478)

图 4-12 高速射流（直径 0.5 mm）冲击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高速摄影照片，第二排
照片显示，射流撞击后的一些残余液滴撞击表面后完全反弹，说明被射流
冲击的表面仍然保持了超疏水性。试验在恒压(1.0 MPa)条件下进行，t =
500 ms，从喷嘴总共喷出 3.1 ml 水，可计算出射流的平均喷射速度为 32 m
s-1 (We=3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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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测试了直径为 0.5 mm 的超细高速射流，考察装甲结构对填充纳
米材料的保护性，在 32 m s-1(We ~ 35165)的速度下，持续冲击 100 ms，如图 4-12
所示，射流冲击后的残余小液滴，撞击表面后仍能完全反弹，表明装甲表面仍然保
持了较好的超疏水性。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表现出的优异的抗高速水流冲击能力，主要是因为刚性微
尺度连续框架结构承担了占主导作用的水流冲击时产生的水锤压力[81]，降低了液
体对纳米结构的穿刺，使纳米填充材料免遭高速水射流冲蚀。此外，装甲结构的封
闭腔室截留空气，可以增大液体与空气之间的压差，减弱了液体弯液面对纳米结构
的冲击[135]。

4.4.4 抗冷凝失效性能良好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尤其是材料表面暴露于低温高湿或高温高湿环境中时，表
面难免会发生水蒸气冷凝及凝液积聚，而凝液积聚极有可能导致涂层被破坏，从而
使表面的超疏水性难以持续[54-56, 60, 61, 104, 136]。因此，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有必
要对表面的抗冷凝失效性能进行表征。通常，水蒸气在冷凝表面会经历冷凝成核、
微液滴长大、微液滴合并以及液滴脱落等过程，尺度从纳米跨度到毫米。在我们的
冷凝实验中，通过带有微距镜头的高速相机或将高速相机架设于显微镜上进行拍
摄，可观察到冷凝微液滴的生长、合并以及脱离等阶段。实验结果表明，摩擦磨损
后的装甲化表面即使经过 12 h 的低温高湿和高温高湿冷凝实验后，仍能保持其超
疏水性，表现出了优异的抗冷凝失效性能。
低温冷凝测试实验装置如图 4-13(a)所示，从图 4-13(b-c)的宏观照片（单反相
机拍摄）可以看出，摩擦磨损后的装甲化表面经 120 min 的冷凝实验后（冷台温度
∼2 °C，环境温度为∼ 24 °C，相对湿度为∼ 75%，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使用蜡烛会为
模板的纳米二氧化硅填充），表面的液滴形态及分布与 15 min 时冷凝表面的液滴形
态及分布较为相似，液滴在表面均呈球状且随机分布，在液滴达到一定尺寸后从表
面滚落，全程无冷凝液膜形成。相反，在相同的冷凝条件下，未引入微结构装甲的
纳米二氧化硅超疏水表面则在 15 min 之后就发生了涂层的破坏和脱落，完全失去
超疏水性。此外，微柱子超疏表面，冷凝液滴一开始就从结构底部发生冷凝，15 min
以后，冷凝水滴浸润了整个表面。我们用显微镜进一步观察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
冷凝过程，冷凝条件和上述一致。从图 4-14 的显微镜照片可以看出，表面的冷凝
液滴经历了液滴长大、合并并在达到一定尺寸后从表面滚落。在该过程中，装甲化
表面会出现整齐的液滴阵列。由于冷凝液滴不断脱离表面，这将使液滴成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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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脱离这一冷凝过程长期循环。在冷凝进行 12 h 以后，上述冷凝过程仍在高效
循环，表面的液滴呈珠状且未观察到冷凝液膜。

图 4-13 装甲化表面的冷凝测试。(a)冷凝实验装置示意图；(b-c)照片展示的是三种
超疏水表面在 15 min 和 120 min 时的冷凝情况；(c)中插图为对应超疏水表
面的 SEM 照片；从左往右依次为纳米二氧化超疏水表面、微柱子超疏水
表面、纳米二氧化硅填充的硅基倒四棱锥装甲表面

图 4-14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不同冷凝时间点的显微镜照片；冷凝实验选用 f micro ~
3%，w+l = 25 m 的硅基装甲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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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经过摩擦磨损后的装甲化表面的微结构顶部由于其疏水涂层被破
坏暴露了硅基材料，从而表现为亲水性，因此该表面变成了微结构顶部亲水其余部
位疏水的亲疏水组合表面[69, 137]，如图 4-15(a)所示。由于亲水点的冷凝成核能垒显
著低于疏水点的成核能垒，因此，在该表面上，水蒸气会优先在微结构顶部成核并
快速生长[51, 102]，。另外，由于填充的纳米二氧化硅材料具有比微结构更高的热阻，
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冷凝成核和生长优先发生在微结构表面。正是由于微结构与纳
米材料表面能和热阻的差异，共同促使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冷凝成核的高选择性，
如图 4-15(a-c)所示。从图 4-15(b) 冷凝初期的显微镜照片可以看出，超过 90%的液
滴出现在微结构表面。

图 4-15 (a)冷凝液滴在装甲表面选择性成核和生长，表面为磨损后的纳米二氧化硅
填充的装甲表面；(b)光学显微镜照片显示气-液冷凝优先发生在微观结构顶
部；(c)光学显微镜照片显示冷液滴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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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亲水位点比疏水位点具有更高的液滴粘附性，因此，即使超疏水纳米结
构区域有冷凝小液滴生成，也会被亲水位点的液滴通过不对称合并吸附至微结构
顶部，从而保持纳米结构表面的干燥。在这种选择性液滴成核和生长模式，以及冷
凝液滴定向合并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表面呈现出有序的冷凝液滴阵列的现
象，如图 4-14 和 4-16(d)所示。此外，随着装甲化表面液滴尺寸的不断增大，当液
滴合并后释放的表面能足以克服表面与液体之间的固-液粘附力及液滴自身重力的
时候，合并后的液滴将发生弹跳现象（尤其是多液滴合并）。液滴脱离后又创造出
新的冷凝位点，如图 4-16(e)所示。而未发生弹跳脱离的液滴，其尺寸将进一步增
大，一旦重力克服了表面对液滴的钉扎，液滴就会从表面滚落。该液滴在滚落过程
中将带走路径上的其他冷凝液滴，使该滚动路径区域被“扫除”式“刷新”，水蒸气
在该区域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冷凝、生长、合并及脱落过程。因此，表面一直处于持
续滴状冷凝而非膜状冷凝的状态，如图 4-16(f)所示。

图 4-16 (a)刀片磨损后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冷凝液滴的聚集合并示意图；(b-c)光学
显微镜照片展示了冷凝水滴与微结构顶部表面的合并(b)和超疏水纳米结构
表面相邻水滴的合并(c)；(d)光学显微镜照片展示通过合并形成的液滴阵
列；(e-f)光学显微镜照片展示了由液滴合并引起的自发跳跃行为(e)和冷凝
液滴半径达到 500 m 以上时，在重力作用下滚落，并刷新了冷凝表面，
使凝结连续不断地进行(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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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充分考察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抗冷凝破坏性能，我们还进行了温度
约 100 °C 的蒸汽冷凝实验，实验装置和示意图如图 4-17(a-b)所示。从拍摄的宏观
照片可以看出，连续暴露在高温蒸汽环境下 12 小时以后，装甲表面仍然保持着超
疏水性能，表面上随机分布大小不一的冷凝液滴，且未出现液膜，如图 4-17(c)所
示。蒸汽遇到装甲化表面后，快速成核生长，并迅速脱离，使冷凝过程高效循环。

图 4-17 (a)热蒸汽在装甲化表面的冷凝示意图；(b)热蒸汽凝结试验装置照片，超疏
水表面附近蒸汽温度约为 100 C；(c)不同时间点装甲超疏水表面的热蒸汽
凝情况

综上，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由于微结构的引入，形成了非均相表面，出现了在微
观尺度上亲疏水性、热阻以及固-液粘附力的差异，共同促使冷凝成核和生长等过
程优先发生在微结构表面，使填充纳米材料长期保持干燥，避免了结构性破坏；而
长期保持干燥的超疏水纳米材料又阻碍了液滴进入微结构内部，避免了装甲化表
面的超疏水性失效。最终，成核-生长-合并-脱离这一冷凝过程在装甲化超疏表面持
续循环。因此，不管是暴露于低温潮湿的环境中还是高温潮湿的环境中，装甲化表
面即使在磨损后也能保持长效的抗冷凝失效性能，展现出了其极强的环境适应性，
为装甲化表面利用冷凝液滴实现自清洁功能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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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结
本章首先通过划痕测试、长效摩擦磨损测试、胶带剥离以及 ASTM 标准磨耗
测试，对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机械强度和耐久性展开了全面的评估，并建立了统一
测试模型。通过大量测试实验，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与传统表面进行了临界失效强
度对比，证明了装甲化表面的机械稳定性已取得质的提升。另外，还进行了化学及
热稳定性、抗高速射流冲击以及冷凝失效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具备的性能的
测试，结果表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这些方面均表现良好。本章建立了新的评价机
制，同时结合常规测试方法，对装甲化超疏水表面进行了全面评价，为超疏水表面
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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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应用于自清洁太阳能电池
5.1 引言
室外的太阳能电池面板积累灰尘和污垢是光伏发电行业存在的关键问题[27, 138140]

。灰尘和污垢严重影响太阳光的透过率，从而大幅降低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

效率。另外，鸟类粪便因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往往会造成电池短路等破坏性损伤。
尽管近年来不断研发出高效率的新型太阳能电池，但相比之下，新型电池带来的效
率提升在面板积灰导致的效率损失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一般来说，面板积灰会导致
电池发电效率平均每月下降 10%-25%。在部分地区，如中国、印度、阿拉伯半岛
等地的高雾霾区域，每月发电效率的下降可达 50%[27]。即使在空气质量较高的美
国加州，太阳能电池在使用 145 天之后也有 7.4%的发电效率损失[138]。面板积灰导
致大量的人力、水、电力等资源都花费在了电池面板的清洁过程中，如图 5-1 所示。

图 5-1 太阳能电池面板的传统清洗方法，技术人员在离地面很高的地方工作，在
喷洒淡水同时，不断刷洗太阳能电池板表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https://understandsolar.com/solar-panel-cleaning/

研究人员尝试使用具有荷叶自清洁效应的超疏水表面来清除灰尘，以长期保
持太阳能电池面板的高透光率[125, 141]。然而，超疏水表面必备的微纳粗糙度（尤其
是纳米尺度的结构）严重缺乏机械稳定性，无法承受在安装、运输等过程中的摩擦
磨损，以及室外使用场景中面临沙尘暴袭击，以及暴雨等高速水滴（流）的撞击。
另外，提供粗糙度的微纳米结构往往造成光散射从而减弱光透过率。因此，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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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具备机械稳定性和高透光率，已成为发展自清洁太阳能电池面板的技术难点，严
重阻碍了该策略在光伏领域中的应用[142-145]。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提出了装甲化超
疏水表面的概念，并尝试将其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盖板，在集成高光率和机械稳定性
的同时，还兼具其他户外耐受性，如耐化学腐蚀和热降解、抗高速水射流冲击以及
抗冷凝失效等。另外，本章还将研究依靠冷凝液滴而非雨滴的表面自清洁方式，为
少雨地区，提供自清洁解决方案。我们相信，透明、坚固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可以
解决太阳能电池板粉尘污染的关键问题，为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5.2 材料、试剂、仪器
实验材料
玻璃预制件采购至日本 Sumita Optical Glass 公司；硅基太阳能电池由汉能集
团成都研发与设计中心(Hanergy Chengdu R&D Center)提供。
加工、测试仪器
表 5-1 实验设备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高速相机

SA5

Photron

循环水冷台

自制

电子科技大学

低温循环冷阱

DLSB

郑州长城科工贸

精密玻璃成型系统(PGM)

自制

北京理工大学

紫外-可见-红外分光光度计

Cary 5000

Agilent

太阳能电池 IV 测试仪

VS-6821S

上海伟信

5.3 实验部分
5.3.1 光透过率测试
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光透过率使用紫外-可见-红外分光光度计(UV-进行
测试。使用积分球附件，采集波长 300 ~ 1200 nm 范围内的光透射率。自清洁玻璃
板为纳米二氧化硅填充的倒四棱锥装甲表面(w+l = 40 m, f micro  2%，制备方法见
本文 2.4.4)。测试时，以空气为空白对照，对比样品为普通平面玻璃（用于制作玻
璃装甲表面的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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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冷凝液滴自清洁实验
太阳能电池玻璃盖板的冷凝液滴自清洁效应通过高速相机和普通相机观察分
析。由超声波加湿器产生大量平均半径约 3.5 m 的小水滴模拟大雾环境，并将雾
滴导向自清洁基底表面，相对湿度~ 95%。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放置于一个倾斜
角度为~ 45°的铝合金冷台上，冷台的温度控制在~ 2 °C，使凝聚液滴在重力作用下
滚离表面并带走尘埃颗粒（通过收集成都空气中的灰尘获得）。装有微距镜头的高
速相机以每秒 5,000 帧的拍摄速度记录冷凝自清洁的微观机制，用单反相机拍摄记
录表面的自清洁效果。

5.3.3 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测试
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由商业化硅基太阳能电池和纳米二氧化硅填充的装甲化超
疏水玻璃盖板组成，如图 5-5(a-c)所示。通过太阳能电池 IV 测试仪测试了电池在
无玻璃盖板、自清洁玻璃盖板、普通玻璃盖板情况下的光电转换效率，同时，也评
估了灰尘污染后自清洁后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灰尘收集自成都当地的空
气）。装甲化超疏水太阳能电池表面的灰尘自清洁过程是通过将其置放于人造大雾
环境中实现，放置时间约 30 min，取出后待表面干燥后进行能源转换效率测试。

5.4 结果与讨论
5.4.1 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光透过率
微结构装甲增强超疏水表面稳定性的概念可以应用于玻璃基板，有望解决自
清洁太阳能电池玻璃盖板无法兼具机械稳定性和高透光率的难题。玻璃装甲化超
疏水表面的制备过程已在本文第二章 2.3.5 节详细论述(图 2-21)，通过填充纳米二
氧化硅并氟化，即可获得光透过率极高的耐磨超疏水表面。
通过紫外-可见-红外分光光度计测试了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和普通平面玻
璃（用于制作玻璃装甲表面的预制品）的光透过率，结果如图 5-2(a)所示，玻璃装
甲化超疏水表面的透光率甚至比普通玻璃基板略高。可以解释为：玻璃基底表面有
序的倒四棱锥微结构降低了光的散射和反射率。光射入表面遇到微结构侧壁，除一
部分透过之外，另外一部分被反射。由于玻璃结构侧壁具有一定的角度，这些反射
光可到达相邻结构表面并再次发生透射和反射[146, 147]。如图 5-2(b)所示，最初的反
射光可获得多次机会进入玻璃表面，从而提高光的透过率。另外，填充到玻璃微结
构当中的空心纳米二氧化硅尺寸低于 100 nm，具有极高的透明度，因此尽管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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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填充了纳米材料，但对光透过率的影响极小。截止目前，关于兼具优良机械稳
定性和高透光率的超疏水表面的报道尚属首次。

图 5-2 (a)普通玻璃（橙色曲线）和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橙色曲线）的光透过
率，插图照片展示了微结构装甲玻璃（左）和纳米二氧化硅填充的装甲化超
疏水玻璃（右）的透光率和超疏水性（右），倒四棱锥微结构的尺寸为 w + l
= 40 m, f micro  2%；(b)玻璃微结构产生的光捕捉效应，增强了光的透过率

5.4.2 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冷凝自清洁机制
在许多少雨的沿海地区，如美国加州海岸雨水不多，但经常出现浓雾[148, 149]。
在少雨多雾的情况下，自清洁效应将更多地依耐冷凝液滴滚落从而实现污渍去除。
本文第四章 4.4.5 曾详细讨论，装甲化表面可以很好的抵抗液滴冷凝引起的超疏水
性失效，这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借助冷凝液滴滚落实现自清洁创造了必要条件。因
此，为推动兼具优良机械性能和高透光率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自清洁太阳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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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领域的广泛应用，解决电池面板的积灰问题，我们对装甲化表面的冷凝自清洁机
制进行了研究。在相对湿度~ 95%的浓雾环境中，半径约 3.5 m 的小雾滴在表面
凝聚、合并生长形成几十至几百微米的液滴。同时，表面的尘埃颗粒也会被冷凝液
滴吞噬，并将其包裹，如图 5-3 所示。当重力作用克服了表面与液滴之间的固-液
粘附后，水滴就会夹带着尘埃自发滚落，也将带走滚落过程中遇到的灰尘。图 5-4
可以看出，覆盖在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灰尘颗粒在 25 min 内被完全清扫，使表面
洁净如初。而普通基底表面的积灰非但没有被冷凝水（滴）清洁，反而使灰尘的吸
附更牢固，加重表面污染。
综上所述，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可以在实际应用特别是在户外应用中长期
保持洁净和高透光率，应用于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盖板使之长时间保持高发电效率，
同时无需要人工清洁，将节省大量的淡水资源和人力成本。这种透明的高强度自清
洁表面，兼具化学和热稳定性，同时可抵抗高速水流（滴）冲击和冷凝失效，有望
解决光伏发电工业领域的粉尘污染难题，促进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

图 5-3 冷凝液滴自清洁的微观机制。高速摄影照片展示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基于
雾滴冷凝的自清洁过程，红色箭头标注的是表面的尘埃颗粒。黄色圆圈表
示水滴抓住了灰尘颗粒并滚落下来，时间序列照片通过装有微距镜头的高
速相机以每秒 5,000 帧的拍摄速率记录；装甲化自清洁表面置于一个倾斜角
度为~ 45°的铝合金冷台上，冷台温度控制在~ 2 °C；雾环境的相对湿度高达
95%，由超声波加湿器产生，小水滴的平均半径为 3.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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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自清洁效果。(a)凝结雾滴自清洁测试的装置示意
图；(b-c)单反相机照片展示了被灰尘污染的普通硅片(b)和装甲化超疏水表
面(c)上的雾滴凝结，装甲化表面通过自清洁效应高效地清除了表面的尘埃

5.4.3 自清洁太阳能电池可长期维持高的光电转换效率
本文第四章已详细讨论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具备的面向实际应用的多项性能，
且表现良好，为其在光伏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用作太阳
能电池盖板，可使盖板表面长期保持洁净和高透光率，保持高发电效率。我们制备
出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并与商业化的硅基太阳能电池（未经玻璃盖板封装的电
池，裸露于室外环境会大大降低电池的性能）组成了简易的自清洁太阳能电池面板，
如图 5-5(a-b)所示。通过太阳能电池的 IV 测试，考察了自清洁电池的短路电流密
度(Jsc)、开路电压(Voc)、填充系数(FF)，能量转换效率(Eff)等一系列衡量太阳能电
池性能的关键参数，如图 5-5(d-f)。通常情况下，电池在盖板封装后均会引起能量
转换效率(Eff)的轻微下降，但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盖板使转换率下降的幅度远远低于
普通玻璃表面，这也再次验证了装甲化玻璃表面拥有比普通玻璃表面更高的光透
过率。积灰污染的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灰尘覆盖率达到 30%，如图 5-5(c)，这也导
致光电转换率大幅降低，超过 30%。但经雾滴冷凝自清洁后，效率几乎实现了百分
之百的恢复，如图 5-5(d-f)所示。上述示范实验证明，将高强度且高透光率的装甲
化超疏水玻璃表面作为太阳能电池的自洁式盖板，可巧妙地利用雨或雾滴消除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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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电池面板的粉尘污染，长期维持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并节省大量的淡水资源、
劳动力成本，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

图 5-5 装甲化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的性能测试。(a)装甲化自清洁硅基太阳能电池的结
构示意图；(b-c)照片展示了覆盖有透明自清洁装甲玻璃的太阳能电池(b)，以
及灰尘污染的电池，尘埃覆盖率为 30%(c)；(d)不同玻璃盖板的太阳能电池的
I-V 曲线；(e) 不同玻璃盖板的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的比较；(f)不同玻璃
盖板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性参数比较，Jsc 为短路电流密度，Voc 为开路电
压，FF 为填充系数，Eff 是能量转换效率，误差带为至少 3 次独立测量值的
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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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小结
本章基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概念，在玻璃基底表面制备出装甲化超疏水表
面，使之在集成高强度机械稳定性、耐化学腐蚀和热降解、抗高速射流冲击和抗冷
凝失效等综合性能的同时，还拥有了高透光率。我们将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应用
于太阳能电池盖板，实现了表面依靠冷凝液滴清除尘埃颗粒的自清洁方式，为干旱
少雨地区，提供了新的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的解决思路。装甲化超疏水玻璃表面作为
太阳能电池的自洁式盖板，可巧妙地利用雨或雾滴消除表面的粉尘污染，长期维持
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并节省传统清洁过程中必需的淡水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推动光
伏产业的持续发展。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本文创新的装甲设计概念、通用的制造策略展示了将超
疏水表面推向现实应用的非凡潜力。这种透明的高强度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可以解
决汽车玻璃窗、建筑玻璃幕墙等多种工程工业领域中的表面积灰难题，将有力地推
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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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仿生超疏水表面由于其独特的固-液界面性质，在自清洁、生物防污、防结冰、
流体减阻和冷凝传热等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
注。由于传统超疏水表面的超浸润性和机械稳定性不可兼得，成为限制其实际应用
的最大障碍。另外，面向应用的超疏水表面还需具备化学稳定性、抗射流冲击和抗
冷凝失效等性能，这对超疏水表面产业化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本论文不同于常规增
强机械稳定性的方法，创造性地将表面的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拆分至两种不同
的结构尺度，并提出微结构装甲概念，保护超疏水纳米材料免遭摩擦磨损。本论文
主要解决了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不足这一关键问题，同时对其他性能进行优化，
推动超疏水表面真正应用于实际。
全文的主要结论及创新点如下：
首先，基于拆分超疏水表面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的思路，用微结构作为保护
纳米粗糙度的装甲，以提高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结合浸润性理论及机械力学原
理分析，得出连续结构、低结构面积分数、大侧壁角度(120  5°)三个微结构设计原
则，设计出以倒四棱锥微结构为代表的装甲表面。利用光刻、冷/热压等微细加工
技术在硅片、陶瓷、金属、玻璃基底表面成功的制备出了倒三棱锥、倒四棱锥和倒
六棱锥微结构装甲，并在微结构中填充纳米二氧化硅材料或喷涂 Ultra-Ever Dry 涂
料，成功的制备出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微结构装甲基底的选用具有普适性，且加
工技术成熟，可通过卷对板印刷技术大面积制造，为低成本应用奠定了基础。另外，
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保持了较高的透光率，为该表面应用于自清洁车用自玻璃、
太阳能电池盖板、建筑玻璃幕墙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利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原位成像证明了液滴在磨损后微结构表
面的稳定 Cassie-Baxter 态，同时表明填充纳米材料对液滴的稳定悬浮至关重要。
通过调节微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系统地探究了磨损前后表面静态接触角及滚动
角的衍变，并建立了理论模型，即无论装甲微结构在磨损前后是否发生浸润性变化，
只要结构的固-液接触分数足够低( f micro< 8%)，装甲化表面的超疏水性仍会得以保
持。此外，利用液滴粘附力扫描显微镜，直观地测量了微结构装甲表面磨损前后的
粘附力变化，并通过粘附力云图进行了可视化比较。最后，通过液滴撞击和水流冲
击实验，考察了表面的动态浸润性。通过上述静态及动态的浸润性研究，很好地证
明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因其优秀的机械稳定性，保护了内部纳米结构不被磨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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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维持了稳定的 Cassie-Baxter 态。通过固-液接触分数调控，有效地解决了因摩擦
磨损改变表面化学性质，引起超疏水性退化的难题。
另外，通过划痕测试、长效摩擦磨损测试、胶带玻璃以及 ASTM 标准磨耗测
试，对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机械强度和耐久性展开了全面的评估，并建立了统一测
试模型。通过大量测试实验，将装甲化超疏水表面与传统表面进行了临界失效强度
和循环摩擦次数对比，结果表明装甲化表面的机械稳定性已取得实质性提升（约两
个数量级）。另外，还进行了化学及热稳定性、高速射流冲击以及冷凝失效等实际
应用场景要求的综合性能测试，结构证明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上述测试中表现优
越。本文建立了新的超疏水表面性能评估机制，结合常规测试方法，对装甲化超疏
水表面进行了全面评价，为超疏水表面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最后，利用制备的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在集成高强度机械稳定性、耐化学
腐蚀和热降解、抗高速射流冲击和抗冷凝失效等综合性能的同时，还拥有了高透光
率。我们将玻璃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盖板，实现了表面依靠冷凝液
滴清除尘埃颗粒的自清洁方式，为少雨地区，提供自清洁太阳能电池的解决方案。
装甲化超疏水玻璃表面作为太阳能电池的自洁式盖板，可巧妙地利用雨或雾滴消
除粉尘污染，长期维持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并节省传统清洁过程中必需的淡水资源
和劳动力成本，推动光伏产业的发展。
从工程应用角度来看，本文创新的设计原则和通用的制造策略展示了将超疏
水表面推向现实应用的非凡潜力。这种高透光率且高强度的装甲化超疏水表面可
以解决汽车玻璃窗、建筑玻璃幕墙等多种工程工业领域中的灰尘污染难题，将有力
的推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后续研究工作将集中在装甲化超疏水表面的大批量
生产制造上，图 6-1 展示的是将卷对板压印技术应用于微结构装甲的大面积制备。
该方法有望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丰富表面的应用形式，推动超疏水表面走进日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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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卷对板压印技术是大面积制备微结构装甲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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