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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荷叶效应”和“玫瑰花效应”的启发，超疏水表面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关注。

这些具有特殊浸润性的表面(超疏水，超双疏表面)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业界等许多领域有

着极其重要的应用前景。浸润性和粘附性都是固体表面的重要性质。一般来说，固体表

面的浸润性和粘附性是由固体表面的化学组成和表面形貌结构共同决定的。因此通过改

变固体表面化学成分和表面微观结构可以实现对润湿性和粘附性的调控。通过调节固体

表面化学成分和微观结构实现水粘附性调节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另外，由于环境的

复杂多变，制备仅仅排斥水滴的表面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和生活的需要。因此，制备既可

以排斥水滴又可以排斥油滴的表面(称之为超双疏表面)可以极大的扩大超疏水表面的应

用。尽管已经有很多关于超疏水、超疏油表面的报道，而且制备工艺也越来越成熟，但

仍然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技术方法上，很多用于制备超疏水材料的方法仍然

存在设备原材料昂贵、步骤繁杂、重复性差、只适合用于实验室研究却无法用于制备大

面积超疏水表面等；从稳定性方面来看，目前大多数制备的超疏水表面化学稳定性差和

对机械作用力很敏感，主要表现在恶劣的环境和一定的机械作用力容易使超疏水性能丧

失，这些都极大的阻碍了超疏水表面的实际应用和工业生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现有

的关于超疏水、超双疏表面制备的研究中，大多缺乏对其超疏水、超疏油稳定性的系统

性的、定性定量的研究和评价。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差是相关研究领

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制备具有超强或者是良好稳定性的超疏水、超双疏表面也越来

越成为研究者们努力的目标。因此，选择经济合适的材料, 开发操作简便、快速高效、

重复性好、可以大面积工业应用的制备超疏水表面的方法, 并且得到具有优良稳定性的

超疏水表面是非常必要的。本论文利用多种经济、快速以及高效的技术方法在固体表面

构筑了微纳米结构，采用化学物质调控固体表面的自由能，实现了对固体表面润湿性和

粘附性的调控；通过构筑精准的粗糙结构，制备了一系列具有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良好

的机械持久性能的超疏水、超双疏材料。重点对所制备的超疏水和超双疏材料的稳定性

做了系统的、定性定量的测试和评价，为超疏水、超双疏材料的进一步实际应用提供了

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研究工作内容和结果如下： 

(1) 利用一步阳极氧化法在低纯度铝金属基底上在不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下制备得

到了超疏水表面。通过仅仅调节反应参数，得到了两种具有不同形貌的氧化铝超疏水表

面。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形貌结构导致了很大的水粘附差异性。低粘附超疏水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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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接触角为 157°，可以获得低至 1° 的滚动角。而与此差异很大的是，高粘附超疏水表

面获得的水接触角为 154°，并且水滴紧紧粘附在表面，最大可以承受的倒置水滴的重量

高达 15 μL。获得的超疏水氧化铝表面还表现出良好的机械性能，并且在冰水、沸水、

高温、溶剂和油污染等恶劣环境下可以保持稳定性。 

(2) 采用一种经济和高效的一次阳极化方法结合低表面能物质修饰制备了具有一系列优

异性能的大面积超疏水氧化铝涂层。实验详细研究了反应参数包括阳极化时间、阳极化

电流密度、反应液温度对表面形貌和表面润湿性的影响。通过一步阳极化反应快速制备

了具有分级粗糙结构的氧化铝试样。当这种粗糙结构与低表面能物质相结合时可以使得

氧化铝表面取得优异的疏水性能和极滑的滚动性能。我们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低表面能

物质(全氟三乙氧基硅烷和硬脂酸)来修饰所得到的粗糙表面，并详细比较了这两种不同

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能。测试结果表明，相比于硬脂酸修饰的超疏水

表面，被全氟三乙氧基修饰的表面有着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较强的机械持久性。 

(3) 通过一种分级氧化铝模板润湿的方法制备了三种不同的具有大孔结构的超疏水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PMMA)表面。这种新颖的大孔氧化铝模板可以通过一步阳极氧化方法得

到。制备的 PMMA 表面成功地复制了这种分级氧化铝模板的大孔结构。通过控制反应

温度，可以得到三种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 PMMA 表面。测试结果证明了这三种 PMMA

大孔结构在经过低表面能物质修饰之后不仅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能并且还表现出很大的

水粘附性差异。低粘附 PMMA 表面取得的接触角和滚动角分别为 158° 和 3°。而高粘

附表面可以获得 152° 的接触角，可以承受的最大倒置水滴的体积达到 10 μL。更重要

的是，本文制备得到的超疏水 PMMA 样品在经过强酸/碱溶液，不同的有机溶剂和长时

间的放置等处理之后，还能保持很好的超疏水性能。 

(4) 提出了一种酸腐蚀和沸水浸润相结合的方法在铝金属基底上制备了超双疏表面。这

种表面由微米级的阶梯结构和纳米级的花片状结构组成，可以排斥具有很低界面能的油

滴, 例如，正十六烷和十二烷。实验分别研究了单一的微米结构、单一的纳米结构和微

米纳米级相结合的结构对表面润湿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证明只有微米级纳米级结构相结

合的表面可以实现超疏油性能。本实验工作还采用了很多种方法重点详细研究和评价了

这种超双疏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超双疏表面具有良好的

稳定性，可以抵抗大部分的化学和物理性的破坏。 

(5) 采用一步热氨水反应的方法在铝金属表面构建了三角形棱柱阵列结构位于纳米花片

状结构之上的分级结构。再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之后，可以实现超疏油性能。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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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界面张力在 25.3-72.1 mN m
-1 范围内的水滴和油滴都有很好的排斥性。采用了多种

方法评价表征了超双疏表面的化学稳定性以及抗腐蚀性能。 

 

关键词：铝；超疏水；超双疏；粗糙结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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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pired by “lotus effects” and “rose effects”,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have arous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s in recent decade. Those surfaces that own special wettabilities (such as 

superhydrophobic, superamphiphobic/superoleophobic surfaces) have significant applications 

in daily life and industrial areas. Both wettability and adhesion are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solid surfaces. In general, the two properties of the surface can be determined by surface 

composition and surface structure. Therefore, the wettability and adhesion of the solid surface 

can be controlled through regulating the surface composition and morphology. Moreover, due 

to the complex and versatile outdoor conditions,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that can only repel 

water cannot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and real life. Thus, 

superamphiphobic/superoleophobic surfaces that can repel both water and oil can greatly 

widen the applications of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Up to now, although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killed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fabricate artificial superhydrophobic or 

superamphiphobic surfaces, many exigent problems are still unsolved. One hand, many 

preparation methods suffer the problems such as expensive materials or equipments, multiple 

and complex fabrication steps, bad repeatability, and unable to fabricate large-area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etc. On the other hand, in regard of the stability, most of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are weak and sensitive to sever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mechanical damage. The above mentioned problems greatly restrict the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ivity of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Another most important area is that many related 

studies about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do not involve th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of 

superhydrophobic stability, in other words, their ability to resist harsh conditions. However, 

since the stabilit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applications in daily life and industrial area, 

preparing superhydrophobic or superoleophobic surfaces with robust stability ar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researchers. How to solve the weak chemical stability and mechanical durability of 

most of superhydrophobic or superoleophobic surfaces is very urgent. In conclusion, it is very 

necessary and significant to optimally select the inexpensive materials and develop 

convenient, highly efficient, good repeatable, and large-area industrially applied techniques to 

fabricate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ith fascinating stability. We uses many ki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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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to build micro/nano structures combining the chemicals to adjust surface free 

energy on diverse polymer and metal substrates. Not only realize the regulation of the surface 

wettability and adhesion, but also achieve a series of chemically stable and mechanically 

durable superhydrophobic and superoleophobic surfaces. Specially, we mainly evaluate and 

characterize the stability of the as-prepared superhydrophobic or superamphiphobic surfaces 

in detail. 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results provide meaningful guide for furthe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main work and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Superhydrophobic alumina surface containing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as obtained by 

using an effective and one-step anodic technique without surface modification. By only 

controlling the reaction parameters, we obtained two kinds of superhydrophobic alumina 

surfaces with diverse morpholog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se two surfaces 

result in huge difference in water adhesion. The surface with low adhesion presented a water 

contact angle (WCA)  of 157°, and a very low sliding angle (SA) of 1°. On the contrary, the 

surface with high adhesion obtained a WCA of 154°, and the water did not fall down even 

when the surface was upside down. The sticky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was demonstrated to 

sustain the inverted water up to 15 μL. The as-prepared surfaces were proved to present good 

mechanical performance. Moreover, the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could also withstand ice 

water, boiling water, high temperature, and oil contamination. 

(2) A highly efficient anodized method was used to prepare large-area chemically stable and 

mechanically durable superhydrophobic alumina surfaces.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best 

preparation parameters to fabricate rough hierarchical morphology on the surfaces, the effects 

of the anodized parameters including current density, electrochemical anodization time, and 

electrolyte temperature on surface topography and surface wettability wer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These parameters determine the surface architectures that influence the 

hydrophobicity.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hen combined with low surface energy conferred 

the surface excellent water-repellency property. We modified the as-prepared surfaces by 

using [1H, 1H, 2H, 2H-perfluorodecyltriethoxysilane] (PDES) and stearic acid (STA) 

materials. The chemical stability and mechanical durability of the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ere evaluated and studied by a variety of methods. The obtain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DES-modifie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presented more outstanding stability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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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stability and mechanical durability toward numerous harsh conditions and also 

showed superior corrosion resistance. 

(3) Three kinds of superhydrophobic macroporous 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 surfaces 

with controllable adhesion through template wetting method were prepared. The template 

used in this work was the hierarchical alumina membrane (HAM), which was fabricated by 

one-step anodization method.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esultant PMMA surfaces 

replicated the macroporous structures of the HAM template successfully. By adjusting the 

wetting temperature, we obtained three PMMA surfaces with diverse morphologies. With the 

subsequent modification, we found that the three samples all achieved superhydrophobicity, 

especially they presented huge morphology-dependent adhesion differences. The slippery 

surface with shallow bowl-shape structure achieved a WCA of 158° and a low SA of 3°. 

While the sticky surface with deep honey comb structure presented very high water adhesion 

and achieved a WCA of 152°. The sticky surface supported the inverted water up to 10 μL. 

Moreover, the as-prepared PMMA samples showed stable superhydrophobicity over a wide 

pH range, organic solvents immersion, and long-term time period.  

(4) The combination of acid etching and boiling water immersion method was applied to 

fabricate superamphiphobic aluminum surfaces. The microsteps and nanoplatelets structure 

were built on the surface. The resultant surfaces were demonstrated to be able to repel oil 

drops with very low surface tension (such as hexadecane or dodecan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individual microstructure, the individual nanostructure, and the dual structure 

containing micro/nano structure on surface wettabi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only the 

hybrid structure with micro/nano structure realized superoleophobicity. The chemical stability 

and mechanical durability of the resultant superamphiphobic surface were evaluated and 

tested by many kinds of methods in deta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face achieved 

superior stability, which withstood many kinds of chemical and physical damages. 

(5)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onsisted of triangular prism arrays and nanoplatelets w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on aluminum surfaces, through a one-step hot ammonia etching method.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hen combined with fluorosilane realized superamphiphobicity, 

which showed repellency to water and oil droplets with surface tension ranged of 25.3-72.1 

mN m
-1

. The effects of reaction time and ammonia concentration on surface wett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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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sion were investigated. We evaluated and characterized the chemical stability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superamphiphobic surfaces by various methods. 

Keywords: Aluminum; Superhydrophobic; Superamphiphobic; Rough structure;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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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固体表面润湿性概念以及常用的理论基础 

1.1.1 润湿性的基本概念以及用于描述润湿性的参数 

表面润湿性通常指的是固体表面上的气体被液体取代的过程，即液体在固体表面铺

展的过程，它是固体表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性质[1]。表面润湿性无论是在人类的日常

生活中还是在工业生产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日常生活中的防水涂布、自清洁玻璃、

工业上矿物的泡沫浮选、石油的开采、工业生产中的黏附与粘结、防水、洗涤、喷洒农

药消灭虫害、制造相片用的感光乳剂的涂布、机器用的润滑油[2-9]。油漆的流干性能等

都与表面润湿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大量的研究表明，固体表面的润湿性是由它的表

面化学组成、微观以及宏观几何结构共同决定的[10]。通过调节和改变固体表面的化学成

分和表面形貌结构，可以人为地控制固体表面的润湿性能，从而使其为人类日常生活和

工农业生产所用，这对推动人类的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很多外界影响因素

比如光、热、磁场、热以及溶剂等对固体表面的润湿性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目前，研究者们通常用液体在固体表面可以取得的静态接触角(Contact angle, CA， )

大小来表征固体材料的润湿性。静态接触角的定义为：如图 1-1 所示，在平衡状态条件

下，在固-液-气三相交界处分别对固体和液体表面做切线，两条切线所形成的夹角称之

为静态接触角 。以水滴为例，按照水滴在不同材料表面可以取得的静态接触角大小不

同，固体材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当水接触角小于 90°，称这种材料为亲水材料。当水

滴在固体表面极易铺展，呈现的水接触角小于 5°时，我们称这种材料为超亲水材料。当

水接触角大于 90°，称之为疏水材料。当水滴在固体表面呈现完美的圆形形状时，可以

获得的接触角大于 150°时，我们把这类材料称之为超疏水材料。例如荷叶表面，就是超

疏水材料的典型代表，这种表面具有较大的接触角和较小的滚动角(Sliding angle，SA，

 )，水滴在上面不能稳定的停留，具有排斥水滴的能力。滚动角和接触角滞后(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CAH) 通常用来描述液滴放置于倾斜的固体表面时的润湿行为。滚动角

一般是指液滴处于倾斜表面时液滴即将从倾斜表面滚落所需固体表面的最小倾斜角。如

图 1-2 所示，液滴处于倾斜表面时，前面的动态接触角(称之为前进接触角，Advancing 

contact angle, adv )与后面的动态接触角(称之为后退接触角，Receding contact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 
 

 

 

 

 

 

图 1-1 接触角示意图 

Figure 1-1 The Young’s definition of contact angle 

 

 

 

 

 

 

图 1-2 放置于倾斜表面上液滴的滚动过程 

Figure 1-2 Tilted surface profile (sliding angle,  ) with a liquid droplet; advancing and 

receding contact angles are adv and rec , respectively. 

angle， rec )之差称之为接触角滞后  [11-15]。通常前进接触角大于后退接触角。一般来

说，固体表面的静态接触角是处于前进接触角和后退接触角之间的。静态接触角大于

150°，滚动角或者是接触角滞后小于 10°时，这一类表面就是类似于具有荷叶效应的自

清洁表面。固体表面的接触角滞后和滚动角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公式 1-1 来描述[16]： 

(sin ) / (cos cos )LV REC ADVmg w                                        (1-1) 

其中，m 和w分别是指液滴的质量和宽度， g 是指重力加速度， LV 是指液气界面

张力。方程表明，当固体表面的接触角滞后越小时，其滚动角也越小。固体表面的接触

角滞后和滚动角数值的大小反映了固体表面对液体的粘着力或者说液滴从固体表面脱

离的难易程度，接触角滞后和滚动角越小表明固体表面对液体的粘着力越小或者说液滴

就越容易从表面脱离，此类表面就越有利于实现超疏水、自清洁性能[12, 17]。 

1.1.2 Young 理论 

液体表层的分子和处在液体内部的分子所受到的作用力力场是不一样的。处于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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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分子由于受到周围同种分子对称的作用力，因而可以相互抵消。但是与液体内部

分子不同，处于表面层的液体分子并没有被同种分子完全包围，它们同时受到液体内部

分子的作用力和气体分子的作用力。在气液界面，指向气相的气体分子的引力要比指向

液体内部分子的引力小很多，因此处于气液界面的那部分分子受到的作用力是指向液体

内部的引力。如果从液体内部将一个分子移到表层，系统要克服这种分子间的引力做功，

使得自由焓增加。相反，当表层的分子移动到液体内部时，系统自由焓会降低。由于系

统维持能量越低时越稳定，因此液体表面总是呈现自动收缩的现象。 

人们早在19世纪就已经对表面润湿行为展开了理论研究。润湿现象的本质是固体、

液体、气体三相交界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这三个界面张力平衡的结果。1804

年，英国科学家 Thomson Young 最先提出了理想固体表面(即固体材料表面绝对光滑并

且化学组成均一) 的静态接触角 的大小与表面张力之间的关系(即是经典的 Young’s 方

程)如公式 1-2 所示[18]， 

  
0c o s ( ) /S V S L L V                                                       (1-2) 

公式 1-2 中 0 表示固体表面的本征静态接触角； SV ， SL 和 LV 分别代表固气、固液和

液气界面的表面张力。 

由 Young’s 方程可以得知，通过控制固体表面的化学组成即表面修饰手段来降低表

面自由能能够提高表面的本征接触角。研究表明，采用氟原子取代高分子碳氢化合物中

的氢原子而得到的含氟化合物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表面自由能，而且被取代的氢原子越

多，表面自由能降低的越多。因此对于超疏水表面而言，表面自由能降低的越多，可以

获得更大的静态接触角，越有利于实现超疏水性能。因此，含氟化合物是修饰表面而降

低表面自由能从而实现超疏水性能的理想选择。但是，通过化学表面修饰的方法降低表

面自由能是有限度的。研究证实，一些氟化物表面(例如聚四氟乙烯，PTFE)或者是经过

氟化物修饰的固体表面可以获得最低的表面自由能(6.7 mJ/m
2
), 但是水滴处于此类光滑

的氟化物表面取得的静态接触角不会超过 120°
[19]。 

1.1.3 Wenzel 理论 

Young 氏方程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固体表面的润湿行为，但是事实上，Young 氏方程

所描述的理想固体表面是不存在的，实际的固体表面都会有一定的粗糙度。1936 年，美

国科学家 Wenzel 进一步拓展了 Young 氏方程的应用范围，针对粗糙固体表面，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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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湿理论(即是经典的 Wenzel 理论)
[20]。如下图 1-3a, b 所示，假设粗糙固体表面的结构

尺寸小于水滴尺寸的大小，那么当水滴接触这类固体表面时，水滴与固体之间没有空气

气囊的裹缚，我们把这一类固体界面称之为均匀界面，水滴在均匀界面的接触角则可以

用 Wenzel 公式来表达，如公式 1-3 所示[20-22]： 

0cos cosfR                                                        (1-3) 

公式 1-3 中， 是指粗糙表面的接触角数值， 0 是指光滑表面的接触角数值。 fR 是指粗

糙度因子，定义为固体真实的固液面积 SLA 与其几何投影面积 FA 的比例(公式 1-4)。 

SL
f

F

A
R

A


                                                              
(1-4) 

因为粗糙度因子 fR 是一个大于 1 的数，从 Wenzel 公式中可以推断出，对于一个本身就

疏水的材料( 0 90  )而言, 增加其表面的粗糙度 fR ，会使得该表面变得更加疏水。而对

于本身亲水的材料( 0 90  )而言，增加表面的粗糙度会使得该表面更加亲水。 

 

 

 

 

 

图 1-3 (a-b) 液滴处于固体表面呈现 Wenzel 润湿状态 

Figure. 1-3 (a-b) Wenzel wetting state of a liquid droplet on the rough surfaces 

1.1.4 Cassie-Baxter 理论 

 

 

 

 

 

图 1-4 (a-b) 液滴处于固体表面呈现 Cassie-Baxter 状态 

Figure 1-4 (a-b) Cassie-Baxter wetting state of a liquid droplet on the rough 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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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Wenzel 理论是假设液体完全浸入了固体表面的粗糙结构并在液体的下方形成

了均匀的固液界面。因此 Wenzel 公式的适用范围也受到一定限制。1944 年，Cassie 和

Baxter 又进一步扩展了 Wenzel 理论。他们假设液滴不会渗透浸入表面的粗糙结构中，

而是悬在粗糙结构之上，这样一部分空气囊或者空气气泡就会被裹缚在固体和液体表面

之间，形成复合的固-液-气复合界面，如图 1-4a, b 所示。处于 Cassie 润湿状态下的粗糙

固体表面的润湿性可以用以下的 Cassie-Baxter 方程来描述，如公式 1-5 所示[22-24]： 

0 0cos cos ( cos 1)f LA fR f R                                                (1-5) 

公式 1-5 中， LAf 是在液滴下方液气界面占整个结构的面积百分比。从 Cassie-Baxter 公

式可以推断出，对于一种亲水界面而言，接触角数值会随着 LAf 的增加而增加。如果 LAf

可以取得较大的数值，表面就可以变得超疏。然而，空气气泡的形成也存在不稳定的情

况。通过 Cassie-Baxter 公式可以知道，要使得一个亲水界面变得疏水， LAf 的数值必须

满足公式 1-6
[22]： 

0

0

cos

cos 1

f
LA

f

R
f

R







( 0 90  )                                                (1-6) 

从 Cassie-Baxter 公式还可以推断出，对于疏水表面来说，无论是粗糙还是光滑表面，接

触角数值会随着 LAf 的增大而增大。 

1.1.5 复合界面的稳定性和分级结构的作用 

由于固体表面的粗糙度和表面的不均匀性会导致接触角滞后现象的产生。如果将表

面粗糙度精确控制在分子尺寸级别，就有可能获得低至 1°或者更小的接触角滞后，此时

接触角滞后现象就可以完全消除[25]。接触角滞后是衡量液滴从倾斜界面滚落的能量耗散

的参数。接触角滞后小的固体表面水滴滚动角也会小。Nosononovsky 和 Bhushan 推导出

了接触角滞后和固体表面粗糙度的关系，如公式 1-7 所示[22, 26, 27]： 

0 0 0 0

0

cos cos cos cos
(1 ) ( 1 )

sin 2( cos 1)

a r r a
adv rec LA f LA f

f

f R f R
R 

   
 



 
    

 
              

(1-7) 

对于均匀界面而言， 0LAf  ，而对于复合界面来说， LAf 是一个非 0 的数值。从公式可

以推断出，对于均匀界面来说，增加粗糙度(较高的 fR )数值会增加接触角滞后(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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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rec  数值)。而对于复合界面来说，精确控制 LAf 数值可以同时得到较大的接触角和

较低的接触角滞后[28-35]。因此，复合界面更有利于实现超疏水和自清洁性能。 

复合界面的形成是一种依赖于液滴的相对尺寸和固体表面粗糙度细节的多尺寸现

象。尽管有的时候固体表面从几何结构特征可能会形成一个复合界面，但是从能量最低

的原理角度来看，液滴有可能会渗透浸入凹槽中形成一种均匀的界面。复合界面是不稳

定的，并且可以相反地转换成均匀界面，因此导致超疏水性能的破坏。为了形成一个包

含束缚在固体和液体之间空气气泡的稳定复合界面，应该尽量避免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比

如说毛细作用力、纳米液滴凝缩、表面不均匀性和液滴压力。因为液气界面是否产生取

决于相邻凸起结构的距离与液滴半径之比，所以对于纳米结构特征相对而言可以取得比

较大的 LAf 数值。此外，纳米尺寸的凸起结构可以粘附液滴，并且同时阻止液滴浸入凸

起结构之间的凹槽中。微米级的结构和纳米级的结构都可以获得较高的 fR 数值[22]。

Nosonovsky 和 Bhushan
[27]研究了复合界面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发现凸形界面会形成稳定

的界面和较高的接触角。他们同时还指出液滴的重量和曲率也是影响界面转换的因素。

他们还证明了凸形表面微米级和纳米级粗糙度的结合(多尺度粗糙度)可以有效地阻止不

稳定性。这同时还有助于阻止在凸起结构之间形成间隙，从而阻止液滴浸入。粗糙度对

润湿的影响是依赖于尺寸的，并且复合界面的不稳定机制也是依赖于尺寸的。为了有效

地避免这种尺度依赖性的机制，多尺度粗糙度界面更有利于实现超疏水[27, 34-38]。 

1.1.6 Wenzel 润湿模式与 Cassie-Baxter 模式的转化 

由于超疏水表面一般来说是需要稳定的复合界面的，所以了解 Wenzel 和

Cassie-Baxter 之间的转换机制是很重要的。Nosonovsky 和 Bhushan 
[33, 39]用实验数据证明

了从 Cassie-Baxter 向 Wenzel 机制转换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种转换是可以通过施加

压力[40, 41]、电压[42]、光[43]和振动[44]等来诱导的。但是从 Wenzel 向 Cassie-Baxter 的转换

没有被观察到。研究表明只有当 Wenzel 的净表面能与 Cassie-Baxter 模式相等时或者说

当用 Cassie-Baxter 模型推测的接触角数值和与 Wenzel 推测的接触角数值一致时，这种

转换才会发生。 

Lafuma 和 Quere
[45]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是能量合适的情况下，这种转换是不

会发生的并且得出这种转换是亚稳定的。Extrand
[46]认为 Cassie-Baxter 向 Wenzel 的这种

机制转换与液滴的重量密切相关，并且提出了接触线密度模型。当液滴的重量超过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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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线处对应的表面张力时，这种转换会发生。Patankar
[47]则认为这两种状态如何发生

是依赖于液滴如何形成的，也就是系统形成的历史过程。Quėrė
[48]也认为液滴曲率(曲率

依赖于液滴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差)可以调节改变这种转变。Nosonovsky 和 Bhushan
[49]则

认为这种转换是不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并且研究了可能的不稳定因素。也有人认为多

尺度粗糙度的曲率可以决定 Cassie-Baxter 润湿模式的稳定性[50-52]。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种转换机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论。 根据Nosonovsky和Bhushan
[33, 

39]提出的理论，由于粘附滞后的影响，润湿过程相比不润湿要消耗较少的能量，所以润

湿与不润湿之间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粘附滞后现象是导致接触角滞后的一个原因，同

时它也是导致 Wenzel 和 Cassie-Baxter 状态转换滞后的原因。他们还指出对于具有比较

低粗糙度的表面(例如在凸起之间较大的倾斜空间)，从能量适宜的角度，Wenzel 状态更

容易发生。然而，对于具有比较大的粗糙度的表面，则更容易发生 Cassie-Baxter 状态[53]。 

1.1.7 超双疏性质的实现机制[54]
 

超双疏表面是指该表面既可以超疏水又可以超疏油。超疏油表面指的是一类对具有

较低界面张力的油滴可以取得 CA 大于 150°和较低 CAH 的表面。简而言之，超双疏表

面不仅可以实现对水滴的排斥还可以实现对油滴的排斥。由于油的界面张力要小于水的

(72 mNm
-1

)，尤其是一些油(例如正十六烷，十二烷等)具有比较低的界面张力(范围在

20-30 mN m
-1

)，要远远小于水的界面张力。因此，要排斥这一类的油滴，必须更加严格

的控制表面粗糙度和表面自由能。 

由前面的 Young's 方程可以推知，当水滴放置于处于大气环境下的固体表面时，固-

气和液-气界面的夹角 w 可以由以下公式 1-8 表达： 

cos
SA SW

w

WA

 







                                                        

(1-8) 

其中 SA ， SW ，和 WA 分别是固-气，固-液和液-气的表面张力。 

当油滴放置于处于大气环境下的固体表面时，上述杨氏方程则可以修正如下： 

cos
SA SO

O

OA

 







                                                         

(1-9) 

其中 O 是固-油和油-气之间的夹角。 SA ， SO 和 OA 分别是固-气，固-油和油-气的表面

张力。从公式 1-9 可以推断出，只有当固-油的表面张力 SO 大于固-气表面张力 SA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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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获得疏油的表面。 

1.2 自然界超疏水表面 

经过上亿万年的进化，适者生存，很多动植物的表面进化形成了很特殊的结构形态，

这些特殊的形态结构给予了这些动植物表面优异、独特的功能。例如超疏水性质以及自

清洁功能等。例如荷叶表面的自清洁性能[55, 56]，壁虎在墙壁上自由行走的能力[57-59]以及

鲨鱼皮肤表面的低能耗涂层[60, 61]等。这些独特优异的功能使得动植物在自然界的残酷竞

争中能够得以生存和繁衍。自然界有很多动物，植物的表面都有超疏水特性，已经引起

了研究者们广泛的兴趣。下面就介绍几种比较典型的例子。 

1.2.1 荷叶 

 

 

 

 

图 1-5 (A)超疏水荷叶以及水滴置于荷叶表面的图像, (B)荷叶表面结构的低倍扫描电镜

图，(C)荷叶表面的高倍放大扫描电镜图像。单个乳突结构由类似于纤毛的纳米结构组

成。 

Figure 1-5 (A) Superhydrophobic lotus leaf and water droplet on the leaf (inset). (B) Low 

magnifica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mage of the surface structures on the 

lotus leaf. (C) High-resolution SEM (HRSEM) image of a single papilla consisting of 

cilium-like nanostructures
[9, 62, 63]

. 

荷叶的出淤泥而不染极好的描述了它的自清洁能力。图 1-5 显示了超疏水性植物荷

叶表面的微观 SEM 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出其表面由大量的大小不等的微米级的类似乳

突结构的突起组成，均匀地分布在表面。这些乳突状结构之间的距离大约为 20 μm。后

来，江雷研究小组进一步揭示了在这些乳突结构之间还铺满了绒毛般纳米棒状蜡晶状物

质(直径约为 100 nm)。因而得出荷叶表面超疏水的根本原因是形成了这种微米级结构和

纳米级结构相结合的复合结构。荷叶表面可以取得水接触角为 160.4°，滚动角为 1.9°。

随后，研究者们还发现了更多植物具有超疏水表面，例如美人蕉叶、甘蓝叶、水稻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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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头叶等。这些植物的共同特点都是可以取得较大的水接触角和较低的滚动角，表现出

很低的接触角滞后(hysteresis)，我们把这一类表面所呈现的性质称之为“荷叶效应” (lotus 

effect)
[9, 62, 63]。 

1.2.2 玫瑰花[64-67]
 

 

 

 

 

 

 

 

 

 

图 1-6 (A, B) 红玫瑰叶片的低倍和高倍扫描电镜图像，结果表明红玫瑰叶表面呈现规则

的微米乳突和纳米褶皱阵列结构。(C)水滴在红玫瑰叶片表面的形状图形，可以获得的

接触角数值为 152.4°。(D)当玫瑰叶倒置 180°，水滴的形状图。 

Figure 1-6 (A，B) SEM images of the surface of a red rose petal, showing a periodic arrary 

micropapillae and nanofolds on each papillae top. (C) Shape of a water droplet on the petal’s 

surface, indicating its superhydrophobicity with a CA of 152.4°. (D) Shape of water on the 

petal’s surface when it is turned upside down
[64]

. 

玫瑰花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滴在玫瑰花瓣表面的水

滴不会铺展，而是保持圆形水滴状。2008 年，江雷课题组报道了另外一种超疏水表面：

玫瑰花叶瓣表现出高粘附超疏水性能，水滴在其表面可以获得的接触角为 152.4°，但同

时当玫瑰花瓣倒置时，其表面的水滴不会掉落下来，紧紧的粘附在表面。与“荷叶效应”

相对，我们把这种具有高粘附性的超疏水性能称之为“玫瑰花效应”(rose effect)
[64]。这

种表面既可以获得水接触角大于 150°，但同时又保持很大的接触角滞后现象。图 1-6A, B

是玫瑰花瓣的微观扫描电镜图像，可以观察到表面均匀的分布着微米级的突起结构，平

均直径约为 16 μm，高度约为 7 μm。放大的 SEM 图像(图 1-6B)进一步证明在这些突起

结构的周围有着纳米尺寸的表皮折叠结构，约为 730 nm 宽。与“荷叶效应”类似，研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 
 

究者们同样把这种表面可以取得接触角 152.4°归因于其表面微米纳米级复合结构，并认

为玫瑰花表面这种高粘附性质是由于其表面的微米级和纳米级结构尺寸要大于荷叶的

表面结构，液滴倾向于进入较大的尺寸结构内部。因此，在玫瑰花表面，液滴已经渗透

进入了表面的微观结构中，形成了 Cassie 浸润型，进入内部结构的液滴会紧紧的钉住

在玫瑰花表面，因此当玫瑰花倒置时，液滴不会掉落。随后，Bhushan 小组[65, 67]也对玫

瑰花表面展开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两种玫瑰花表面：高粘附和低粘附表面。并提出了

相关的机理解释。他们指出两种花瓣粘附力不同是因为表面分级结构之间的间隙和高度

的差异导致。当结构之间的间距比较大时，水滴会渗透进入结构底部，从而引起接触角

的减小和接触角滞后的增大，进而导致高粘附表面。 

1.2.3 壁虎脚掌[62, 68,69]
 

 

 

 

 

 

 

 

 

 

图 1-7 (A)一只壁虎处于麻醉状态下的照片图。插图是壁虎脚掌以及壁虎脚掌粘附水滴的

照片图， (B)壁虎脚掌的低倍扫描电镜图像，(C)壁虎脚掌上刚毛的扫描电镜图。(D)单

根刚毛的扫描电镜图像。刚毛表面有着很多类似于压舌板的分散的纳米结构。 

Figure 1-7 (A) Typical digital photographs of a gecko under anesthesia. The inset on the left is 

the profile of a water droplet with a spherical shape on the irregular surface of a gecko foot. 

The inset on the right shows a water droplet with spherical shape pinned on the gecko setae 

when the setae were turned upside down, exhibiting superhydrophobicity and a high adhesive 

ability towards water. (B) Low magnification SEM image of the gecko foot. (C) SEM image 

of setae on the gecko foot. (D) High-resolution SEM image of a single seta with branched 

nanostructures, called spatulae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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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很多动物可以非常自由的在墙壁上攀岩，壁虎就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2002

年，Autumn 小组发现壁虎的脚掌是超疏水的，可以取得的水接触角为 160°。但是与“玫

瑰花效应”类似，其表面也表现出很强的水粘附性。图 1-7 是壁虎脚掌的微观结构以及

其高粘附水滴图形。从图中可以看出壁虎脚掌由成千上万的规则排列的角质绒毛(又称

为刚毛)组成，尺寸约为 20-70 μm 长，直径为 3-7 μm。江雷小组还采用高灵敏度超微电

子天平测试了壁虎脚掌与水滴之间的粘附性，发现该粘附力在 10 到 60 μN 之间，并且

认为这种强水粘附性是由于壁虎脚掌纳米尺寸的刚毛与水滴之间的范德华力所致。 

1.2.4 水黾[70]
 

 

 

 

 

 

 

 

 

 

图 1-8 (a)一只水黾站立在河面上的照片图， (b)水黾脚掌在渗入水面时引起的最大深度

漩涡的侧面照片图，插图是其水滴置于其脚掌上的接触角形状图形。(c)水黾脚掌的低倍

扫描电镜图像表明分布着大量的定向排列的细长的微米级尺寸的刚毛。(d)刚毛结构上分

布着纳米级尺寸的凹槽结构。 

Figure 1-8 (a) Typical digital photographs of a water strider. (b)Typical side view of a 

maximal-depth dimple (4.38 ± 0.02 mm) just before the leg pierces the water surface. (c)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s of a leg showing numerous oriented spindly microsetae 

(d) and the fine nanoscale grooved structures on a seta
[70]

. 

水黾是一种常见的昆虫，如图 1-8a 所示，水黾拥有六条细细的长腿，它可以非常容

易地在水面上站立和行走，并且还可以在水面上快速的跳跃、滑行。水黾被形象地称为

“池塘中的溜冰者”是因为它即使是在运动的过程中，既不会润湿自己的腿部，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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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破水面。而且即使当它被远远大于自身重量的水滴砸到也依然不会沉入水中。江雷课

题组于 2004 年深入地研究了它的腿部的超凡能力。研究表明水黾单只腿可以在水面上

产生 152 达因的支撑力，是它自身体重的 15 倍，它能排开的水的体积是它腿部体积的

300 倍。水黾腿部可以取得的静态接触角为 167°。这些结果都证明了水黾腿部有着非常

优异的排水能力和超疏水性能。如图 1-8b-d 所示，利用扫描电镜观察它的腿部，发现有

无数的微米级尺寸的定向排列的刚毛结构，刚毛呈针状，根部直径约为 3 μm，长度约

为 50 μm。并且每个刚毛结构上面又存在很多精细的纳米尺寸的沟槽。这种复杂的多级

的表面形貌，以及表面的蜡层的共同作用使得水黾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自如。水黾在水面

上超强的支撑力是由于它的腿部精细的结构所致。 

1.2.5 蝴蝶翅膀[71-73]
 

 

 

 

 

 

 

 

 

 

 

 

图 1-9 (a-c) 蝴蝶翅膀表面的各向异性的超疏水性质。 (d-e) 蝴蝶翅膀表面的低倍和高倍

扫描电镜图像照片。 

Figure 1-9 (a-c) Butterfly wings with directional adhesion. (d-e)The low- and 

high-magnification SEM images of Butterfly wings
[72]

. 

许多昆虫，比如蝴蝶、蝉等都能够比较容易地除去其翅膀上的水滴或者脏物来保持

自身不被污染，并且它们的翅膀也可以保持不被雨滴润湿，因此，使得它们在雨中可以

顺利飞行。江雷课题组详细研究了蝴蝶翅膀表面的润湿性，发现蝴蝶翅膀表现出超疏水

性质，表面可以获得的水接触角约为 152°，但是却表现出具有方向性的水粘附性。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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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重心轴沿着外向径向方向的表面表现出类似“荷叶效应”的排斥水滴的性质，但是

与径向向内的方向的地方却表现出粘附水滴的性质。扫描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果发现蝴

蝶翅膀的表面由大量的方形鳞片组成，这些鳞片的长约 150 μm，宽约 70 μm。放大的电

镜图像表明鳞片表面布满了很多纳米级尺寸的独立脊状形条纹。研究还表明蝴蝶翅膀 

表面特殊的粘附性各向异性是因为它表面纳米级的脊状条纹结构和微米级的方形鳞片

结构(如图 1-9 所示)具有自由灵活性，具有方向依赖性。 

1.3 仿生超疏水、超疏油表面常用的制备技术 

1.3.1 低粘附超疏水表面的制备 

1.3.1.1 电化学方法(electrochemical method) 

对于金属基底来说，电化学沉积方法是一种简单、经济而又高效的在基底上构筑粗

糙结构的方法。既可以不受基底形状的限制，又可以比较均匀地大面积在基底上制备粗

糙结构。Wang 课题组[74]报道了一种廉价，可以大面积输出而又环保的在金属镁基底上

电化学沉积铜的方法。在成功沉积上了铜粗糙结构之后的镁表面仅需采用廉价的月桂酸

修饰，就可以获得性能很好的超疏水表面，水接触角为 154°，滚动角低至 2°。该表面

有着优异的防腐性能和自清洁能力。 

江雷教授小组[75]采用电化学沉积的方法在 ITO 玻璃上沉积了 ZnO 薄膜粗糙结构，

之后该表面经过氟硅烷修饰之后可以获得超疏水性质，水的接触角为 152°。进一步研究

表明，当 ZnO 薄膜经过受热处理之后，不需经过表面化学修饰即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能。 

除了电化学沉积，电化学阳极氧化也是用于构筑粗糙结构常用的方法。Wu 等人[76]

利用一步阳极电化学方法在铝金属基底上构筑微米级尺寸的阶梯状结构，之后再采用二

步阳极化过程在微米级的梯台结构上制备纳米纤维森林形貌。得到的表面具有非常好的

排斥水滴和油滴的性能，是超双疏表面。可以同时排斥水和一系列不同种类的油滴。即

使是对于界面张力很低的油比如原油和硅油，仍然分别可以取得 155.6°和 150.4°的接触

角。 

1.3.1.2 静电纺丝法(electrostatic spinning method) 

静电纺丝技术近年来也常用于超疏水材料的制备，是一种有效的制备纳米至微米级

纤维的方法。江雷研究小组[77]采用廉价的聚苯乙烯(PS)为原料，采用静电纺丝技术成功

制备了一种纳米纤维和多孔微球相结合的复合结构的超疏水 PS 薄膜。实验结果表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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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微球结构对超疏水性能起主导作用，而纳米纤维结构形成的三维网络骨架，则主要是

用于增强薄膜的稳定性。Lin 等人[78]以含有二氧化硅纳米颗粒的聚苯乙烯为原料，采用

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的表面包含大量的纳米尺寸的突起形状和大量的孔洞结构。研究表明

二氧化硅纳米颗粒的浓度极大的影响了最终表面的形貌结构和疏水性。并且当二氧化硅

纳米颗粒的质量分数为 14.3% 时，聚苯乙烯纤维基底表面表现出最稳定的超疏水性质，

可以获得的接触角为 157.2°。 

1.3.1.3 模板法(template method) 

模板法也是快速高效地制备超疏水表面的方法之一。2004 年，江雷小组[79]将规则

的多孔阳极氧化铝(AAO)模板覆盖在聚碳酸酯(PC)薄膜上，然后采用加热处理的方式将

其溶化并使其进入 AAO 模板的孔道内，最后将 AAO 模板除去即可以得到纳米棒状结

构。得到的 PC 材料表面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能。通过调节 AAO 的孔径，可以获得不同

孔径大小的 PC 纳米棒。 

周峰课题组[80]以铝金属基底为模板，该模板结构由微米级的阶梯结构和纳米级的孔

洞结构组成。将一系列高聚物比如聚二甲基硅氧烷、聚氨酯、高分子量聚乙烯和聚四氟

乙烯等覆盖在模板上，成功的复制了模板的复合结构，制备的高分子表面具有优异的疏

水能力，在一定的化学修饰剂作用下还可以实现超疏油。 

除了以氧化物为模板的例子以外，直接用自然界生物为模板的例子也很常见。清华

大学的王晓工教授课题组[81]通过以荷叶为模板，制备了仿生荷叶表面。他们首先将聚二

甲基硅氧烷(PDMS)的预聚体压印在荷叶的表面，经过适当处理之后当预聚体聚合后再

揭起，就可以得到与荷叶表面完全相反的结构，之后再用这种反结构为模板，利用微接

触印刷技术在高分子环氧基偶氮高聚物(epoxy-based azo polymer, BP-AZ-CA)上面再次

压印，就可以得到与这种反结构相反，与荷叶结构一致的形貌。最后得到的 BP-AZ-CA

高分子表面可以获得 156°的接触角。 

1.3.1.4 溶液刻蚀法(solution etching method) 

溶液刻蚀法是所有制备方法中最简单的一种方法，经常用于金属基底上超疏水表面

的制备。金属中存在大量的缺陷，当金属浸润在溶液中时，这些缺陷优先腐蚀，因此通

过控制金属在腐蚀剂中的腐蚀时间，可以得到具有不同粗糙度的表面。江雷课题组[82]

利用一步溶液浸润法将金属薄膜或者金属片浸泡在脂肪酸的乙醇溶液中，会在金属基底

表面形成花形结构。当铜片浸泡在十四酸的乙醇溶液中，铜片与脂肪酸的反应会在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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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生成花瓣簇状结构，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这种花瓣簇状结构会增加，最后会在表

面形成连续的薄膜。该表面可以获得 162°的水接触角和低至 2°的滚动角。这种方法既

经济又环保，而且还适合于其他种类的金属基底。这种表面在许多工业上也有很重要的

作用。 

Liu 研究组[83]报道了一种选择性的腐蚀铜基底的超疏水铜表面。将铜片置于双氧水

和盐酸的混合液中，铜表面具有较高能量的 110 晶面会被选择性的腐蚀，在表面形成多

面体微米级突起结构，同时突起结构上又存在纳米级的突起结构从而形成了微米纳米复

合结构。得到的表面经过疏水剂修饰之后，可以获得高至 170°的水接触角和低至约为

2.8°的滚动角，表现出优异的排斥水滴的能力。 

1.3.1.5 水热合成法(hydrothermal synthesis method) 

Huang 研究小组[84]利用水热法在铜基底上制备了 ZnO/CuO 异向分级结构的纳米树

结构。ZnO 二级纳米棒状结构垂直的生长在 CuO 纳米线主干上，他们有着各向异性的

晶体对称性。ZnO 二级结构的直径，长度和密度都可以通过前躯体溶液的浓度和反应时

间来控制。这种分级的阵列结构经过表面修饰之后，表现出非常优异的不被润湿的性能，

可以取得高达 170°的水接触角和低至 0°的滚动角。Shi 等人[85]采用水热法制备了具有类

似于玫瑰花结构的表面，这种结构经过正辛基三甲氧基硅烷的修饰之后可以实现超疏水

性能。这种结构的制备路线如下：将 0.107 g 的 Al(NO3)3•9H2O 缓慢地加入 1.23 M 的

NaOH 溶液中，随后再加入 1.75 mL 的硅胶，最后再加入甲醇。这些混合溶液维持在

160 °C 的温度下反应即可得到玫瑰花形结构。Liu 等人[86]采用一步水热法在玻璃基底上

制备了分级结构。这种结构由纳米花片自组装过程形成的花形纳米颗粒组成。再经过全

氟硅烷的修饰之后，这种表面可以取得 160°的接触角和低至 1°的滚动角。 

1.3.1.6 溶胶凝胶法(sol-gel method) 

溶胶凝胶法也可以制备超疏水材料，研究结果表明溶胶凝胶薄膜相比于大部分有机

高分子薄膜有着较高的热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很多薄膜经过溶胶凝胶处理过程之后不

需要再经过疏水化处理，就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能。Cho 研究组[87]在室温下采用简单的溶

胶凝胶法用超大分子有机硅制备出超疏水表面，这种方法既简单又可以用于大面积生产。

Takahara 研究组[88]采用简单的溶胶凝胶过程制备了具有分级结构微米纳米尺寸相结合

的氧化铝溶胶薄膜，之后再经过氟烷基化膦酸的修饰，就可以得到一种不被润湿的排斥

水滴能力极好的表面，可以取得的接触角为 160.5°，滚动角低至 0°。Shirtcliffe 研究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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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乙氧基硅烷为原料，制备了多孔状的溶胶凝胶泡沫，这种表面润湿性还可以通过温

度的调节，可以在不同温度下实现超疏水和超亲水性能的转换。 

1.3.1.7 层层组装法(layer-by-layer technique，LBL) 

层层自组装是一种借助分子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力和氢键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从而

在分子水平上调控薄膜厚度和表面化学性质的方法。研究表明该方法是一种简单廉价，

并且还可以调控微纳米结构和表面化学成分的方法。Sun 研究组[90]采用层层沉积的方法

制备了一种高度透明的超疏水涂层，这种涂层是由底层的抗反射多孔二氧化硅和上层的

透明的超疏水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层组成。他们利用 LBL 技术将聚丙烯胺氢氯/二氧化硅

纳米颗粒(poly(allylamine hydrochloride)/SiO2)沉积于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硅酸钠/

聚丙烯酸(poly(diall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silicate/poly (acrylic acid))之上，随后将

整个样品煅烧，最后再采用化学沉积的方法将低表面能物质氟硅烷沉积到表面。底部的

纳米孔洞二氧化硅薄膜起抗反射的作用而上层透明的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层和氟硅烷层

则起到实现超疏水性能的作用。Cohen 和 Rubner 研究组[91]采用层层组装的方法制备了

同时具备超疏水和超亲水性质的表面，这种表面可用于收集水滴，类似于沙漠中的甲壳

虫。 

1.3.2 超疏油表面的制备 

由于适当的粗糙度以及表面自由能的控制对实现超疏油非常关键，因此现在大多数

报道的用于制备超疏油的方法都是从构筑粗糙度和采用表面自由能修饰两步进行的。基

于这两点，超疏油表面的制备技术手段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1)先构筑粗糙结构后

氟化处理；(2)先氟化处理后构筑粗糙结构；(3)粗糙结构和表面氟化处理同时进行[92]。

下面就这三种制备技术分别列举一些例子。 

1.3.2.1 先构筑粗糙结构后氟化处理[93-102]
 

Hsieh 等人[94]采用自组装的办法使得二氧化硅微球层层堆叠在玻璃基底上，形成分

级结构。这种方法包含两步旋涂尺寸分别为 20 和 300 nm 的二氧化硅微球。将样品放置

两天，使硅球沉积，最后会形成一种有序的紧密排列的结构。大尺寸的硅球先堆叠，小

尺寸的硅球会后堆叠，最后得到的表面可以实现超疏油。He 等人[95]将聚二甲基硅氧烷

和纳米硅球的混合溶液旋涂在玻璃基底上，随后 500 °C 的条件下煅烧 2 小时，这种表

面可以获得超疏油，而且这种表面要比单一的只旋涂纳米硅球的表面的稳定性要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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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等人[100]报道了一种被全氟硅烷处理过的 TiO2/单层碳纳米管复合涂层。实验

证明这种复合物的润湿能力可以在光照的条件下从超疏油到超亲油之间发生转变。更有

趣的是通过控制光照时间的长短，超疏水和超亲水性质可以在样品的表面同时存在。P-

型硅片可以采用电化学刻蚀的方法构筑粗糙结构。Cao 等人[101]在 HF-乙醇电解液中，采

用直流电流密度为 100 mAcm
-2 的条件下阳极化刻蚀硅片，得到了具有垂直定向排列的

孔洞结构，最后得到了超疏油表面。Deng 等人[102]通过使用蜡烛烟灰为模板，制备纳米

硅球的方法得到了超疏油结构。他们先将玻璃暴露在蜡烛火焰下灼烧，这样会使得玻璃

变黑。SEM 图像表明这种烟灰是由碳纳米颗粒组成的。但是这种结构很不稳定，因为

纳米颗粒之间的连接是物理作用连接。作者采用二氧化硅硅球修饰烟灰层，再在氨水作

为催化剂的条件下化学气相沉积一层四乙氧基硅烷(tetraethoxysilane, TEOS)，最后二氧

化硅微球通过水解反应和 TEOS 的冷凝生成。经过 24 小时的修饰时间之后，烟灰的碳

纳米颗粒被一层厚度约为 20 nm 的二氧化硅微球包围。样品在 600 °C 下煅烧 2 小时之

后，可以得到透明的稳定性强的超疏油表面。 

先构筑粗糙结构后氟化处理是在金属基底上制备超疏油表面的常用技术路线。例如

铝、铜[76, 103-105]等就可以采用电化学或者化学刻蚀的方法制备粗糙结构，随后再采用氟

硅烷的修饰就可以获得超疏油性能。铜金属一般是在碱的环境下刻蚀形成 CuO 微米花

形结构或者是 Cu(OH)2 纳米棒结构[105]。 

1.3.2.2 先氟化处理后构筑粗糙结构[106-112]
 

先氟化处理后构筑粗糙结构是制备超疏油表面的另一种技术路线，这种情况下，一

般是先合成氟化的高分子物或者纳米颗粒，然后将它们通过旋涂、喷涂、浸润涂覆、静

电纺丝、溶胶凝胶转换或者其他物理技术的方式整合到平坦的表面上，这样就可以构筑

一种带有低表面能物质层的粗糙结构。 

Sheen 等人[106]将氨水加入 TEOS 和异丙醇的混合溶液中，整个混合溶液在 60 °C 条

件下回流，这会使得二氧化硅纳米颗粒通过溶胶凝胶转换。最后将氟硅烷加入该反应使

得反应终止。这样氟硅烷层会包围二氧化硅纳米颗粒，这种颗粒旋涂到玻璃基底上可以

实现超疏油性能。Wang 研究组[110]合成了一种被氟化的多层碳纳米管(MWCNTs-PFOL)。

通过将全氟正葵醇接枝到多层碳纳米管表面。然后将包含聚氨酯预聚物，全氟正葵醇，

己二醇，丙酮和甲苯的混合物和 MWCNTs-PFOL 一起旋涂到玻璃基底上，得到的表面

呈现珊瑚状结构并且可以实现超疏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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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eja 研究组 [111]合成了一种疏水的多面体倍半氧硅烷 (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squioxane, POSS)。这种 POSS 多面体包含很高浓度的-CF3 和-CF2 基团，因而使得

POSS 是一种具有很低界面能的疏水材料。通过采用 POSS 和不同的化学试剂的反应，

他们制备得到了耐磨的超疏油表面[112]。 

1.3.2.3 粗糙结构和表面氟化处理在一步中同时进行[113-117]
 

相比于两步法制备超疏油表面，一步法原位合成超疏油表面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而且经常被报道。江雷研究组[116]提出了一种一步电沉积方法，以十四酸为电解液，在

一系列电子导电的基底例如铜、钛、铁、铝等制备超疏水表面。如果用全氟葵酸替代十

四酸，可以制备得到超疏油表面，这种表面形成了一种由纳米片状结构组成的花状结构。

Lin 研究组[117]在氟化硅烷存在的条件下通过一步气相法在聚吡咯表面得到了导电性的

超疏油表面。 

1.3.3 高粘附超疏水表面的制备 

尽管制备类似于“荷叶效应”的具有排水能力的超疏水表面倍受关注，但是制备高

粘附超疏水表面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兴趣。高粘附超疏水表面的应用也很广泛，

比如微液滴的无质量损失转移，下面介绍几种高粘附超疏水表面制备的例子。 

江雷课题组[118]采用模板法以玫瑰花瓣为模板，首先将聚乙烯醇(PVA)水溶液覆盖在

玫瑰花叶瓣上，等水滴干燥之后，将其揭起就可以得到与玫瑰花瓣相反的反结构。之后

再以 PVA 反结构为模板，将 PS-氯仿溶液覆盖在 PVA 模板之上，就可以得到与玫瑰花

瓣一致结构的 PS 膜。得到的 PS 薄膜可以取得的接触角为 154.6°，但是也表现出类似于

玫瑰花瓣的粘附水滴的效应。江雷研究组[68]采用超高电子天平技术测试了壁虎脚掌与水

滴之间的粘附力。随后以 AAO 为模板，制备了类似于壁虎脚掌刚毛结构的聚酰亚胺纳

米阵列结构，这种表面与壁虎一样表现出超疏水性和很强的水粘附性，测试得到的水粘

附性约为 66 μN。这种聚酰亚胺薄膜可以被用作“机械手”抓住微升体积的水滴，实现

无质量损失转移液滴。Zheng 研究组[119]采用水热法通过精细的调节 ZnO 表面的微米纳

米结构，制备得到了高粘附的具有分级结构的 ZnO 超疏水表面。Tian 研究组[120]在硅纳

米锥阵列上采用化学气相沉积的方法生长花形的少层的石墨烯纳米簇结构，这种表面表

现出很强的粘附性。接触角为 164°，接触角滞后为 155°。对于 5 μL 的水滴来说，粘附

力高达 254 μN。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粘附性可以通过锥形纳米结构和内部的润湿特征来调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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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研究组[121]采用激光刻蚀和化学刻蚀相结合的方法在铝金属基底上制备了高粘

附超疏水表面。他们首先在铝基底上进行激光处理得到微米级的坑形结构，随后将激光

处理过后的铝片放置于硝酸和硝酸铜的混合液中腐蚀反应，可以获得纳米级尺寸的网络

状结构。这种具有复合结构的表面可以获得高达 158.8°的接触角，但同时对水滴表现出

较强的粘附能力。这种制备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金属基底。 

1.3.4 润湿性和粘附性可调控或者可转换的智能超疏水表面 

前面提到过固体表面的润湿性和水粘附性都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调节：一是固体表面

的微观结构，二是固体表面的化学组成成分。由于单一的润湿性和水粘附性很难满足日

常生活和工业应用的要求，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着重研究具有可控润湿性和水粘附

性的超疏水表面。除了从表面形貌结构和表面化学成分两方面着手之外，很多外界因素

如电、光、热、磁、pH 值等也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固体表面的润湿性。而且也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通过调节外界因素条件来控制固体表面的润湿性和粘附性。 

1.3.4.1 超疏水和超亲水之间的转换 

江雷研究组[122]采用表面诱导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的技术在基底上制备了聚异丙基

丙烯酰胺薄膜，这种薄膜具有温度响应的润湿性。当处于低温环境下时，水分子会组合

羰基和胺基，分子间氢键占据主导驱动力；当温度逐渐升高时，此时分子内氢键起主导

作用，高分子链则会更加紧密的排列，从而排斥水分子。这种方法是由热诱导产生的超

疏水和超亲水之间的转变。 

江雷课题组[123]制备了一种对温度和 pH 值响应的高分子薄膜。这种薄膜不仅可以在

很窄的温度区间范围内实现超疏水/超亲水转换，还可以在相对较宽的 pH 值范围内实现

这种转换。研究证实这种双重响应性是表面化学成分改变和表面粗糙结构改变综合作用

的结果。Anastasiadis 研究组[124]制备了一种对 pH 值响应的表面，可以实现超疏水/超亲

水之间的自由转换。他们将一种对 pH 值敏感的聚合物刷接枝到可以调控的微米纳米级

结构的表面，因此这种表面在较低的 pH 值环境下表现超亲水性质，但是在较高的 pH

值下就会表现出超疏水性质。这种响应性是分级的微米纳米粗糙度和功能化聚合物刷综

合作用的结果。Cho 研究组[125]报道了一种在紫外光 UV 驱动作用下可以实现超疏水/超

亲水转换的五氧化二钒(V2O5)薄膜。由于 V2O5 具有光敏性，当其暴露在紫外灯的照射

或者存放在黑暗处，表面的润湿性会不同。研究结果还详细的解释了引起这种现象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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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Zhang 课题组[126]使用一种简单的层层组装的方法和反离子交换的方式来快速调控

具有粗糙结构铝表面的超疏油/超亲油的转换。他们首先将铝片在盐酸和沸水中处理，构

筑粗糙结构。随后将多层聚电解质采用层层组装的方法组装到粗糙铝表面，通过改变具

有相反电荷的聚合物电解质的吸附，可以将多层聚合物电解质组装到粗糙铝表面上，通

过反离子交换可以快速的改变聚合物电解质的成分，从而实现超疏油和超亲油之间的快

速转换。 

1.3.4.2 水粘附性可控的超疏水表面 

具有可控水粘附性的超疏水表面由于其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

的关注。目前，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调控超疏水表面的水粘附性：一是表面化学成分，

二是表面形貌结构。 

1.3.4.2.1 通过表面化学成分调节 

Lai 研究组[127]通过控制表面化学成分成功地在海绵状超疏水 TiO2 表面实现了水粘

附性可以调控的超疏水表面。他们首先利用简单的电化学方法制备了具有海绵状纳米结

构的 TiO2 表面，随后通过控制硝酸纤维素在表面的用量得到了粘附力从 5 μN 的低粘附

表面到粘附力为 76.6 μN 的高粘附表面。研究结果证实了当增加硝酸纤维素的用量时，

表面的粘附性会增加。原因是硝基基团和水分子的羟基形成了氢键，并且在表面引入硝

基纤维素会破坏原疏水修饰剂氟硅烷的紧密排列。Xu 研究组[128]通过一步在玻璃基底上

引入有机物基团的方法可以快速的得到菜花状的形貌结构，随后他们通过控制有机物中

苯基基团的浓度来控制表面润湿性。实验结果表明通过简单的控制苯基基团和硅醇基团

的比例，不仅可以得到润湿性不同的表面，还可以很灵活的控制超疏水表面的粘附性。

得到的高粘附超疏水表面可以用来转移固体和水滴，极大的扩大了超疏水表面的应用。 

Cheng 研究组[129]报道了一种简单的刻蚀法在超疏水 Cu(OH)2 基底上实现了具有可

调控水粘附性的表面。这种方法是基于 Cu(OH)2 和碱基硫醇的反应，这种反应不仅可以

刻蚀出 Cu(OH)2 分级结构，还可以在表面引入低表面能修饰层，使得表面一步法就可以

实现超疏水性能。通过控制硫醇链的长度，可以得到一系列粘附力从 14 μN 低粘附到 65 

μN 高粘附可调的超疏水表面。他们还证实了得到的超疏水表面可以抵抗酸/碱液滴，并

且酸碱液滴与水滴有着一样大小的接触角和粘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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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2 通过改变表面形貌结构控制 

相比于通过改变表面化学组分的方法，通过控制表面形貌来实现水粘附性的调节具

有低成本，方便快捷，环保等优点，但同时对技术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另外，详细研

究形貌结构和水粘附性之间的关系对工业生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Chen 研究组[130]首先通过简单的溶液浸润方法在铜基底表面刻蚀出粗糙结构，然后

再在该表面组装低表面能物质层，得到了超疏水表面。他们通过控制刻蚀的时间，制备

得到了具有不同形貌的表面，发现这几种表面的水粘附性与表面形貌有着很大的关系。

得到了一系列从低粘附性到高粘附性的超疏水表面。此方法是一种较简单的通过控制形

貌来实现水粘附性调节的方法。Zhang 研究组[131]通过模板法制备了 PI 纳米管阵列超疏

水表面。这种表面具有可控制的水粘附性。他们首先使用 AAO 为模板，制备 PI 纳米管

阵列结构。在制备的过程中，通过控制溶剂挥发和干燥的过程，得到了具有不同形貌的

表面。实验结果表明，大尺寸蜂窝状的聚集的阵列表面表现出很小的滚动角(约为 5°)，

是低粘附超疏水表面；较小尺寸的蜂窝状的聚集的阵列表面则表现出中等大小的滚动角

(约为 30°)；而 PI 纳米管阵列不聚集在一起的表面则表现出很强的水粘附性。实验进一

步证明这种 PI 纳米管阵列超疏水表面可以抵抗酸碱环境，高温环境还有各种溶剂。江

雷研究组[132]先从理论模型的角度分析了水粘附性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之后他们采用电

化学阳极化的方法，通过控制反应参数，在钛金属上设计了三种超疏水纳米结构形貌，

分别是纳米孔洞阵列结构(NPA)，纳米管道阵列结构(NTA)和纳米火山石形状的结构

(NVS)。实验结果证明这三种形貌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水粘附性。NPA 结构表现出很强的

水粘附性，其水粘附力高达约为 76 μN，而 NVS 结构表面则表现出极好的不被润湿的性

质，其水粘附力仅仅只有 5 μN。实验结果还进一步证实 NTA 纳米管道结构的水粘附力

可以通过控制管道直径的大小和管道的长度来调节。这些结果对于更好的理解超疏水和

指导新材料的合成制备有着重要的意义。 

1.3.4.2.3 借助外场因素的刺激实现调节 

与润湿性类似，对于某些具有特殊性能的材料，水粘附性的调节也可以通过外界因

素的刺激来实现。Wang 研究组[133]通过选择性的紫外光照明和加热处理在 TiO2 纳米管

薄膜基底上实现了滑动超疏水和粘附超疏水性能之间的转换。当采用掩膜紫外光照射

TiO2 纳米管薄膜时，会在其表面交替的形成亲水/超疏水区域。光引发的亲水区域会增

加水滴的粘附性，但同时周围的超疏水区域会阻碍水滴的扩散，并且使得表面仍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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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疏水性能。并且通过热处理或者使用微波处理，使得该表面可以实现粘性超疏水性和

滑动超疏水性能之间的转换。 

Sun 研究组[122]巧妙的将一种共聚高分子和低表面能物质氟硅烷接枝到微米级/纳米

级硅结构基底上。研究表明这种表面对温度和 pH 值都有着粘附性响应性能。水滴在较

高的温度下(45°C)呈现滚动的性质，在较低温度下(20°C)却紧紧的粘在表面，表现出很

强的温度响应性。更有趣的是，在一定的温度下，该表面对液滴的 pH 值也有很大的粘

附性响应。酸性的液滴(pH=2)可以任意的从表面滚动，但是呈碱性的液滴(pH=11)却紧

紧的粘附在表面。通过控制温度和 pH 值，水滴和表面的粘附力可以精确的控制在极低

的粘附力 10.5 μN 到很高的粘附力 83 μN 之间。 

1.4 仿生超疏水、超疏油表面的性质以及应用 

自然界有着很多神奇的生物表现出优异的性能。例如，荷叶的自清洁性能，水黾在

水上自由行走的能力，蝴蝶翅膀各向异性的粘附性，蚊子眼睛的防雾能力，超疏水蝉翅

膀的抗反射能力，沙漠蜜蜂和蜘蛛网的集水能力，海底里鱼的自清洁能力。正是由于这

些具有优异能力的生物的启发，科学家们研究了生物体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并且制

备了许多仿制生物体优异性能的功能材料或者器件。近些年来，仿生超疏水表面不仅仅

局限于实验室的研究，研究者们更多的是希望将此类仿生材料或者器件应用于工业和人

类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越来越多的仿生超疏水材料被报道一些与工业紧密相关的性能，

例如：抑霜防冻性能、防雾性能、防油防污性能、表面力学、电学、磁学性能、抗阻性

能、防腐蚀、可逆转换可响应等性能。 

1.4.1 超疏水材料用于防冰、防雪 

户外冰霜和湿雪的粘附性在很多方面会引起严重的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材料或

者表面可以对冰或者湿雪取得排斥性，因为液滴会随着温度降低至冰点以下而冻结。超

疏水表面除了有着优异的排水和自清洁性能以外，近年来也经常被报道可以有效的减少

或者消除冰的粘附或者延缓冰冻的过程。Quéré等人[134]证实了当将水滴放置于冰冷的超

疏水材料表面上时，冰冻过程会很大程度的延迟。表面微米级结构可以极大地延缓水滴

的冰冻时间。当水滴放置于此类超疏水表面时，水滴会立刻滚走，没有时间遗留任何薄

膜层和冰冻的时间。相反的，当水滴置于平整的没有超疏水性能的铜基底表面时，水滴

会在表面扩散和移动的很缓慢，因此水滴会在表面留下水薄膜层并且同时立刻冰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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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时还指出超疏水表面裹缚的空气层可以提供实际的隔热效果，因此可以延迟处于冰

冷环境下的超疏水表面的冰冻过程。Song 研究组[135]制备了一种微米/纳米孔洞超疏水表

面，可以有效地控制微量液滴的移除。他们同样也指出裹缚在超疏水表面的空气层可以

提供实际的隔热效果，因此可以延缓冰冻过程。因此，多级的分级结构对设计新材料的

应用，例如抗冰、热交换、水回收和防雾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4.2 具有光学透明、抗反射性能的超疏水材料 

对于许多要求具有光学透明性的材料或者器件，例如建筑窗户，用于电子设备，眼

镜，光学反射镜或者挡板的透明玻璃等来说，光学透明性或者抗反射性能是最重要的一

项要求。在透明材料上实现超疏水，自清洁性能非常有应用价值，有时甚至是必须的。

因此，将超疏水，自清洁性能整合到具有透明性的材料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备透

明或者抗反射超疏水材料的关键是要控制好表面粗糙度，因为粗糙度一般来说可以使得

光分散从而降低透明性。一般来说，对于具有透明性的材料而言，粗糙度尺寸应该小于

可见光(380nm~760 nm)的波长，并且要维持在纳米级尺寸的范围之内。Nakajima 研究组

[136-138]通过引入可控纳米级厚度的修饰层，随后再用氟硅烷进行表面修饰的方法在无机

透明超疏水薄膜上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一种可以升华的化学物质乙酰丙酮化铝

(Al(C2H7O2)3)首先沉积在基底上形成薄膜。他们发现要同时实现超疏水和光学透明性，

Al(C2H7O2)3 薄膜的厚度要精确控制在 30-100 nm 之间[136]。近年来，基于 Si/SiO2 的纳米

材料例如二氧化硅纳米颗粒等由于它们优异的光学性能和可以进一步化学处理，常常被

用于精确控制薄膜的厚度和表面粗糙度，从而制备得到透明超疏水材料[90, 139-141]。Bravo

研究组[142]采用层层自组装的方法制备了透明的超疏水薄膜。通过制备具有不同尺寸的

SiO2 纳米颗粒和控制这些纳米颗粒的位置和聚集程度，可以得到透光率良好的超疏水薄

膜。Kim 等人[143]采用一种层层自组装的方法制备了一种透明超疏水材料。将不同尺寸

的 SiO2引入多层薄膜中调节表面粗糙度。由于 PDMS本身的透明光学特性以及疏水性，

他们将 PDMS 薄层涂覆到基底上降低基底的表面自由能，同时还可以减少与基底的粘附。 

1.4.3 具有抗腐蚀性能的超疏水材料 

金属在潮湿环境下容易被氧化和腐蚀，极大的限制了它们的应用，并且同时带来了

很大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在金属表面制备一层疏水或者超疏水涂层是一种有效解决上述

问题的方法。近年来，一些自组装单分子层，例如，硅烷基，烷基醇由于会在基底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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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层很薄的紧密排列的阻挡层，因此可以保护基底不被破坏[144-146]。另外，修饰成分

与基底之间的化学键接也可以提高修饰涂层在基底上的粘附性。Zhang 等[147]通过采用离

子交换的方法在阳极氧化铝 /铝 (AAO/Al)基底上制备了 ZnAl-LDH(Layered double 

hydroxides, 层状双氢氧化物)月桂酸盐薄层。微米/纳米级分级结构以及超疏水性能提供

了一层有效的阻挡层，给铝基底提供了长期的防腐蚀保护性能。Liu 等人[148,149]通过将铜

浸入到十四酸-乙醇溶液中，在铜基底上制备了超疏水涂层。得到的表面可以在海水中

放置一个月而不受影响。Yin 等人[150]采用阳极氧化和表面化学修饰的方法在金属铝基底

表面制备了具有稳定性能的超疏水涂层。通过电化学测试证明了超疏水薄膜可以有效地

抑制铝在海水中的腐蚀行为。他们还进一步采用中子反射试验证明了由于超疏水表面优

异的排水性能，因此可以有效地阻止腐蚀液体浸入氧化铝薄膜中。 

1.4.4 具有良好导电率的超疏水材料 

如果在一些具有良好导电率的高分子表面制备超疏水表面，将可以极大的扩大导电

高分子的应用范围。 Qu 等人[151]在 Ti/Si 基底上成功制备了导电性聚苯胺纳米纤维薄膜。

这种纤维的制备是通过电沉积的方法将苯胺分子沉积到放置于Ti/Si基底上的AAO模板

中，随后再除去 AAO 模板。得到的表面表现出导电性和超疏水性能。该表面可以抵抗

腐蚀溶液环境的侵蚀。Bayer 等人[152]将亚微米级的聚四氟乙烯粒子分散在石墨乳中所形

成的溶液采用模铸造的方法涂覆在玻璃、金属、陶瓷或者是高分子基底上。这种涂液表

现出导电性能和自清洁超疏水性质。这种表面可以在很多地方例如能量转移设备、自由

电子设备和热交换表面等实现应用。江雷课题组[75]采用电化学沉积的方法制备了导电性

的疏水 ZnO 薄膜。再经过氟硅烷的修饰之后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能。Lin 课题组[117]采用

一步法制备了超双疏导电薄膜。他们将氟硅烷和吡咯的混合物采用气相高聚的方式沉积

到织布上，这样就可以得到聚吡咯-氟硅烷涂层。得到的涂层对水和正十六烷有很好的

排斥性，而且还可以形成规整的形貌。 

1.4.5 超疏水材料用于油水分离 

如果固体的界面张力处于水和油的表面张力之间，此类固体表面就同时有疏水性和

亲油性质。如果再在表面构造合适的粗糙结构或者进行表面化学修饰，就可以同时实现

超疏水性和超亲油性两种性能。油水分离由于其对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意义近

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一些工业生产，例如铁、铝、食品、纺织、皮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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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等造成的油污染的废水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污染。另一方面，油泄漏事故不

仅会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而且还会造成很大的能源损失。因此，研究将超疏水表面用

于油水分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油水分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去除油污类型(同时具

有超疏水和超亲油，可以选择性的从油/水混合物中吸收油污)，去除水类型(同时具有超

亲水和超疏油，可以从油/水混合物中分离水)，和具有可控润湿性的智能界面材料。2004

年，Feng 等人[153]首先报道了在铁网上涂覆了一层聚四氟乙烯修饰层，这种表面同时具

有超疏水和超亲油性能。水滴可以在该表面呈现圆形，然后柴油会在 240 秒之内迅速分

散和渗入该表面，因此柴油/水混合物可以迅速用这种铁网成功分离。Zhang 等人[154]通

过使用 poly(diallyldimethylammonium) (PDDA) 和全氟辛酸钠盐(PFO)的化学反应合成

了同时具有亲水和疏油基团的化合物。由于该化合物具有高浓度的氟化基团，以及羧基

和氨基基团，因此该化合物同时具有亲水性和疏油性。通过引入 SiO2 纳米粒子增加粗

糙度，涂覆在基底上，从而可以使得基底同时具有超疏油和超亲水性能。将涂层涂敷在

铁网上，可以得到除水类型的表面。水滴会迅速渗透过铁网，而油会被该表面排斥迅速

滚走，从而实现油水分离。Zang 课题组[155]在具有多孔状的海绵铜网上通过化学氧化还

原的方法制备了纳米结构的 CuO 薄膜，之后再经过氟硅烷修饰得到的表面不仅可以在

空气中超疏水，在油的环境下的超疏水性能也很好，并且可以高效的从油水混合物分离

或吸收油滴。 

1.4.6 液体环境下的超疏油性能 

由于航海设备以及油泄漏等问题给海洋带来的油污染已经成为急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因此，研究者们近年来开始采用高效，廉价和灵活的方法来清除水中的油污染。江

雷课题组首先提出了水下超疏油的概念[156]。他们发现一些海洋生物在水中可以自由的

移动，但同时还可以保持表面干净。因此，水环境下的超疏油表面可以成功解决上述的

油污染等问题[157-159]。Wang 等人[159]以硅酸钠和二氧化钛纳米粒子为原料，采用层层自

组装的方法制备了水下超疏油表面。但是一旦受到油酸的污染，该表面会失去超亲水和

水中超疏油，而在空气环境中则会表现出疏水性质。当表面被紫外灯光照射 30 min 时，

可以重新恢复超亲水和水中超双疏性质。该表面可以反复的使用并且性能与原始的是一

致的。同样地，受鲨鱼皮肤的启发，一些有关于水下超疏油-超亲水的表面用于油水分

离的方法被报道[160-163]。除了上述列举的例子，水下超疏油表面还可以用于以下方面：

可以在水面上自由行走的设备(受水黾的启发)
[164]

, 操纵油滴[165]，微流体管道[166]，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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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输和生物粘性等[167, 168]。 

1.4.7 超双疏材料表面的特殊应用 

超双疏材料既可以排斥水滴，还可以排斥油滴。因此，超双疏材料比超疏水材料有

着更为广泛的应用。由于油的界面张力要比水小(有的甚至要小很多)，因此制备超双疏

材料需要更巧妙精细的微结构以及更低的表面自由能。超双疏材料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自清洁、防腐蚀、油运输、防生物粘附器件、集油、防污，微液滴转移和油水分离等。

目前，制备超双疏的方法包括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包括刻蚀、光刻、阳极化

和激光处理等。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包括电沉积、水热合成法、溶胶凝胶法、静

电纺丝等[157]。自然界的生物例如鲨鱼的皮肤[73, 169]、鱼鳞[156]、蜗牛壳[71]、荷叶较低的

表面[170]、贝壳[171]等在空气或者水底，海底环境下可以时刻保持自己的表面干净不被污

染，表现出防油污的能力。 

1.4.8 具有强稳定性的超疏水材料[160, 172-179]
 

超疏水，超疏油材料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一直是阻碍它们实现应用的一大难题。尽管

已经有很多种方法已经应用于制备超疏水材料，但是大多数也只能是局限于实验室的研

究，真正能够实现工业和日常生活应用的却寥寥无几。而且，大部分的材料单单只是采

用室温下的水滴评价其超疏水性能。但是，由于外界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仅仅采用

室温下的水滴来评价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很多超疏水，超疏油材料当暴露在恶劣环

境下，如高温高压，强酸强碱，光照日晒，热液体等，超疏水，疏油性能会立刻或者部

分丧失。Liu 等人[180]指出即使是荷叶表面都不能排斥热水(高于 50 °C)。另一方面，它

们对机械作用力比较或是非常脆弱。当在超疏水，超疏油表面施加一定的力反复摩擦时，

性能会遭到破坏，丧失超疏水，超疏油性能。机械作用力的摩擦或者接触不仅会破坏固

体表面的微米、纳米结构，还会破坏表面修饰物与基底的粘附性，而这两方面都是超疏

水，超疏油性能的必要条件。有的表面甚至不能经受小小的手指接触，因为手指上有油

和盐，会污染表面，使得表面自由能增加，从而破坏超疏水性质。近几年来，超疏水，

超疏油材料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获得了研究者们的重要关注，而且也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Zhu 等人[173]采用热压制的方法制备了 Ag/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复合物，该复

合物再经过表面修饰之后可以实现持久性的超疏水性能，不仅可以耐手指接触，还可以

抵抗在 0.06 N 的作用力下反复摩擦试验高达 6000 次和锋利的刀片划擦。而且被破坏的



第一章 绪 论 

27 

 

表面还很容易被修复，重新获得超疏水性能。Lin 研究组[178]合成了一种氟化半倍多面多

聚硅烷体(fluorinated-decyl 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quioxane, FD-POSS) 化合物，将

FD-POSS 和氟硅烷溶于乙醇形成的溶液涂在织物上，得到的表面不仅可以实现超疏油，

还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可以耐酸腐蚀，UV 光照，机械反复水洗试验和反复较严重程

度的摩擦试验。他们[176]还通过采用聚二甲基硅氧烷，氟化的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和氟硅

烷之间的反应形成涂层，涂覆在织布上，得到的表面具有很强的优异的超疏水稳定性，

可以抵抗强酸强碱的腐蚀，反复的机械水洗试验，沸水中浸润，和严重的摩擦试验。Xue

等人[181]采用化学刻蚀的方法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上刻蚀出粗糙结构，然后再

将氟硅烷扩散至具有粗糙结构的 PET 表面以及内部，得到的表面有很强的超疏水稳定性

能，即使经过严重程度地反复摩擦，长时间的水洗，以及沸水浸润，仍然可以保持超疏

水性能。Lu 等人[179]将经过氟化处理过后的二氧化钛纳米颗粒用胶带粘附到基底上(包括

软基底和硬基底)，得到的表面在空气和油液环境下都可以保持超疏水性能，而且还可

以耐手指用力摩擦，刀片划擦和反复的摩擦试验。 

1.5 铝金属基底上超疏水、超疏油表面的制备及研究进展 

金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和工业上重要的工程材料，它们优异独特的性能在人类社会

发展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无法替代的作用。铝及其合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和工业应

用中最重要，使用最广泛的金属材料之一。具有一系列优异的性质，例如优良的导热、

导电性能、较高强度的柔韧性、良好的可加工性质、耐腐蚀性等。可以广泛的应用在航

空航天材料、建筑材料、汽车工业、家居用品、食品包装、炊具用品、机械工业等方面

[182, 183]。但是，由于铝金属本身很活泼，而且表面自由能比较高，因此比较容易被污染。

并且在酸性、碱性、盐等腐蚀溶液环境下的长期稳定性还欠缺。因此，探索研究如何更

强、更稳定地长期保护新型铝合金的方法一直以来都是金属材料防护的重要课题。超疏

水，超疏油涂层由于具有超疏水、超疏油性质，广泛应用在自清洁、防污、防雾、抗冰、

防腐蚀、耐指纹、防雾灯等方面。因此，如果在金属材料的表面制备超疏水、超疏油涂

层就可以充分发挥超疏水、超疏油表面的优异特性，使得金属表面可以取得自清洁、防

污染、防腐蚀等性能，从而达到长期保护金属基底的目的。铝金属上超疏水，超疏油的

制备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采用的方法主要有阳极氧化法、化学刻蚀法、电化学法、

水热合成等。其主要的步骤就是采用单一的技术手段或者是两种，三种技术手段的结合

先在铝金属表面上构建微米/纳米结构，随后再在表面进行化学修饰用以降低表面自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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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得到的表面可以实现超疏水或者是超双疏性能。 

Chen 等人[184]采用化学刻蚀的方法将用 NaOH 处理过后的铝片置于 HCl 和醋酸溶液

中，得到的表面不用经过氟化物的修饰可以获得超疏水。Song 等人[185]采用一步溶液浸

润的方法将铝片置于 H2N(CH2)6NH2 溶液中一小时后，得到的表面再经过氟硅烷修饰，

可以获得超疏水。Jafari
[186]先将铝片置于沸水中反应得到粗糙结构，随后再在粗糙结构

表面喷涂一层聚四氟乙烯，得到的表面可以获得超疏水。Liu 等人[187]采用水热合成的方

法将铝片放置于 AlCl3和三乙醇胺的混合液中，表面得到了大量的花形结构，再经过脂

肪酸的修饰可以获得超疏水。Saleema 等[188]采用一步化学刻蚀法将铝片置于 NaOH 和氟

硅烷的混合溶液中可以得到超疏水铝表面，重点研究了 NaOH 和氟硅烷的比例对表面润

湿性的影响。Song 等人[189]采用一步电化学反应的方法在 NaCl 和氟硅烷的混合溶液中

在铝片表面构筑粗糙结构，得到的表面可以直接获得超疏水。Kim 等人[190]采用阳极氧

化法在铝表面制备了 Al2O3 纳米纤维簇，随后再经过氟硅烷的表面修饰，可以获得超疏

水。Liu 等人[191]将铝片置于热的 NaOH 溶液中在表面形成了三羟基铝石，随后再经过脂

肪酸的修饰就可以获得超疏水表面，另外还研究了其抗腐蚀性能。Maitra 等人[192]采用

将铝片放置于 FeCl3 溶液中刻蚀得到粗糙结构，接下来经过氟硅烷的表面修饰，再引入

一层 PDMS 层，最后再经过甲基三氯硅烷的修饰可以得到超疏水铝表面。他们对该表面

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发现该超疏水表面有着很好的稳定性。 

相比于超疏水铝表面，关于超疏油铝表面的报道很少。江雷课题组[193]将铝片置于

全氟羧酸溶液中 18 天后，得到的表面可以实现超双疏性能。Wu 等人[76]先将铝片在

Na2SO4 溶液中电化学反应得到微米级尺寸的阶梯状结构，随后再采用阳极氧化的方法再

刻蚀出氧化铝纳米线森林结构，得到的表面实现了超双疏性能，可以排斥一系列具有极

低表面张力的油滴。Song 等人[103]先将铝置于 NaCl 溶液中发生电化学反应得到微米级

阶梯结构，随后将具有微米结构的表面置于[Ag(NH3)2]
+溶液中，在微米级阶梯结构表面

沉积了大量的 Ag 纳米颗粒，得到的表面实现超双疏，对花生油的接触角和滚动角分别

是 160°和 8°。 

尽管超疏水、超疏油铝表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以上报道的文献中可以知道，

目前超疏水、超疏油铝表面的研究大部分只是技术手段的报道，对超疏水、超疏油表面

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还缺乏研究。其表面性能稳定性的表征和评价体系还需要进

一步开拓和完善。超疏水、超疏油铝表面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且，有关

超疏水表面的报道要远远多于超疏油铝表面的报道，如何开发研究更多的制备超疏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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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方法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对以上阐述内容的研究，可以为铝及其合金进一步的工

业化生产以及应用提供好的理论依据和支持。 

1.6 本学位论文工作的研究内容 

由于超疏水、超疏油表面的应用很广泛，因此在铝金属表面上制备超疏水、超疏油

表面可以极大的扩展铝及其合金的应用范围。针对以上阐述的目前超疏水、超疏油铝表

面存在的问题，本学位论文开展了一系列的针对性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利用一步阳极氧化法在低纯度铝金属表面上在不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下制备得

到了超疏水表面。通过调节反应参数，得到了两种具有不同形貌的氧化铝超疏水表面。 

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形貌结构导致了很大的水粘附差异。上层纳米纤维结合成束状结

构的氧化铝表面表现出极滑的滚动特性，可以获得小至 1° 的滚动角。而与此差异很大

的是，上层纳米纤维聚集成金字塔形状的阳极氧化铝表面则表现出类似于“玫瑰花效应”

的高粘附超疏水。水滴紧紧粘附在倒置 180°的表面上。最大可以承受的倒置水滴的重量

高达 15 μL。我们获得的超疏水氧化铝表面还表现出良好的机械性能。即使经过反复折

叠或者是按压处理对其超疏水性能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实验工作中还对制备的超疏

水性能的稳定性在更多恶劣的环境下做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制备的表面可以耐冰水、

沸水、高温、溶剂和油污染。 

(2)采用一种经济和高效的一次阳极化结合低表面能物质修饰的方法制备了具有一系列

优异性能的大面积超疏水氧化铝涂层。实验详细研究了反应参数包括阳极化时间、阳极

化电流密度、反应液温度对表面形貌和表面润湿性的影响。通过一步阳极化反应快速制

备了具有分级粗糙结构的氧化铝试样。当这种粗糙结构与低表面能物质相结合时可以使

得氧化铝表面取得非常好的疏水性能和极滑的滚动性能。我们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低表

面能物质(全氟三乙氧基硅烷和硬脂酸)来修饰所得到的粗糙表面，并详细比较了两种不

同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能。测试结果表明，相比于硬脂酸修饰的超疏

水表面，被全氟三乙氧基修饰的表面有着很好的化学稳定性和较强的机械持久性。 

(3)以一步阳极化得到的大孔状的氧化铝为模板，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为高分子

模制氧化铝的大孔结构。通过控制润湿温度，得到了三种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 PMMA

表面。这三种表面经过氟硅烷的修饰之后都可以实现超疏水，但是却表现出很大的水粘

附差异性。 

(4)采用盐酸腐蚀和热水浸润相结合的方法在铝表面制备了一系列形貌可调的超疏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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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疏材料。通过盐酸腐蚀，我们可以在铝基底上刻蚀出微米级的阶梯状结构。第二步在

热水中浸润 15 分钟，即可以在阶梯状结构上刻蚀出纳米花片状结构。通过这种微米级

纳米级结构的相结合，此种超疏水表面不仅可以实现超疏水效应，还可以排斥不同种类

的油滴，甚至是一些具有很低界面能的油滴(例如，正十六烷和十二烷)。这在以往的超

疏油表面的报道中很少见。实验还详细探索研究了反应时间、反应液浓度等参数对形貌

和润湿性的影响。并对不同的形貌的疏水疏油性能进行了一系列的化学和机械性能稳定

性测试。 

(5)采用一步化学刻蚀的方法在铝金属表面制备了三角形棱柱阵列结构位于纳米花片状

结构之上的分级结构。再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之后，该表面可以对正十六烷实现超

疏油。实验还对超疏油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抗腐蚀性能做了表征。 

(6)化学稳定性的表征：本学位论文工作重点对超疏水和超双疏表面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

分析表明所得到的材料的化学稳定性优良：可以耐酸碱、耐高温、耐冷热水、沸水、耐

溶剂、耐油污还可以耐热酸、热碱。 

(7)机械持久性的表征：对制备的超疏水、超双疏材料进行一系列力学性能的表征，包括

磨损试验、摩擦实验、胶带反复粘贴试验、刀片刮伤试验、手指粘附等。对不同破坏程

度的超疏水基底表面的疏水疏油性能进行了表征测试。并且对破坏之后的形貌再次进行

结构的表征。观察被破坏前后形貌的变化，分析探索了失去超疏水、超疏油性能的周期

次数。对其耐损耗，耐摩擦等性质进行表征。通过被破坏表面的形貌与成分的分析，可

以解释超疏水、超疏油性能能够维持的原因。 

1.7 本学位论文工作的研究目标 

(1)在不需要低表面能物质修饰或者是尽量采用价格廉价的表面修饰物的情况下，采用阳

极氧化法、酸腐蚀和热水浸润相结合、一步刻蚀法、和两步刻蚀的方法在铝基底上制备

超疏水，超双疏材料。制备的超疏水，超双疏材料形貌可控，并且可以通过仅仅控制形

貌达到控制润湿性，水粘附性的目的。通过调节实验参数，控制基底材料的形貌，从而

调节材料表面的润湿性和水粘附性。 

(2)通过调节实验参数，探索表面可以获得超疏油(使得表面对油滴有最大的接触角和最

小的接触角滞后)的最佳形貌结构。制备得到的超双疏材料性能优异，稳定。可以排斥

一些具有极低界面能的油滴。得到的超疏水、超双疏材料性能稳定，不仅能够抵抗大部

分恶劣的环境包括强酸、强碱、高温、溶剂污染、油污污染、热酸、热碱、冰水、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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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水等恶劣环境的破坏，还具有良好的机械持久性，可以抵抗机械反复磨擦、手指接触、

刀片集中划擦、胶带反复粘附等机械作用的破坏。制备的超疏水、超双疏材料可以大面

积的适用生产。 

(3)表面修饰物与基底的粘合力不再是微弱的范德华力，而是以共价键的形式相结合。这

样形成的超疏水、超双疏表面既可以保持很好的化学稳定性，也会表现出较强的机械持

久性。 

(4)真正实现超疏水、超双疏材料的实际应用。使得制备的超疏水、超双疏涂层化学稳定

性和机械持久性能优良。对制备的超疏水、超双疏材料进行实际应用的探索研究。对制

备的超疏水、超双疏材料的机械性能、自清洁性、防油污进行表征。得到的超疏水、超

双疏表面可以真正实现有效的实际应用价值。 

1.8 本学位论文工作的创新之处 

(1)本学位论文采用低场阳极氧化的方法在铝金属表面制备超疏水表面。得到了不需要经

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就可以实现超疏水的表面结构。通过控制表面结构的方法，得

到具有不同水粘附能力的超疏水表面。进一步对这种水粘附性差异进行了理论解释。 

(2)采用高电场阳极氧化的方法制备具有强稳定性的超疏水表面。详细探索研究了实验参

数包括阳极化电流密度、阳极化时间、电解液温度对铝表面形貌和润湿性的影响。重点

详细地研究了铝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表征了超疏水表面对热的液滴、

强酸碱性溶液、高温环境、长期室温下暴露的稳定性。通过采取胶带反复粘附、粘满油

和盐的手指接触和反复磨擦测试等方法对超疏水表面的机械持久性进行了评价和检测。

进一步研究了其耐腐蚀性能。比较了采用不同修饰剂得到的超疏水表面的稳定性差异，

并进一步进行了理论解释。 

(3)采用低电场阳极氧化的方法制备了新颖的具有大孔状的氧化铝模板。采用模板润湿的

方法制备得到了超疏水 PMMA 表面。通过控制润湿温度，得到了三种形貌不一样的

PMMA 表面。并对其润湿性和粘附性进行了探索研究。实验结果表明三种表面都可以

实现超疏水，但是却表现很大的水粘附差异性。并且进一步对这种差异性提出了理论解

释。对超疏水 PMMA 表面进行了稳定性的表征。 

(4)采用盐酸刻蚀和沸水浸润相结合的方法在铝金属上制备得到了超双疏表面。可以排斥

具有较低界面能的液滴例如正十六烷和十二烷。详细研究和比较了单一的纳米结构、单

一的微米结构和微米纳米相结合的结构对润湿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实验表明，微米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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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结构的结合是可以实现超疏油的根本原因。本文采用多种方法，重点详细地对超双疏

表面进行了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能的研究。 

(5)采用一步热氨水浸润的方法在铝金属表面制备了三角形棱柱阵列结构。得到的表面结

构由棱柱阵列结构和纳米花片状结构组成分级结构。该表面经过氟硅烷的修饰可以实现

超疏油。进一步对其化学稳定性和抗腐蚀性能做了研究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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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阳极氧化法制备具有高差异水粘附性超疏水铝表

面 

2.1 引言  

润湿性是固体表面最重要的性质之一，对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与润湿性相比，水粘附性也是决定水滴和固体表面性质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然

界中至少有两种超疏水表面：荷叶的极滑表面和玫瑰花的高粘附表面，分别称之为“荷

叶效应”和“玫瑰花效应”。对于超疏水表面来说，由于单一的粘附性比较难满足实际

生活的应用，因此研究者们开发越来越多的方法来制备具有可控性和可转换粘附性的超

疏水表面。比如，Lai 研究组[127]通过调节表面硝酸纤维素的用量来控制海绵状 TiO2 表

面的粘附性；Wang 研究组[128]通过控制表面高分子苯基的含量来调节表面的水粘附性；

而 Cheng 研究组[129]则通过控制硫醇链的长度来调节 Cu(OH)2 表面的水粘附性质。但是

这些文献报道的研究工作都是采用控制化学组分的办法来调控固体表面的水粘附性，目

前有关于采用控制形貌结构的方法来调节水粘附性的文献还比较少。通过控制形貌来调

节水粘附性是一种方便，经济有效的方式，并且探究形貌与水粘附性之间的关系对工业

生产和日常生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步阳极氧化法用于制备多孔阳极氧化铝(Anodic alumina oxide, AAO)已经有很多

年的历史[194-197]，目前为止，也有一部分关于研究阳极氧化铝表面润湿性的相关报道

[198,199]。但是由于蜂窝状的阳极氧化铝的表面粗糙度不够，因此很难实现超疏水性能。

尽管有些相关报道已经采用阳极氧化法在铝金属表面实现超疏水，但是大部分都要经过

化学修饰才能实现超疏水性能，这很大程度的增加了生产成本。 

本章采用一步低场阳极氧化的方法制备了具有不同形貌的分级氧化铝表面。实验采

用一种叫做硅胶层析板的原材料来制备这些氧化铝薄膜。这种铝板的纯度为 97.17% ，

价格经济。得到的阳极氧化铝膜具有分级结构，这种分级结构包含上层纳米纤维簇结构

和底层的纳米孔洞形貌。实验过程中，通过调节阳极氧化时间，我们可以通过纤维的自

组装过程来调控上层纤维的形貌。实验证明这种分级结构在不经过低表面能物质修饰的

情况下就可以实现超疏水。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具有不同形貌的阳极氧化铝会表现出

不同的水粘附性质。上层纳米纤维结合成束状结构的氧化铝表面表现出极滑的滚动特性，

可以获得小至 1° 的滚动角。而与此差异很大的是，上层纳米纤维聚集成金字塔形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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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氧化铝表面则表现出类似于“玫瑰花效应”的高粘附超疏水。水滴在其表面倒置 180°

都不会掉落。最大可以承受的倒置水滴的重量高达 15 μL。此外，本章还将制备的超疏

水铝表面放置于各种恶劣环境下测试其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该超疏水表面具有良好的

机械性能和化学稳定性。因此，本章提供了一种高效经济的方法制备具有较强稳定性的

超疏水表面，极大地扩大了超疏水表面在工业领域和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2.2 实验部分 

2.2.1 实验试剂和材料 

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原料如下表 2-1 所示 

Table 2-1 A list of main reagents used in experimetal process 

药品名称 分子式 纯度 生产厂家 

硅胶层析板 (铝板，97.17 %) Al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高纯铝 (99.99%) Al 分析纯 Alfa Aesar 

高氯酸 HClO4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 (98%) C2H5OH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草酸   (97%) H2C2O4 分析纯 上海试剂有限公司 

铂电极   (99%) Pt 分析纯 上海试剂有限公司 

氮气 N2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去离子水 H2O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磷酸 H3PO4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铬酸 H2CrO4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2.2.2 实验仪器 

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如表 2-2 所示 

Table 2-2 A list of equipments used in experimental process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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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IPD12003SLU INTERLOCK 

超声波清洗仪 KQ-50E 北京赛多仪器系统有限公司 

磁力搅拌器 RET basic C 德国 IKA 公司 

数显鼓风干燥箱 101-1A 上海镜屏仪器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 Acculab ALC 昆山市利斯仪器有限公司 

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 430 美国 FEI 公司 

接触角测试仪 

实验电热台 

OCA 35 

HT200 

Dataphysics 

北京艾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AXIS ULTRA Kratos Analytical 

2.2.3 实验方法 

实验所用基底材料为高纯度铝片(纯度为 99.99%)和硅胶层析板(低纯度铝片， 

97.17%)。铝片的规格为 15 mm × 80 mm。常规 AAO 的制备过程是先把原材料铝片放置

在无水乙醇和高氯酸以体积比为 1:4 的混合液中，在 20 V 电压下，0-5 °C 的溶液温度下

抛光 5 min 以获得平整光亮的表面。实验过程中分别以抛光后的铝片和惰性铂电极作为

阳极和阴极，采用两步阳极氧化法来制备 AAO 模板：(Ⅰ) 第一步阳极化过程是在电压

为 40 V，室温下 0.3 mol/L 的草酸溶液中进行，反应时间为 12 h。待阳极氧化过程后取

出铝片，将其置于质量分数为 6% 的铬酸和 1.8% 的磷酸混合溶液中(加热至 65 °C)加热

6 h。这个处理过程可以完全溶解氧化铝层，为第二步的阳极化过程做好准备。(Ⅱ)第二

步阳极氧化过程的电压分别为 40，60，和 80 V，这一步阳极氧化时间为 6 h。待反应结

束以后，将样品经去离子水漂洗，随后用氮气烘干。 

由于常规的 AAO 结构粗糙度不能够实现超疏水性能，因此本章仅仅采用一步阳极

氧化法和低纯度硅胶层析板为原材料来制备超疏水阳极氧化铝试样：首先将硅胶层析板

切割成 15 mm × 80 mm 规格的铝片若干。切割好的铝片随后分别用无水乙醇，去离子

水洗涤数次。处理好的铝片即可进行阳极化反应过程。铝片和铂电极在阳极化反应中分

别作为阳极和阴极。阳极化反应过程是在室温下 0.3 M 草酸溶液中，25 mA cm
-2 的恒电

流密度下进行。反应过程中反应物溶液一直要通过磁力搅拌器的作用保持匀速搅拌，以

维持电解液的恒定温度。待反应结束后，取出反应过后的铝片，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

随后干燥处理。通过控制阳极化反应时间，可以分别得到具有不同形貌的阳极化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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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2.2.4 性能测试及表征 

高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 (FE-SEM)图像用于表征样品的形貌结构 : NOVA 

NANOSEM 43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加速电压是 5 KV，由于样品不导电，在进行 SEM

实验之前，需要对表面进行喷金处理。能量散射 X 射线光谱分析 EDS(Oxford X-Max 20, 

England)用于表面成分的分析，工作电压为 10 KV。XPS 采用英国 Kratos Analytical 生

产的型号为 AXIS ULTRA 设备来表征固体表面的成分。接触角测试仪用于表征阳极氧

化铝样品表面的润湿性以及粘附性：采用自带高清摄像头和倾斜转换功能的德国

Dataphysics 公司的 OCA35 型光学接触角测量仪。测试条件在室温下进行，所用水滴为

3-5 μL，每个样品测试 5 个不同的地方，最后的接触角数值取 5 个数值的平均值。滚动

角 SA 数值的测量是通过慢慢倾斜测试台直至水滴即将滚动的那一刹那对应的倾斜角度。

本实验工作用数码照相机 (Canon) 来采集照片。 

超疏水阳极氧化铝表面的稳定性测试：水的温度是用一个能精确控制温度的电热台

来测量和控制的。本实验采用不同温度的水滴(从冰水到沸水的温度区间，0-100 °C)来

表征氧化铝表面的超疏水稳定性质。吸取适量不同温度下的水滴迅速滴在表面上，迅速

测量其 CA 和 SA 数值，在测量滚动角度之前，为了把误差减到最小，我们会预先估测

不同温度的水滴对应的滚动角的数值。超疏水氧化铝表面的热稳定性测试是通过加热台

将表面加热至不同温度(0-200°C)，之后分别测试其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每个测试重复

10 次，然后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2.3 结果与讨论 

2.3.1 AAO 的制备及反应条件对形貌影响的探索 

自从日本科学家 Masuda
[197]

1995 年首次报道了采用两步合成的方法制备高度有序

的六角密排多孔阵列氧化铝模板后，大多数研究者们都采用 Masuda 提出的方法合成多

孔阳极氧化铝，有的会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反应参数做一些改进。例如电解质溶液的种类、

电解液温度、反应电压还有铝原材料组织结构等。 

对于常规多孔阳极氧化铝模板的形成过程，目前较为常用的一种解释是阳极氧化铝

膜在生长过程中是两种作用力的竞争过程：一种是已经存在的基底铝与氧化铝之间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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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匹配的内应力，另一种是随着纳米孔的形成而存在于纳米孔内壁的表面张力。铝片在

阳极化过程中氧化膜纳米孔洞阵列的自组装过程就是这两种作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随

着氧化膜的持续生长，氧化铝内部的内应力由于其内部形成了大量的纳米级微孔而得到

松弛。而大量微孔的形成一定会导致 AAO 表面能的急剧增加，从而进一步使得体系的

能量增大。当存在于纳米孔洞壁内部的内应力与孔壁表面的表面张力最终达到平衡时，

阳极氧化铝膜中的纳米孔就会呈现六角形规则排列。这时当两种力达到平衡时，系统能

量最低，阳极氧化铝氧化膜的结构将不会再变化，呈现出孔洞分布均匀和孔径一致的薄

膜。 

本章探索了一系列实验参数对 AAO 孔洞直径的影响。传统的二步阳极氧化法制备

多孔阳极氧化铝的详细步骤已经在实验部分介绍。图 2-1 是在不同的电压下制备得到的

多孔阳极氧化铝表面的高分辨率扫描电镜图像。图 2-1a 是在电压为 40 V 的条件下制备 

 

 

 

 

 

 

 

 

 

 

 

 

图 2-1 在不同电压下制备的 AAO 结构的扫描电镜图像。(a) 40 V, (b) 是 (a) 的高倍放大

图像。(c) 80 V, (d) 是 (c) 的高倍放大图像。 

Figure 2-1 The FESEM images of the AAO structures prepared under diverse voltage. (a) 40 

V, (b)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 of (a). (c) 80 V, (d)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 o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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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从图 2-1b，它的进一步放大扫描电镜图像可以看出，表面生成了均匀的大小一

致的多孔蜂窝状结构，纳米孔洞的直径约为 102 nm。图 2-1c 是在电压为 80 V 的条件下

制备得到的，也是呈现出一种蜂窝状结构，但是直径增大至约 220 nm (图 2-1d)。这个现

象说明增大阳极化电压可以有效地增加孔洞的直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多孔阳极

氧化铝形貌的因素是原材料铝片的纯度，如图 2-2 所示是在不同电压下采用不同纯度的

铝片制备得到的 AAO 结构，从图 2-2a, b，和 c, d 的比较可以看出，高纯度的铝片得到

的结构规则完整，而较低纯度的铝片制备得到的结构虽然也是蜂窝状六边形结构，但存

在很多杂质和缺陷。因此，如果想要提高 AAO 结构的完整性，必须尽量采用高纯度的

铝片。反之，如果想要增加表面的粗糙度，则可以选择较低纯度的铝片。 

 

 

 

 

 

 

 

 

 

 

 

图 2-2 采用不同纯度铝片在不同电压下二步阳极法得到的阳极氧化铝结构：(a) 99.99% 

的高纯度铝片，40 V 电压, (b) 97.17% 的低纯度铝片，40 V 电压。(c) 99.99% 的高纯度

铝片， 80 V 电压。(d) 97.17% 的低纯度铝片，80 V 电压。 

Figure 2-2 Two-step fabrication of the AAO structures by using the Al foil with diverse purity 

under different voltages. (a) 99.99% purity, 40 V, (b) 97.17% purity, 40 V. (c) 99.99% purity, 

80 V, (d) 97.17% purity, 8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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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一直是影响阳极氧化铝孔洞大小的决定性因素，若在制备阳极氧化铝的过程中

改变电压，则会得到大孔套着小孔的双环结构，如图 2-3 所示。图 2-3a 是在电压为 40 V

的条件下制备得到的 AAO 结构，孔洞的直径约为 116 nm (图 2-3b 所示)。当我们在制

备过程中将电压从 40 V 突变到 80 V，得到的表面如图 2-3c 和 d 所示，可以看出表面生

成了一种大孔洞圈住小孔洞的双环结构。在制备过程中，如果将电压提高到 80 V，电压

值的升高会使得原来的孔洞结构变大。 

传统的 AAO 结构由于其粗糙度不够，因此很难实现超疏水性能。为了进一步增加

它的粗糙度，使其实现超疏水性能。本章我们采用一步阳极氧化法在低纯度的铝基底上

制备出分级结构，得到的表面在不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下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质。 

 

 

 

 

 

 

 

 

 

 

图 2-3 制备过程中变换电压处理之后得到的多孔阳极氧化铝结构：(a) 40 V, (b)是 (a) 的

进一步放大图像。(c) 先 40 V，随后将电压升高至 80 V，(d) 是 (c) 的进一步放大图像。 

Figure 2-3 preparation of AAO structures by controlling the voltage during the process. (a) 40 

V, (b) is the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 of (a). (c) The voltage was 40 V first, and then 

improved to 80 V. (d) is the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 o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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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样品的成分 

如图 2-4 所示，分别是硅胶层析板在经过一步阳极化处理前后的 EDS 数据图谱。

图 2-4a 表明硅胶层析板在未阳极化处理之前的成分主要包含 Al, O, Si, Fe, 并且铝的含

量为 97.17%，属于具有较低纯度的铝板。但是当经过 2 小时的阳极化反应之后，得到

的具有分级结构的氧化铝薄膜的 EDS 图谱如图 2-4b 所示，主要包含 Al 和 O 两种元素。

经过定量的计算可以算出此时 O/Al 的原子数比例为 1.507，与三氧化二铝的理论比值非

常接近(除去仪器误差)。 

 

 

 

 

 

 

 

 

 

 

 

图 2-4 (a) 和 (b) 分别是硅胶层析板(铝板)和最终制备得到的具有分级结构的氧化铝薄

膜表面的 EDS 成分分析图谱。 

Figure. 2-4 EDS spectra of (a) silica gel plate (b) the resultant anodic alumina surface. 

2.3.3 通过控制反应参数制备具有不同形貌的氧化铝薄膜 

为了更好地探索具有不同形貌的氧化铝表面的形成过程，本文通过控制阳极化时间

来制备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氧化铝薄膜。图 2-5 是在不同的阳极化时间下，得到的具有

不同形貌结构的氧化铝薄膜的高分辨率扫描电镜图像。从这四幅图中可以看出，整个阳

极化过程中铝片表面形貌结构依次呈现出从纳米孔洞，纳米线阵列，聚集成束状的纳米

线簇状结构处于纳米孔洞之上(nanowire bunches-on-nanopores, WBOP)到最后坍塌的纳

米线金字塔形状处于纳米孔洞之上 (nanowire pyramids-on-nanopores, WPOP)的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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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过程。图 2-5a 是阳极化 10 min 之后铝表面的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铝表

面由正六边形纳米多孔状结构构成，并且纳米孔洞的直径约为 80 nm。并且从图中还可

以看出这些纳米孔洞的分布很不均匀，而且表面也不平整。这是由于铝片本身纯度比较

低，另外还有反应过程只进行了一次阳极化步骤的缘故。可以发现氧化铝纳米纤维结构

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生成。图 2-5b 是阳极化 30 min 之后的形貌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底

部的纳米孔洞层被大面积的氧化铝纳米纤维阵列覆盖，形成一种分级 (上部分区域是纳

米纤维阵列结构，下部分区域是纳米孔洞结构) 的氧化铝结构。氧化铝纳米纤维结构在

这个阶段生成并且杂乱的分布在表面。 

 

 

 

 

 

 

 

 

 

 

 

图 2-5 不同阳极氧化时间下一步低场阳极氧化法制备得到的阳极氧化铝表面的扫描电镜

图像：(a) 10 min，(b) 30 min，(c) WBOP 表面：1 h，(d) WPOP 表面：2 h。(c) 和 (d)

中的插图分别是它们的进一步放大图像。 

Figure. 2-5 Top-view FESEM images of the diverse resultant alumina surfaces prepared at 

various anodization time. (a) 10 min (b) 30 min (c) WBOP surface: 1 h (d) WPOP surface : 2 

h. Insets of (c) and (d) are the enlarge pictures. 

当阳极化时间进一步增加到 2 h，底部的纳米孔洞层被大面积的氧化铝纳米纤维金字塔

结构覆盖，如图 2-5d 所示。从图 2-5d 的插图中可以观察到，每个金字塔的长度大约在

5-20 μm 范围内。金字塔结构之间的空隙的宽度大约为 5-20 μm。随着反应的进行，纳

米纤维长度会进一步增长，因而会具有更大的长径比。当长度超过一定比值，这些纳米

纤维最终会在重力和磁力搅拌作用的影响下容易坍塌，因此纳米纤维从不同的方向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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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金字塔形貌结构。 

2.3.4 纳米氧化铝纤维结构的形成原因 

 

 

 

 

 

 

 

 

 

 

图 2-6 (a) 阳极氧化铝形貌从正六方形的纳米孔洞结构到坍塌的纳米线金字塔结构形成

过程的侧面原理图。(b)WPOP 样品底部间隙的高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清晰地显

示了底部大量的被破坏的纳米孔洞结构。(c) WPOP 样品的侧面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Figure. 2-6 (a) Cross-sectional schematic of the evolved formation process from hexagonal 

nanopores to collapsed nanowire pyramids. (b)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 of the deep 

interspaces among WPOP, which clearly shows the severely broken nanopores at the bottom. 

(c) Side-view FESEM image of WPOP. 

图 2-6a 是铝表面的形貌从多孔阳极氧化铝纳米孔洞结构到形成氧化铝纳米纤维金

字塔 WPOP 结构的过程原理图。在阳极化反应的初始阶段，铝表面会形成普通的正六边

形多孔纳米孔洞结构 (图 2-6aⅠ)。然而，随着阳极化时间的延长，纳米孔洞上层的侧壁

结构和三个正六边形纳米孔洞的衔接处由于具有较高的酸浓度会优先腐蚀并且变薄，最

后随着腐蚀反应的进行，孔洞壁和孔洞之间的衔接处会腐蚀成纳米线，并且最终会导致

纳米纤维簇的形成 (图 2-6aⅡ)。随着反应的进一步进行，纳米线变得越来越长(图 2-6a 

Ⅲ)。这些高长径比的纳米线就会从不同的方向聚集在一起形成纳米线束状的形貌 

(WBOP 表面的形成过程) (图 2-6a Ⅳ)。当纳米线变得很长之后，在重力和搅拌作用力的

影响下，它们倾向于倒塌并且相互依靠形成纳米线金字塔形貌 (WPOP 表面的形成过程)。 

根据 Park-hutik
[194]提出的理论，AAO 纳米孔洞的生长是 AAO 孔洞形成和 AAO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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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溶解的动态竞争过程。考虑到本实验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的反应条件，我们认为以下阐

述的两个因素会加速氧化铝纳米线的生成：一个是原材料铝板中含有大量的杂质元素。

杂质原子的存在不仅会影响阳极化电势能的分布，而且还会强烈地影响纳米孔洞的生长

和溶解速率。这些外来金属原子和杂质取代了原始铝原子的晶格位置并且破坏了原来原

子序列的排布和晶格的有序性，最终导致了 AAO 纳米孔洞的不规则排布[200-202]。另一

个加速纳米线生成的影响参数是纳米孔洞的体积膨胀现象[203-205]。除了杂质元素对体积

膨胀有影响之外，实验过程中较高的室温温度 (约 30 °C) 和较长的阳极化时间 (大于 1 

h) 一定会产生大量的热，这些热量在反应过程中不能很快的分散开来，这样就会导致

AAO 孔洞的体积膨胀现象更加严重。体积膨胀的加剧会进一步加速纳米孔洞的溶解并

且使得正六边形纳米孔洞结构破坏和变薄。图 2-6b 是 WPOP 表面形貌空隙结构的高分

辨率扫描电镜图，从图中可以清楚的发现处于表层的这些坍塌的致密的纳米纤维和处于

底层的那些大量的被破坏的纳米孔洞结构。WPOP 表面的侧面扫描电镜图像如图 2-6c

所示。图像清楚地进一步证明了该表面由大量的聚集的纳米纤维束状结构组成，这些纳

米纤维的长度都大于 15 μm。 

2.3.5 润湿性和粘附性 

本章采用静态接触角测试设备来表征不同氧化铝表面的润湿性。与上图 2-5 所示形

貌依次对应的静态水接触角的图像如图 2-7a-d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水接触角数值发

生了从亲水状态(CA=58.3°)变成超疏水状态(CA=157.6°)的转变，证明了氧化铝表面的润

湿性受形貌的影响从亲水状态向超疏水状态转变。具有 AAO 纳米孔洞形貌的氧化铝表

面可以取得的水接触角为 58.3° (2-7a)，表现为亲水性。在实验过程中，当水滴滴在此表

面时，可以观察到大量气体泡沫的产生。这表明水滴浸入到纳米孔洞的隧道之间并且同

时排斥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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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图 2-5 中所示的不同形貌的试样对应的水接触角数值 (所用水滴的体积为 5 μL)。 

Figure. 2-7 The corresponding photographs of a 5 μL water droplet on the surfaces presented 

in Fig. 3(a-d). 

的空气直至逸出表面。这种状态很符合 Wenzel 对润湿状态的描述[20]。证明此时氧化铝

的浸润性处于 Wenzel 状态。与平整铝表面的接触角 (88°) 相比，AAO 孔洞结构表面粗

糙程度的增加使得原本亲水的表面更加亲水，这进一步符合 Wenzel 公式的描述结果。

然而，随着阳极化反应增加至 30 min 之后，氧化铝表面 (图 2-5b 中的形貌) 具有较强

的疏水性质，此时接触角为 140°。粗糙程度的增加很大程度的增大了氧化铝表面的疏水

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当水滴滴在表面上时，几乎没有观察到水滴和样品表面之间有气

体泡沫逸出的现象。意味着此时的润湿状态近乎处于 Cassie 状态。随着阳极化反应时间

进一步增加到 1 h，我们发现 WBOP 表面在不需要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下可以得到的接

触角高达 157.6°，表现出超疏水性能。此时当水滴接触 WBOP 表面时，气体泡沫的现象

已经完全消失。这些现象表明随着形貌的变化，氧化铝表面的润湿状态也从 Wenzel 向

Cassie 状态转变。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也发现 WPOP 表面也可以获得超疏水性能，可以

达到的接触角为 153.4°。由于 AAO 纳米孔洞的深度已经超过 1.7 μm
[23]，因此本工作不

考虑纳米孔洞深度对表面润湿性的影响。因此，具有多级结构的表面形貌被认为是能够

获得超疏水性能的唯一决定因素。 

自从“玫瑰花效应”的报道以来，很多研究者们在研究超疏水表面时通常会伴随着

对水粘附性的研究。因此本文也同样研究了 WBOP 和 WPOP 表面的水粘附性能。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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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3 μL 水滴在低粘附 WBOP 表面的滚动过程 (用时不到 0.14 s，滚动角低至 1°)。 

Figure. 2-8 (a-d) Process of a 3 μL water drop rolling off the surface of WBOP within 0.14 

seconds (the sliding angle is 1°). 

结果发现，WBOP 表面表现出极滑的性质，可以获得的滚动角度低至 1°。图 2-8a-d 是 3 

μL 水滴从 WBOP 表面的滚动过程。底部的白色箭头表示了液滴的滚动方向。当水滴与

WBOP表面相接触时，水滴立刻在 0.14 s内滑落表面。这一滚动行为清晰地证实了WBOP

表面有着非常好的水排斥性能。到目前为止，关于这种超疏水表面具有极低的滚动角的

报道非常少，尤其是对于没有修饰过的表面。WBOP 表面的束状结构就像荷叶表面的乳

突结构。水滴站立在氧化铝突起结构的表面而不是浸入到氧化铝纳米孔道内部。在整个

阳极化形貌的变化过程中，水滴和表面的接触方式从面接触 (多孔阳极氧化铝纳米孔洞

表面) 到点接触 (WBOP 表面)，因此使得 WBOP 表面取得了很高的水接触角和极低的

滚动角。 

为了更好地理解 WBOP 表面的超疏水性能，我们采用 Cassie-Baxter 公式[24]来表征

水接触角。如以下公式 2-1 所示： 

cos * 1 (cos 1)f                                                   (2-1) 

在公式 2-1 里面，f 是固体表面与水滴接触的面积百分比。157.6° ( * )和 88° ( )

分别是粗糙氧化铝表面和平整铝表面的水接触角。根据以上的公式，将数值代入，可以

推测 f 的值为 0.05，因此很容易可以得知在水滴下面的被包裹的空气大约等于 0.95，这

表明大面积的空气(95% )已经进入到 WBOP 表面的间隔空隙结构中。这些结果进一步证

实了粗糙结构和充足的空气占有率是 WBOP 表面获得超疏水和极滑性质的重要原因。 

本章还采用了Gao 和 Mcarthy
[206]提出的方法来分析超疏水WBOP表面与基底的粘

附性质。图 2-9a-g 展示了 4 μL 的水滴接触和离开 WBOP 表面时获得的一系列照片。水

滴在初始阶段保持圆形形状 (2-9a)。当液滴跟表面刚刚接触时，此时并没有引起水滴的

变形 (2-9b)。然而，当基底继续靠近水滴时，水滴的形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基底与

水滴接触的很紧密时，水滴变形的很厉害 (2-9c)。当到达一个极限的接触时，刚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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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3 μL 水滴在外力作用下接触低粘附 WBOP 表面前后的一系列接触角示意图：(a)

初始阶段，(b)轻微的接触，(c)紧密的接触，(d)严重紧密的接触，(e-g)从 WBOP 表面脱

离的过程。 

Figure. 2-9 Sequential photographs of a 3 μL water drop before and after it was made to 

contact with the WBOP surface. (a) Initial state (b) slight contact (c) tight contact (d) severe 

contact (e-g) departing from the surface. 

针头悬挂的水滴被推至针头的一侧并且沿着针头移动 (2-9d)。无论如何用力，水滴就是

很难掉下来。当基底与针头分开时 (2-9e-g)，水滴重获原始的圆形形貌并且没有任何润

湿的痕迹留在基底的表面。这些现象充分证明了水滴和表面的粘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这表明 WBOP 表面几乎没有水粘附和水粘滞作用，表现出一种优异的极滑的超疏水性

能。 

对于 WPOP 表面，与在 WBOP 表面水滴极易滚落的情况不同，我们惊奇的发现

WPOP 表面对水滴呈现出一种较强的粘附性质。图 2-10 是 5 μL 水滴在 WPOP 表面处于

不同角度的形状图(2-10a-c)。可以观察到水滴紧紧地粘附在表面，并且当样品表面无论

是翻转 90° (2-10b)还是翻转至 180° (2-10c)时，WPOP 表面都可以抵抗水滴的重量，维持

倒立的水滴不掉落。这充分表明了 WPOP 表面有着很强的水粘附性质。图 2-10e, f 进一

步证实了制备的 WPOP 表面可以承受的倒立水滴的体积竟高达 15 μL (2-10f)。体积较大

的水滴由于重力作用会呈现出较大的形状扭曲。当水滴的体积超过 15 μL 时，水滴开始

从 WPOP 表面掉落。据我们所知，有关于超疏水表面能够承受高达 15 μL 倒立水滴的相

关报道是非常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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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水滴在高粘附 WPOP 表面不同倾斜角度的接触角示意图。(a) 处于 0° 的 5 μL

的水滴，表现出 153.4° 的接触角。(b) 5 μL 的水滴紧紧的粘附在旋转至 90°的 WPOP 表

面，表现出很强的水粘附性。(c) 5 μL 的水滴甚至仍然粘附在倒转 180°的 WPOP 表面。

15 μL 的水滴分别置于不同倾斜角度 0° (e) 和 180° (f)的 WPOP 表面的接触角示意图。 

Figure. 2-10 Shapes of water droplets at diverse titling angles on the surface of WPOP. (a) a 

water droplet (5 μL) positioned at 0°, presenting its large CA of 153.4°. (b) a 5 μL water drop 

pinned on the surface positioned at 90°, showing its adhesive behavior. (c) a 5 μL water drop 

attached on the surface when upside down. 15 μL water drop on the surface of WPOP with the 

titling angles of 0° (e) and 180° (f). 

2.3.6 两种表面水粘附性差异的原因分析 

由于制备的氧化铝表面都没有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因此结构方面的差异是引

起WBOP和WPOP表面高差异粘附性的决定性因素。从前面的扫描电镜照片可以看出，

WBOP 底部的纳米孔洞结构被大面积的氧化铝纳米纤维结构覆盖。这些纳米纤维相互聚

集形成一种致密的和直立的纳米纤维束。然而，WPOP 表面的结构特征与 WBOP 表面

却有很大的不同。WPOP 表面的纳米纤维由于有较高的比表面积会容易坍塌，并且从不

同方向聚集在一起，从而在每个纳米纤维金字塔之间留下了很大的空隙结构，形成一种

稀疏的表面结构区域。这种结构特征使得水滴由于毛细力的贡献作用而更容易浸入到这

些稀疏的空隙结构当中。最近有相关报道进一步证实了紧密的纳米孔洞结构的毛细力作

用可以导致很强的水粘附作用[132, 207, 208]。而其他的相关报道则表明了氧化锌纳米结构表

面致密程度的降低会因为毛细力的增加进一步引起更高的水粘附作用[207]。WPOP 表面

的底部的每个纳米孔道会产生极小的毛细力作用。然而，成千上万的纳米孔道聚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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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粘附力，就好像玫瑰花瓣的润湿机制。这种较大的粘附力作用使得

WPOP 表面的结构可以承受的倒立水滴的体积高达 15 μL。 

2.3.7 超疏水表面在恶劣环境下的稳定性 

在过去十几年里，超疏水表面排斥水滴的性质和实现自清洁功能一直是研究者们重

点关注的方面。超疏水材料的稳定性对实际应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研究报

道中，已经有很多的技术手段被用来评价和表征这种稳定性。然而，在前面的大部分工

作中研究者们都是倾向于使用室温下的凉水 (大约 25 °C) 来表征超疏水表面的超疏水

性和稳定性，很少有关于超疏水表面对热水、冰水和沸水的排斥作用的报道。最近的相

关文献已经证实了荷叶的表面对热水微弱的排斥作用，表现出一种在恶劣条件下不稳定

的超疏水性能[180]。因此，本章中，我们学习研究了超疏水表面对于不同温度的水滴(从

冰水到沸水)的润湿和粘附行为。实验发现超疏水 WBOP 结构呈现出极好的排斥冰水、

沸水的能力。如图 2-11a 所示，实验使用不同温度下的水滴来测试超疏水表面的接触角

和滚动角。结果表明在水滴温度从 0 到 100 °C 这个变化过程中，水接触角的数值几乎

没有什么较大的变化。所有温度对应的 CA 数值都要超过 155°，甚至对于冰水 (0 °C) 和

沸水(100 °C) 也不例外。这些结果充分的表明水滴的温度对超疏水 WBOP 表面的水接

触角有着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滚动角的数值在这一范围内有较大的变化，这

个从 SA 数值曲线中可以看出。当水滴温度低于 30 °C 时，滚动角的数值比较小，可以

保持在小于 5°的范围内。但是当水滴温度持续增加时，滚动角的数值较大幅度的发生了

从 1°到 40°的转变，这个结果充分表明 WBOP 表面对热的水滴逐渐变得有点粘性。这也

许是因为在较高的水滴温度下，水滴和表面之间的接触机理不一样，这使得润湿状态从

Cassie 状态转变成了浸润的 Wenzel 状态[180]。对热的抵抗能力对超疏水材料来说也是一

种非常重要的性能。本实验工作通过在不同温度下对 WBOP 表面进行 4 h 的加热处理来

评价该表面的耐热性能。图 2-11b 中可以看出，即使当 WBOP 表面被加热到了 200 °C，

表面仍然可以维持水接触角大于 156°。此外，还可以观察到滚动角的数值在这个过程中

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滚动角一直维持在 1°。这些结果充分证实了本章制

备的氧化铝超疏水表面具有较好的稳定超疏水性质和极滑的超疏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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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a) 0 到 100 °C 不同温度的水滴在低粘附 WBOP 表面的水接触角数值以及相对

应的滚动角数值。上部分的插图证明了 WBOP 表面即使在滴加热的水滴之后仍然可以

保持它的超疏水性质。下部分的插图分别显示了热的水滴的滚动角度分别为 3°, 21°, 40°。

(b) 水滴置于不同表面温度 (0-200 °C) 的 WBOP 试样上取得的不同的接触角和相对应

的滚动角数值，上部分的插图分别显示了 156°, 158°, 156°的接触角数值。下部分的插图

显示了 1° 的滚动角数值。 

Figure. 2-11 (a) WCA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As of WBOP when wetted by the water 

droplet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rom 0 to 100 °C. The top insets demonstrate the surface 

can maintain its pristine superhydrophobicity after wetted by hot water droplets. The down 

insets present the sliding water droplets on the surface when titled at 3, 21, 40°, respectively. 

(b) WCA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As of WBOP treated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from 0 to 

200 °C. The top insets show the WCA values of 156°, 158°, 156°. The down insets show the 

SAs values of 1°. 

本章同样也研究了超疏水氧化铝表面对溶剂和油污染的抵抗能力。如图 2-12a,b 所 

示，当超疏水表面被大量的乙醇溶剂污染时，一旦溶剂在表面挥发掉之后，该表面仍然

可以保持它的原始的极滑的超疏水性质。同样地，油滴对超疏水表面的污染并没有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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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水表面的性能造成破坏 (2-12c, d)。这些结果充分证明超疏水氧化铝表面对有机溶剂

和油污染也有着很好的抵抗能力。WBOP 表面的这些显著的稳定性可以扩大其在恶劣环

境条件下的广泛应用并且对制备具有良好特性的超疏水表面提供了有利的启示。 

 

 

 

 

 

 

 

 

 

 

 

图 2-12 (a, b) 制备的超疏水阳极氧化铝表面被大量的乙醇溶剂覆盖。在乙醇溶剂挥发过

后，该超疏水表面仍然保持了其超疏水性质未被溶剂破坏。(c, d) 实验所得的超疏水表面

被大量的正十六烷污染。在正十六烷被清除之后，该超疏水氧化铝表面仍然保持它原来

的超疏水性质。 

Figure. 2-12 (a) The as-prepared alumina surface is covered by a mass of ethanol solvent. (b) 

The surface still presents superhydrophobicty after the solvents are evaporated quickly, which 

demonstrating that our as-prepared alumina surfaces can resist organic solvents. (c) The 

superhydrophobic alumina surface is contaminated by a mass of hexadecane. (d) The alumina 

surface can still maintain its original superhydrophobicity after the hexadecane is removed.  

尽管大量的人造超疏水表面已经被制备出来了，但大量的超疏水表面一直存在对机

械破坏和机械按压敏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人造超疏水表面的超疏水性能容易被机械

作用破坏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机械力作用在超疏水表面时，表面的疏水层和

形貌结构会遭到破坏，因此使得超疏水性能容易丧失。本实验我们对所制备的超疏水氧

化铝表面的机械性能进行了表征，实验结果如图 2-13 和图 2-14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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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a-c) 制备得到的超疏水氧化铝表面在反复折叠之后仍然表现出极好的机械性能。

(d) 该超疏水氧化铝表面在反复折叠测试之后仍然表现出原来的超疏水性质。 

Figure. 2-13 (a-c) The resultant superhydrophobic alumina surfaces present an excellent 

mechanical durability even when treated by multiple-folding in many ways. (d) The surface 

can still keep original superhydrophobicity after the multiple-folding test. 

 

 

 

 

 

 

 

 

 

图 2-14 (a) 制备得到的超疏水氧化铝表面表现出大面积的超疏水性质。(b, c) 在手指按

压测试之后，该表面仍然可以保持不被润湿的性质。 

Figure. 2-14 (a) The as-prepared alumina samples show large-area superhydrophobicity on the 

surface. (b, c) The surface can still keep original dewetting performance after the finger-press 

treatment. 

超疏水表面无论是经过多次的折叠还是被手指按压之后，其超疏水性能都依然能保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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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这些机械损坏行为并没有破坏表面的超疏水性质。这些结果证实本工作制备的

超疏水表面有着良好的机械持久性。相比于一些常用的方法(比如溶液浸润，等离子体

刻蚀和化学气相沉积等方法)容易在固体表面刻蚀出不平整和不稳定的超疏水膜层。与

这些方法不同的是，本章工作中采用阳极氧化技术制备的样品表面在每个位置都会表现

出超疏水性能，提供了一种制备大面积超疏水表面的重要方法。 

2.4 本章小结 

采用一步阳极氧化方法制备了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分级氧化铝超疏水表面。通过控

制实验参数，制备了两种具有不同形貌的阳极氧化铝表面。这两种表面都可以在不经过

低表面能物质修饰的情况下实现超疏水性能，但是却表现出很大的水粘附差异性。纳米

线束状结构置于纳米孔洞结构之上的形貌表面可以取得接触角为 157.6°，滚动角低至 1°，

表现出很滑的超疏水性质。然而，纳米线金字塔处于纳米孔洞结构之上的结构可以取得

的接触角为 153.4°，但是却表现出“玫瑰花效应”，对水滴表现出很强的水粘附性。水

滴置于该表面倒转 180°都不会掉落，并且可以承受的最大倒置水滴的体积高达 15 μL。

本章从形貌结构的差异解释了这两种表面呈现巨大水粘附性差异的原因。当对超疏水表

面进行稳定性评价时，发现制备的超疏水表面对冰水，热水甚至是沸水都可以排斥。还

可以抵抗高温表面处理，有机溶剂浸润和油滴污染等环境。而且经过反复折叠，手指按

压等机械处理之后，其超疏水性质依然可以保持的很好。本章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和

经济的制备具有可调控水粘附性的超疏水氧化铝表面的方法，这种表面还具有较好的稳

定性，可以应用在许多领域比如无损失微液滴转移，微流体器件和自清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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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阳极氧化法制备具有强稳定性大面积氧化铝超疏

水表面 

3.1 引言 

铝及其合金由于有着重量轻，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质和优异的抗腐蚀等性能在工业和

生活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一些方法例如化学气相沉积，化学腐蚀或者是水

热合成等方法已经被报道用于在铝基底上制备超疏水表面，但是这些方法存在一些缺点，

比如说不能实现大面积超疏水制备，形貌特征难以控制，需要高温高压等苛刻条件，粗

糙结构层与基底的粘附性很差等，极大的影响了铝在工业和生活中的应用。相比来说，

阳极氧化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制备大面积超疏水表面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在金属表面构

筑粗糙结构的简单的，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 

在目前大量制备的超疏水表面中，大部分都存在稳定性差的问题。比如说当暴露在

恶劣的环境下或者是表面受到一定机械作用力的摩擦之后，其超疏水能力立刻部分或者

全部丧失，而且不能恢复。恶劣的环境或者当在表面施加作用力时，容易破坏表面的粗

糙结构和低表面能物质层，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实现超疏水性能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

目前对超疏水表面稳定性的评价和检验的方法比较不完善。大部分评价固体表面超疏水

能力都是采用室温下的冷水，很少用热水甚至是沸水来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超

疏水表面的应用范围。 

本章中，我们采用一种简单，经济和高效的一次阳极化结合低表面能物质修饰的方

法制备了具有一系列优异性能的大面积超疏水氧化铝涂层。实验工作详细研究了反应参

数包括阳极化时间，阳极化电流密度，反应液温度对表面形貌和表面润湿性的影响。通

过一步阳极化反应快速制备了具有分级粗糙结构(上层是金字塔形状，下层是氧化铝纳

米孔洞形状)的氧化铝试样。当这种粗糙结构与低表面能物质相结合时可以使得氧化铝

表面取得良好的超疏水性能和极滑的滚动性能。实验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低表面能物质

(全氟三乙氧基硅烷(PDES)和硬脂酸(STA))来修饰所得到的粗糙表面，并详细比较了两种

不同的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能。测试结果表明，相比于硬脂酸修饰的

超疏水表面，被全氟三乙氧基硅烷修饰的表面有着很好的化学稳定性：不仅可以疏冷液

滴(包括水、盐酸/氢氧化钠溶液，约 25 °C)，还可以疏一系列热的液滴(包括热水、热盐

酸/氢氧化钠溶液，30-100 °C)和热的饮料(包括咖啡、牛奶、茶， 80 °C)。此外，当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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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被浸润在不同的溶剂中，高温和长时间放置等处理之后，仍然表现出很好的超疏水稳

定性。更重要的是，该表面有着很好的机械性能：可以承受超声波振动处理、手指粘附

处理、反复折叠、胶带粘附处理甚至是机械摩擦等测试。在经过这些机械处理之后，其

表面的超疏水性能没有丢失。表现出良好的耐机械持久性。我们同时也还研究了不同的

低表面能物质修饰的表面的耐腐蚀性能。这些优异的性能使得本章的方法可以被实际应

用于制备具有稳定化学性能和强机械持久性能的大面积超疏水氧化铝涂层。 

3.2 实验部分 

3.2.1 实验试剂和材料 

实验过程用到的原材料铝板的成分与第二章相同，详细见第二章 2.3.2 节。 

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原料如表 3-1 所示 

Table 3-1 A list of main reagents used in experimetal process 

药品名称 分子式 纯度 生产厂家 

硅胶层析板 (铝板) Al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  (98%) C2H5OH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草酸   (97%) H2C2O4 分析纯 上海试剂有限公司 

铂电极   (99%) Pt 分析纯 上海试剂有限公司 

氮气 N2 分析纯 芊会试剂有限公司 

去离子水 H2O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全氟三乙氧基硅烷 PDES 分析纯 Alfa Aesar 

硬脂酸 STA 分析纯 芊会试剂有限公司 

3.2.2 实验仪器 

本章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除了与第二章所示相同之外(详细见第二章

2.2.2 节)，还采用了德国 Zahner 公司生产的电化学工作站(型号为 IM6ex)测试样品的耐

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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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实验方法 

阳极化反应之前，先将硅胶层析板切割成 50 mm × 15 mm 规格的铝片若干。切割好

的铝片随后分别用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波洗涤数次，去除铝片表面的油污。处理好

的铝片即可进行阳极化反应过程。在本实验中，只采用一步阳极化方法来获得超疏水氧

化铝表面。先将铝片和铂电极置于室温下 0.3 M 草酸溶液中，分别作为阳极和阴极。随

后实验过程中控制 0.16 A cm
-2 的恒电流密度，维持反应 10 min，即可以得到具有分级结

构的氧化铝表面。在此反应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电压一开始是显示 112 V，待 10 分钟

的阳极化过程结束之后，电压会降至 81 V。并且反应过程中一直要在磁力搅拌器作用下

保持匀速搅拌，以维持电解液的恒定温度。待反应结束后，取出反应过后的铝片，用去

离子水清洗干净，随后干燥处理。得到的样品随后即可进行表面修饰处理。将制备的样

品浸入质量分数为 1.0% 的(1H, 1H, 2H, 2H-Perfluorodecyltriethoxysilane, PDES)-乙醇溶

液中，时间为 30 min，随后从溶液中取出，80 °C 干燥箱中干燥 30 min，可以得到全氟

三乙氧基硅烷修饰的氧化铝超疏水样品(以下用 PDES-MS 代表其名字)。当将所得样品

浸入 5 mM 硬脂酸(Stearic acid, STA)-乙醇溶液中 4 h 后，随后干燥处理 (处理步骤与上

面一致)，可以得到由 STA 修饰的阳极氧化铝超疏水表面(以下用 STA-MS 代替其名字)。

本章工作还详细研究了阳极化时间，电流密度和电解液温度等实验参数对形貌结构和润

湿性的影响。不同的实验参数对形貌结构和表面润湿性的影响很大，通过对这些实验参

数的比较，最终确定了目标超疏水氧化铝表面的最佳制备工艺。 

3.2.4 性能测试及表征 

样品形貌表征和 EDS、XPS 成分分析，样品润湿性(包括接触角，滚动角的测试)的

表征和照片的采集具体见第二章 2.2.4 节。本实验工作采用电化学工作站  (IM6ex,  

Zahner, Germany) 在质量分数为 3.5 wt% 的NaCl溶液中测试超疏水表面的抗腐蚀性能。

测试条件如下：电化学腐蚀测试在一个三电极装置中进行。其中铂电极是反电极，饱和

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并且采用测试面积为 1 cm
2 的样品作为工作电极 (工作电极在

测试过程中是处于垂直位置的)。 扫描速率为 5 mV/s。Tafel 区域是通过开路电压 ± 50 

mV 得到的。每一根动电位极化曲线的结果至少重复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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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与讨论 

3.3.1 分级氧化铝结构的形貌特征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超疏水氧化铝表面形貌的形成过程，本章详细地研究了阳极化

时间、阳极化电流密度、和电解液温度对氧化铝表面形貌的影响。图 3-1 是通过控制阳

极化时间(其他的反应参数保持为室温环境下, 0.3 M 的草酸溶液中，电流密度为 0.16 A 

cm
-2

 )得到的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阳极氧化铝表面的高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从

图 3-1a-d 可以看出，整个过程呈现出从纳米孔洞，纳米线簇到最后坍塌的纳米线金字塔

形貌转变的动态过程。在相对较高的电流密度 0.16 A cm
-2 下，整个阳极化过程会在很短

的时间内(10 分钟之内)完成。在开始反应的 3 分钟之内，图 3-1a 表明铝表面快速地形成 

 

 

 

 

 

 

 

 

 

 

 

 

图 3-1 室温下 0.3 M 草酸溶液中，0.16 A cm
-2 电流密度下通过控制阳极化时间得到的阳

极氧化铝薄膜的扫描电镜图像：(a) 3 min, (b) 5 min, (c) 10 min, (d) 是(c)的放大图像。 (a) 

的插图是其放大图像。 

Figure 3-1 FESEM images of the anodized alumina membranes obtained at a 0.16 A/cm
2 

processing current density under room temperature with diverse processing time ranged from 

3 to 10 min: (a) 3 min, (b) 5 min, (c) 10 min, (d) a high-magnification picture of (c). The inset 

of (a) is its high-magnificati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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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图 3-1 对应的阳极氧化铝薄膜样品的侧面扫描电镜图像 

Figure 3-2 The corresponding side-view FESEM images of the anodized alumina membranes 

shown in Figure 1a-c. 

了常规的 AAO 纳米孔洞结构。纳米孔洞的直径约为 100 nm。由于本实验采用的原材料

铝板是低纯度铝片并且在反应之前并没有进行抛光处理，另外本实验又是在高电流密度

下完成的，因此从图中可以观察到生成的纳米孔洞结构非常的不平整和不规则。一些孔

洞结构甚至已经被破坏。随着阳极化时间增加到 5 min，我们发现大面积致密的纳米线

阵列在这个阶段已经生成 (图 3-1b)。处于上层的纳米孔洞结构完全彻底地转化成了纳米

线结构，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阶段产生的纳米线比较短，并且都互相缠绕在一起，形

成一层致密的阵列结构。然而，当阳极化时间延长到 10 min 时，一种类似金字塔状和

沟壑状的形貌在表面形成(3-1c)。从高倍放大的 SEM 图像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有着较高

比表面积的纳米线结构互相缠绕并且聚集在一起，形成金字塔形结构。并且金字塔的直

径约为 3 μm 左右。图 3-2 是与图形 3-1 相对应的形貌的侧面扫描电镜图像。从图中可以

发现 AAO 纳米孔洞的高度大于 15 μm (图 3-2a)。当阳极化时间为 5 min 时，纳米孔洞结

构的上围区域已经被草酸腐蚀成纳米线结构，此时纳米线的长度低于 5 μm (图 3-2b)。

当阳极化时间进一步增加到 10 min，表面形成了大面积的高比表面积的纳米线结构。此

时纳米线的长度要大于 15 μm (图 3-2c)。这些实验现象同样也证明了随着阳极化时间的

增长，这些纳米孔洞结构几乎全部转化成了纳米线结构。这些从不同方向形成的纳米线

倾向于相互聚集在一起聚集成束状结构，并且在金字塔形结构之间留下了微米级的沟壑

状结构。 

3.3.2 分级氧化铝结构形成的原因分析 

微米级金字塔和沟壑状结构的形成是上层纳米线结构在搅拌作用和重力作用下自

组装过程的结果。然而处于底部的未被刻蚀的纳米孔洞结构仍然会被保持下来，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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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种分级结构。早前已经有一些相关的文献报道了阳极氧化铝纳米线形貌的形成

原理[209, 210]。在本实验中，我们主要把纳米线结构的形成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以前的报道中可以知道电场强度是影响和决定氧化铝纳米孔洞结构形成速度和

直径大小的重要因素[211]。阳极氧化铝的纳米孔洞在较高的电流密度下会快速地生成。

然而，随着阳极化时间的增长，更高的电势电场能量会瞬间较大程度地破坏纳米孔洞结

构。一旦原来的纳米孔洞遭到破坏和膨胀，纳米孔洞壁就会被腐蚀的很严重，然后壁厚

会慢慢变薄，最终导致纳米线的生成。由于纳米孔洞结构上层区域的酸的浓度相对底部

来说会比较高，处于上层位置的结构会首先遭到破坏和变薄，随着反应的逐渐进行，纳

米孔洞结构最终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转化成纳米纤维。另一个导致纳米纤维结构形成的

原因是在反应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热(在高电流密度下，这种现象会更加严重)。这些热

量由于无法快速的扩散，会直接导致纳米孔洞结构的膨胀现象非常严重，最终进一步使

得这种腐蚀和破坏行为更加严重。纳米孔洞结构的膨胀会进一步加速纳米孔洞壁的溶解。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该反应进行的比较剧烈，产生了大量的热量。随着

阳极化反应的进行，纳米线会生长得越来越长。由于重力和搅拌作用的影响，这些长的

纳米线会倾向于坍塌，并且从不同方向的纳米线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微米级的金字塔形结

构。与此同时，金字塔形结构之间会留下很大的空隙就会形成沟壑状结构。 

3.3.3 电流密度和电解液温度对表面形貌和润湿性的影响 

通过调节电流密度参数得到的不同的阳极氧化铝表面的扫描电镜图像如图 3-3 所示。

其他的反应参数则控制在 0.3 M 草酸溶液中，室温下反应 10 min。当电流密度控制在 0.08 

A cm
-2 时，只有少量的纳米纤维结构形成 (图 3-3a)。从高倍放大的扫描电镜图像图 3-3a1, 

a2 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的纳米孔洞和纳米管壁结构只是被轻微的破坏和刻蚀，并没有形

成纳米纤维结构。本实验工作中，在比较低的电流密度下，如果仅仅阳极化 10 min 是

不足以产生大面积的纳米纤维结构的。随着电流密度增加到 0.12 A cm
-2，会形成一种非

常粗糙的表面，并且可以看到大量的纳米纤维，如图 3-3b, b1, b2 所示，这些纳米纤维结

构聚集在一起形成金字塔形状，并同时相互之间留下微米尺寸的沟壑状结构。实验中我

们已经证实了电流密度为 0.12 A cm
-2 已经足够使得表面在 10 min 之内产生大面积的纳

米纤维形貌。随着电流密度进一步增加到 0.18 A cm
-2，发现表面会变得越来越粗糙(图

3-3c, c1, c2)，同时，纳米纤维金字塔形和沟壑状结构的尺寸也相应的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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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室温环境下不同电流密度下得到的阳极氧化铝的扫描电镜图像：(a) 0.08 A/cm
2
, 

(a1) 和 (a2)是(a)的放大图像。(b) 0.12 A/cm
2
, (b1) 和 (b2) 是(b)的放大图像。 (c) 0.18 

A/cm
2
, (c1) 和 (c2) 是(c)的放大图像。 

Figure 3-3 FESEM images of the Al plates anodized with diverse current densities under 

room temperature for 10 min. (a) 0.08 A/cm
2
, (a1) and (a2) are the magnifying images of (a). 

(b) 0.12 A/cm
2
, (b1) and (b2) are the magnifying images of (b). (c) 0.18 A/cm

2
, (c1) and (c2) 

are the magnifying images of (c). 

图 3-4 显示的是在不同温度的草酸溶液中得到的阳极氧化铝的表面形貌的扫描电镜

图像结果。本实验过程是通过恒温磁力搅拌器来控制电解液的温度。其他的反应参数是

0.16 A cm
-2 电流密度下反应 10 min。如图 3-4a-d 所示，当电解液的温度控制在较低 

(5-10°C)范围内，扫描电镜图像结果证实了此时铝基底形貌的变化过程与室温下反应的

(如图 3-1 所示的形貌)过程类似。然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较低温度的电解液中形成

的纳米孔洞结构比较规整。这种条件下阳极化 3 min 得到的孔洞结构的直径约为 60 nm 

(图 3-4a)，小于在室温下生成的纳米孔洞尺寸。当阳极化时间延长到 5 min 时，可以发

现有一小部分的纳米纤维已经在这个阶段生成了，并且在表面稀疏的分散着(图 3-4b)。

而且还可以从表面清楚地观察到底部的纳米孔洞结构。随着阳极化时间增长到 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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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0.16 A cm
-2 电流密度下在不同电解液温度下制备得到的阳极氧化铝的扫描电镜图

像：(a-c) 较低温度区间 0-10 °C 下。反应时间分别是 3, 5 和 10 min。(d) 是(c)的进一步

放大图像。(e-g) 较高温度区间范围内 60-80 °C。阳极化时间分别为 3, 5 和 10 min。(h)

是(g)的放大图像。 

Figure 3-4 FESEM images of the Al plates anodized in diverse electrolyte temperatures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0.16 A/cm
2
. (a-c) under the lower temperature of 0-10 °C and the 

anodization time was 3, 5 and 10 min, respectively. (d) the high-magnification image of (c). 

(e-g) under the higher temperature of 60-80 °C and the anodization time was 3, 5 and 10 min, 

respectively. (h) the high-magnification image of (g). 

一种有序的和有规则的金字塔形和沟壑状结构在表面形成 (图 3-4c)。从放大的扫描电镜

图像中可以观察到每个金字塔形和沟壑状结构的直径分别大约为 1 和 2 μm (图 3-4d)。

从图 3-4d 中还可以看出表面整体的分级结构比图 3-1 中所示的形貌更加规整和有序。事

实上，较低的电解液浓度可以有效的减少由于热量引起的纳米孔洞结构破坏的程度。这

又从侧面证明热量是导致大面积纳米纤维结构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电解液的温度被

提高到大于 60 °C 时，纳米孔洞的尺寸会在阳极化 3 min 之后增大到 100 nm (图 3-4e)。

此时同样可以观察到处于表层的纳米结构已经遭到破坏并且腐蚀的比较严重。当阳极化

5 min 之后，大面积的纳米纤维结构会致密的覆盖在表面(图 3-4f)。当阳极化时间为 10 

min 时，金字塔和沟壑形状结构会更加致密，并且尺寸会变得更大(图 3-4g，h)。与图

3-4a 中所示形貌结构不同的是，由于大量的高比面积的纳米纤维结构致密的覆盖在表面，

图 3-4g 中底部的纳米孔洞结构此时不能被观察到。 

本实验工作同样也探索研究了阳极化时间、电流密度和电解液温度对样品表面润湿

性的影响。图 3-5a 是阳极化时间与 CA，SA 的关系曲线图。实验参数变量是阳极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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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不同反应条件下制备的阳极氧化铝对应的水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 (所有的表面

都用 PDES 修饰过)。(a) 不同的阳极化时间，(b) 不同的电流密度。 

Figure 3-5 The corresponding WCAs and SAs of the anodized alumina membranes (the 

surfaces were all modified with PDES) fabricated under different reaction parameters. (a) 

anodization time and (b) current density. 

间。其他的实验参数保持为室温下 0.3 M 草酸溶液中，电流密度为 0.16 A cm
-2。阳极化

时间控制在 2 到 18 min。从图 3-5a 可以发现随着阳极化时间的增长，CA 的数值呈现一

种增大的趋势而滚动角则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本文中，我们定义水接触角大于 150°，

但是不能排斥水滴的那种表面的滚动角的数值为 180°)。由于这些表面的成分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表面粗糙度的差异是导致不同润湿性的决定因素。随着纳米纤维结构的生成，

铝表面变得越来越粗糙，最终会产生超疏水效应。这种多级结构一旦形成，样品表面就

可以在仅仅阳极化 10 min 之内就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质。可以取得较大的 CA 和极低的

SA，分别为 155°和 0°。随着反应时间大于 10 min，CA 和 SA 数值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这些现象表明此时继续增加反应时间并不会增加粗糙度，因此也不会增加表面的疏水性

能 (图 3-5a)。图 3-5b 显示了电流密度与 CA 和 SA 的关系曲线图形。电流密度控制在

0.02 到 0.2 A cm
-2 之间。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电流密度小于 0.12 A cm

-2 时，10 min 的反

应时间还不足以生成可以实现超疏水的表面形貌。当电流密度大于 0.12 A cm
-2 时，可以

形成实现超疏水的表面形貌。并且 SA 会低至 0°。随着电流密度进一步增大，CA 的数

值呈现增大的趋势。电流密度决定了样品表面的形貌结构，电流密度的增大会导致表面

结构粗糙度的增加，最终使得超疏水性能变得更好。当电流密度高于 0.12 A cm
-2 时，这

种具有分级的纳米金字塔位于纳米孔洞结构之上的结构会迅速在 10 min 之内形成，并

且沟壑状和金字塔形状的尺寸也会随着电流密度的增加而增大，这些形貌结构会使得这

种表面容易束缚更多的空气垫，因此使得表面可以获得更好的超疏水和滚动性质。然而，

当电流密度大于 0.16 A cm
-2 时，可以观察到 SA 数值会有轻微增大的趋势，这表明超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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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电解液温度对表面润湿性的影响 

Table 3-2 The effects about the temperature on surface wettability 

Temperature/°C 0-10 20-40 50-70 80-100 

WCA/° 95 155 153 153 
SA/° 180 0 6 10 

The best/min 

time/min 

20 10 8 5 

 

水表面的滚动性能有所下降。事实上，尽管金字塔和沟壑状结构的尺寸会随着电流密度

的增加而增大，我们仍然认为更大尺寸的沟壑状结构由于底部结构毛细力的作用，一定

程度下会增加表面与水滴的粘附性，从而引起 SA 数值的轻微增大。表 3-2 归纳了电解

液草酸浓度对表面润湿性的影响。在较低温度 5-10 °C 区间范围内，可以观察到样品表

面无法实现超疏水。当阳极化时间不足时，样品表面此时无法构筑足够的粗糙结构实现

超疏水性能。在接近室温下区域内，样品表面可以很快的实现极滑的超疏水性质。然而，

当草酸溶液温度大于 60 °C 时，阳极化 10 min 形成的样品表面其超疏水和滑动性质会轻

微的减弱。较高的草酸电解液温度会形成更致密和更大面积的纳米纤维结构，这反而会

减少沟壑状结构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现象都不利于底部空气层的束缚，因此导致超疏水

性能下降。表 3-2 同样总结了在每个温度区间下适合制备超疏水形貌的最佳阳极化时间。

数据证明了为了得到实现超疏水性能的最佳形貌，在较低的电解液温度环境下的最佳阳

极化时间为 20 min，而对于较高的电解液温度范围，最佳阳极化时间则为 5 min。 

3.3.4 不同样品的成分分析 

图 3-6 不同表面的 EDS 图谱：(a) 未被修饰的分级氧化铝表面，(b) PDES-MS 表面，(c) 

STA-MS 表面。 

Figure 3-6 The EDS spectra of the (a) unmodified alumina surface. (b) PDES-MS surface. (c) 

STA-MS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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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PDES (STA)-MS 表面的 XPS 图谱分析 

Figure 3-7. The XPS spectra of the PDES (STA)-MS surfaces 

 

表 3-3 制备得到的不同样品表面成分元素总结 

Table 3-3 Summary of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fabricated samples 

Sample/composition (atom%)  C O Al F Si 

Unmodified HAPOP 0 60.56 38.10 0 1.34 

PDES-MS 9.92 50.2 28.55 9.16 2.17 

STA-MS 16.3 49.85 32.69 0 1.16 

 

本章中，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的修饰物(PDES 和 STA)来修饰分级氧化铝结构的表

面。从前面的反应条件探索中可以知道分级氧化铝结构的最佳制备工艺参数为 0.3 M 草

酸溶液中，0.16 A cm
-2 电流密度下室温反应 10 min。图 3-6 分别是不同试样：未被修饰

的分级氧化铝表面，被 PDES 修饰的超疏水表面(PDES-MS)和被 STA 修饰的超疏水表面

(STA-MS)的 EDS 图谱分析。相比于 3-6a，图 3-6b 增加了 C 和 F 元素，而图 3-6c 增加

了大量的 C 元素，这与两种修饰物(PDES 和 STA)的组成成分很吻合。本工作同时也采

用了 XPS 来检测 PDES-MS 和 STA-MS 表面的组成成分，结果如图 3-7 所示，表面化学

成分元素含量总结于表 3-3 中。以上这些实验结果有力的证明了 PDES 和 STA 分子层已

经成功的自组装到了分级氧化铝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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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PDES-MS 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能测试 

图 3-8 (a)未被修饰的分级氧化铝表面表现出超亲水性质，获得的接触角为 3°。(b) 

PDES-MS 表面水滴的正面照片图像。其插图表明该表面可以获得的水接触角为 155°。

(c) 水滴的侧面照片图像。其插图表明该表面表现出极滑的性质。可以取得滚动角为 0°。

Figure 3-8 (a) The unmodified HAPOP surface shows superhydrophilicity with a WCA of 3°. 

(b) The top photograph of the water droplets on the PDES-MS surface. The inset indicates 

that the surface obtain a WCA of 155°. (c) The side-view photograph of the water droplets.  

本实验工作重点评价和比较了 PDES-MS 和 STA-MS 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

性。令人惊喜的发现，PDES-MS 表面表现出一系列稳定的性能。图 3-8 显示了水滴在

分级氧化铝表面被 PDES 修饰前后的形状图。分级氧化铝表面在修饰之前表现超亲水性

质，接触角约为 3° (图 3-8a)。而当水滴滴在 PDES-MS 表面上时，无论从正面图形还是

侧面图像，都可以观察到水滴呈现完美的圆形形状(图 3-8b, c)。表明在经过 PDES 修饰

之后，分级氧化铝表面实现了超疏水性能。PDES-MS 表面可以取得的 CA 为 155°，SA

低至 0°。由于该表面极好的超疏水性能，水滴在上面根本无法停留。对于工业应用来说，

超疏水表面可以实现大面积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本章中采用的阳极氧化方法就可以简

便的在铝基底上实现大面积超疏水，如图 3-9 所示。 

如图 3-10 所示是样品表面接触和离开悬挂在针头的水滴的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

该表面完全无法被水滴润湿，甚至是当水滴被挤兑成很严重的变形都没法润湿表面。

PDES-MS 表面同时还表现出极好的水滴弹跳行为，当水滴从一定高度落到 PDES-MS

表面时，水滴立马弹跳的很高并且在弹跳停止之前会反复弹跳数次。事实上，超疏水表

面的这种不被润湿和弹跳性能对防水织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当其暴露在雨点中

或是暴露在各种严峻的喷涂测试等条件下，防水织布必须始终保持干燥不能被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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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阳极氧化法可以制备大面积超疏水铝表面。超疏水表面的有效面积为 (a, b) 50 mm 

× 60 mm, (c, d) 50 mm × 90 mm。 

Figure 3-9 Fabrication of the large-area alumina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by using the 

method presented in this work. The effective superhydrophobic area of the samples is (a, b) 

50 mm × 60 mm, (c, d) 50 mm × 90 mm.  

 

 

 

 

图 3-10 5 μL 水滴从接触到离开注射头针头的系列照片图像。悬挂在注射头的水滴从 (a) 

轻轻触碰，(b-d) 紧密接触，严重接触，(e-f) 以及将表面撤离的过程。 

Figure 3-10 Sequential photographs of a 5 μL water droplet: (a) suspended on a syringe (b-d) 

slightly, tightly and seriously contacted with the PDES-MS surface and (e-f) departed from 

the lowering surfaces. The arrows indicate the moving direction of the substrate. 

PDES-MS 表面的自清洁效果如图 3-11 所示。超疏水表面一开始被大量的黑色碳颗

粒污染。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水滴持续往下滴时，大量的黑碳颗粒也随着水滴往下滚落，

很快就从表面完全滚落，留下干净的超疏水表面。这个现象进一步证实了该超疏水表面

有着很好的防污性能。也意味着 PDES-MS 表面超疏水膜层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保护铝基

底不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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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大量碳颗粒在 PDES-MS 表面的自清洁过程。(a) PDES-MS 表面被大量的碳颗粒

所污染。(b-d) PDES-MS 表面随着水滴的持续滚落变得越来越干净，最终水滴会把碳颗

粒全部从表面移除。 

Figure 3-11 The self-cleaning process of the dusted carbon particles on the PDES-MS surface. 

(a) the surface was contaminated by mass carbon particles. (b-d) the surface became cleaner 

and cleaner with the continuing water droplets and finally the particles were cleared up totally. 

由于外界环境复杂而又多变，在实际应用中，超疏水表面抵抗复杂外界环境的能力

是评价其性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然而，在大多数的之前的有关于超疏水表面

的报道中，人们倾向于使用室温下的冷水(25 °C 左右)去评价和表征固体表面的润湿性和

粘附性。非常少的文献会涉及研究到超疏水表面对热的液滴的排斥性能。然而，从实际

应用情况考虑，检验和考核超疏水表面与热液滴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章

中，我们使用了几种热液滴来评价 PDES-MS 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图 3-12a-f 分别是热水

滴，热盐酸溶液，热氢氧化纳溶液，热牛奶，热咖啡和热茶液滴(液滴此时的温度大约

是 80 °C)在 PDES-MS 表面的形状图形。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的液滴在 PDES-MS 表

面上都维持标准的圆形形状。实验过程中还可以观察到该表面可以很快的排斥这些热的

液滴，表现出极好的液滴排斥性能。这些现象充分表明制备得到的 PDES-MS 表面对排

斥热液滴有着极好的能力。从很多之前报道的文献来看，制备出这种具有排斥热液滴能

力的超疏水表面是很难的，大部分的人造超疏水表面对热的液滴都会失去其排斥性能。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液滴温度的升高，液体的表面张力降低。因此，固体表面必须具有足

够高的粗糙度和足够低的表面能才能排斥热的液滴。我们随后系统地研究了 PDES-MS

表面对各种不同温度下的液滴(热水，热的盐酸/氢氧化钠溶液)的排斥行为。如图 3-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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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不同液滴置于 PDES-MS 表面的照片图像。(a-f)液滴依次是热水，热盐酸溶液，

热的氢氧化纳溶液，热的牛奶，热的咖啡和热茶(这些液滴的温度大约是 80 °C )。

PDES-MS 表面在不同恶劣条件下的水排斥性能的变化。(g) 当被不同温度下(温度区间

为 30-100 °C)的盐酸溶液 (pH=1)，水 (pH=7)，氢氧化钠溶液 (pH=14) 浸润时。(h)浸润

在不同的有机溶剂中。(i) 在室温下放置不同的时间。(j) 不同的表面温度 30-250 °C。

Figure 3-12 The photographs of the diverse liquid droplets on the PDES-MS surface. (a-f) the 

liquid droplets are hot water, hot HCl solution, hot NaOH solution, hot milk, hot coffee and 

hot tea sequentially (the temperature of these liquids are around 80 °C ). The variations of 

water repellence of the PDES-MS surface under various harsh conditions: (g) when it was 

wetted by HCl (pH=1), water (pH=7), NaOH (pH=14) under the various higher liquid 

temperature scope of 30-100 °C. (h) immersion in diverse organic solvents. (i) after it was 

placed under room condition for diverse period time. (j) different surface temperatures of 

30-250 °C. 

所示，PDES-MS 表面可以快速排斥室温下的(30 °C)液滴(包括水，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

能够取得的 CA 为 155°，SA 为 0°。随着液滴的温度逐渐升高，PDES-MS 表面对水滴的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8 
 

CA 和 SA 数值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即使是对于热的盐酸或者是热的氢氧化钠溶液液滴

(甚至是 100 °C)，排斥性能依然能够维持。然而，SA 数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略有增大。

这些结果表明 PDES-MS 表面对温度较高的热液滴变得有一定程度上的粘附性质。尽管

如此，CA 和 SA 相对来说在此过程中变化比较小。这些现象有力的证明了 PDES-MS 表

面有稳定的耐化学腐蚀和耐高温液滴的性能。实验同样也研究了 PDES-MS 在其他一些

严峻的情况下的稳定性。如图 3-12h 所示，当把 PDES-MS 表面浸润在不同的有机溶剂

中(包括二甲基甲酰胺，乙醇和四氢呋喃) 24 h 后，表面仍然可以维持 CA 大于 150°并且

SA 小于 10° 的超疏水表面。当 PDES-MS 表面被暴露至高温条件下时，表面温度的升

高并没有破坏其超疏水性能。CA 和 SA 数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图 3-12i 所示，在加

热区间范围内，即使是当表面温度加热至 250 °C 的高温，CA 和 SA 的数值一直分别维

持为 155°和 0°。这进一步证明了 PDES-MS 表面的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性能。另外该表面

还可以维持很好的长久超疏水性质。7 个月后， CA 和 SA 分别能够取得 150°和 8°的数

值 (图 3-12j)。 

尽管大部分的人造超疏水表面已经被制备出来，但是许多超疏水表面仍然对机械按

压或者是机械破坏很敏感。很多情况下，甚至是简单的接触就足以破坏表层粗糙结构和

低表面能物质，因此导致超疏水性能的丧失。举个例子，当超疏水表面被手指接触后，

该表面被接触的区域会被手指上的盐和油污染，这些污染会增加其表面自由能并且最终

导致超疏水性能的丧失。因此如何维持机械持久性一直是超疏水材料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 3-13 (a) PDES-MS 表面可以反复折叠。(b) PDES-MS 表面被手指接触。(c) 在被油污

污染的手指接触后表面仍然表现出超疏水性。 

Figure 3-13 (a)The strong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PDES-MS surface.  (b) the 

PDES-MS surface being touched by a finger. (c) the surface could still present 

superhydrophobicity after the finger-contact treatment. 

然而，我们发现本工作中制备的 PDES-MS 表面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定

性的评价和衡量超疏水表面机械性能的方法如图 3-1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PDE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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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在经过反复折叠和手指接触之后(图 3-13a, b)仍然可以维持超疏水性质，证明了它良

好的机械性能。采用阳极氧化法制备得到的阳极氧化铝膜与基底的粘附性很强，而且制

备的表面均匀而且稳定。图 3-14显示了 PDES-MS表面在经过胶带粘附测试前后的图样。

对比图 3-14a 和图 3-14b 可以看出，表面的图案在粘附前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有力

的证明了这层超疏水薄膜紧紧的粘附在铝基底上。 

 

 

 

 

 

 

 

图 3-14 PDES-MS 表面在被胶带粘附前后的照片图像 

Figure 3-14 Photograph of the PDES-MS surface (a) before and (b) after the cross cut tape 

test. 

实验进一步采用机械作用力较强(包括超声波振动和往复机械摩擦)的方式来评价

PDES-MS 的超疏水持久性能。摩擦往复测试的原理图如图 3-15 所示，将 PDES-MS 表

面放置在 200 g 的重力作用下在砂纸上以 5 cm s
-1 的速度来回摩擦，通过确定表面可以

承受的摩擦次数和负载重量来进一步评价其机械持久性能。超声波振动和往复摩擦测试

的结果如图 3-16 所示，当 PDES-MS 表面在超声波中震动了 14 h 之后，从图 3-16a 中可

以发现其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仅仅发生了轻微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超疏水薄膜与基底

的粘附性比较强。往复摩擦的测试结果如图 3-16b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试样被摩擦

了 50 次后，尽管滚动角的数值很明显地增大到了 40°，但接触角数值仍然大于 150°，

这证实了 PDES-MS 表面具有优异的耐机械摩擦性能，具有机械持久性。图 3-16c-f 分别

显示了 PDES-MS 表面经历摩擦 10，30 和 50 次之后的扫描电镜图像。从图中可以观察

到尽管表面的部分形貌结构已经有一定程度地破坏，但是纳米级的杂乱的纳米线结构仍

然被保持了下来(如图 3-16e 中插图所示)，这可以被看做是 PDES-MS 表面在经过了 50

次摩擦之后仍然保持超疏水性的原因。实验过程中还发现被摩擦过后的表面在经过

PDES 重新修饰之后可以立刻恢复超疏水性能。如图 3-17 所示。此外，我们还用 XPS

和 EDS 等表征手段检测分析了表面被摩擦不同次数后的组成成分。实验结果表明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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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 10和20次的摩擦测试后，F元素的含量相比于没有摩擦的样品只是有轻微的减少，

如图 3-18 和表 3-4 所示。这些结果表明 PDES 分子与分级氧化铝表面有很强的粘附性，

并且每次对表面的摩擦测试只是消耗了非常小的一部分 PDES 成分。比较少量的低表面

能成分的消耗量加上剩余的被保持的纳米线结构是 PDES-MS 表面具有持久超疏水性质

的重要原因。 

 

 

 

 

 

图 3-15 PDES-MS 表面使用砂纸进行摩擦测试装置原理图 

Figure 3-15 The schematic of abrasion treatment with sandpaper. 

图 3-16 采用各种测试方法评价检验 PDES-MS 表面的机械性能。(a) 放置乙醇中进行超

声波处理不同的时间。(b) 用砂纸摩擦 PDES-MS 表面。(c)  PDES-MS 表面在用砂纸摩

擦测试 10, 30, 50 次之后的扫描电镜图像。 

Figure 3-16 The mechanical stability of the PDES-MS surface was evaluated by various tests, 

such as (a) ultrasonication treatment in ethanol solvent for different time, (b) abrasion of the 

PDES-MS surface with sandpaper. SEM images of the original PDES-MS surface (c) and 

after it had been rubbed for 10 (d), 30 (e), and 50 cycles (f) with sand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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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a) 在经过了很长的摩擦测试周期之后，PDES-MS 表面失去了原来的超疏水性

能。(b) 被摩擦了 50 次之后的 PDES-MS 表面再被 PDES 重新修饰之后，可以重新获得

它的超疏水性能。 

Figure 3-17 (a) The PDES-MS surface lost superhydrophobicity after a long abrasion test. (b) 

the surface regained its superhydrophobicity quickly after it was modified with PDES again. 

图 3-18 PDES-MS 表面在摩擦测试前后表面氟元素的 EDS 分布图: (a) 没有摩擦之前。

在摩擦不同次数之后(b) 5，(c) 10，(d) 20，(e) 30，(f) 50，(g) 经过很多的摩擦次数。(h) 

PDES 重新修饰过的表面。 

Figure 3-18 EDS fluorine elemental mapping for the PDES-MS surface (a) before and after (b) 

5, (c) 10, (d) 20, (e) 30, (f) 50, (g) a long time abrasion, (h) after remodified with PDES. 

 

表 3-4 PDES-MS 表面在摩擦测试前后以及重新修饰之后的元素成分总结表格。数据是

通过 XPS 分析测试得到。 

Table 3-4 Atomic concentration of the PDES-MS surf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abrasion test 

Treatment/composition  C O F Al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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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repared 9.92 50.2 9.16 28.55 2.17 

Abraded 5 cycles 11.75 46.57 8.7 30.86 2.12 

Abraded 10 cycles 10.32 50.44 7.61 29.93 1.7 

Abraded 20 cycles 7.26 53.52 7.1 30.61 1.51 

Abraded 30 cycles 10.91 51.93 6.53 28.95 1.68 

Abraded 50 cycles 12.24 50.34 6.43 29.65 1.34 

After a long time abrasion 10.85 53.01 3.76 31.81 0.57 

After being remodified 14.25 41.72 15.65 27.20 1.18 

以上所有的讨论结果证明 PDES-MS 表面的超疏水性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这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处于严酷的环境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3.6 STA-MS 表面的性能测试 

 

 

 

 

图 3-19 水滴和正十六烷在 STA-MS 表面的形状图。可以获得水接触角和滚动角分别为

(a) 153° 和 (b) 0°。对正十六烷表现出超亲油性，得到的接触角为(c) 0°。 

Figure 3-19 The shape, the sliding behavior of water droplets and the shape of the hexadecane 

droplet on the STA-MS surface, presenting a WCA and a SA of 153° (a) and 0° (b), 

respectively, and achieveing superoleophilicity with a hexadecane CA of 0° (c). 

与以终端是碳氟化合物的修饰剂(如 PDES)相比，脂肪酸(以烷基为终端的分子)更便

宜，并且经常被用于修饰粗糙表面来实现超疏水性能[187, 191]。STA-MS 表面的水接触角，

水滚动角和正十六烷接触角的形状图形如图 3-19 所示。图 3-19a, b 表明 STA-MS 表面可

以获得的水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分别为 153° 和 0°。正十六烷在 PDES-MS 表面上的接

触角为 85°，但是当正十六烷油滴滴加在 STA-MS 表面上时，它迅速浸入和扩散到该表

面，接触角为 0°。实验中我们也证实了 STA-MS 表面也同样表现出极滑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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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水滴在正十六烷完全渗透的 STA-MS 表面的滚动过程。(a, b) STA-MS 表面表现

出超亲油性。(c, d) 正十六烷完全渗透浸入 STA-MS 表面。水滴仍然可以从该表面滚落。 

Figure 3-20 The rolling process of the water droplets on the hexadecane oil-wetting STA-MS 

surface. (a, b) the surface was superoleophilic and the hexadecane droplets immersed into the 

surface. (c, d) the water droplets can still slide from the hexadecane oil-contaminated surface. 

表 3-5 STA-MS 表面在不同环境下的稳定性总结 

Table 3-5. The stability of the STA-MS surface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被润湿的性能。当水滴逐渐朝向 STA-MS 表面靠近时，水滴会立刻反弹起来。这些结果

证明了这种纳米纤维处于纳米孔洞结构之上的分级结构是表面取得极好不被润湿和极

滑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此外，如图 3-20 所示，当 STA-MS 表面被大量的正十六烷润湿

后，水滴在被正十六烷污染的表面仍然可以滚动。本实验工作采用类似于评价 PDES-MS

表面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性能的方法来检验 STA-MS 表面的稳定性。结果总结如表 3-5 所

示。结果表明 STA-MS 表面并不能排斥超过 40 °C 的热水滴，更不用说热的酸碱溶液。

 

Sample/condition 

Water  

(T / °C) 

HCl (pH=1) 

(T / °C) 

NaOH (pH=14) 

(T / °C) 

Abrasion test 

(cycles) 

STA-MS 40 30 — 10 

T: temperature. “—”: the surface cannot withstand the conditions. The numbers in the 

table represent the maximum values corresponding to each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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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文献已经指出固体表面对热的水滴的排斥性质相比于表面结构，与表面成分有更大

的关系[180]。由于 STA 比 PDES 有着比较高的表面自由能，STA-MS 表面排斥热水滴的

能力要远远比 PDES-MS 表面要差很多。当研究 STA-MS 表面的机械持久性能时，实验

发现 STA-MS 表面仅仅可以承受最多 10 次的摩擦，远远小于 PDES-MS 表面耐摩擦的

次数。这或许是因为 STA 膜层与铝基底的粘附性远远弱于 PDES 与铝基底的粘附，使得

每次摩擦过后 STA 含量损失很多。这些结果进一步证明修饰剂的表面能和其与基底的

粘附性能极大程度地影响和决定了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与 STA-MS

表面相比，PDES-MS 表面表现出来的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能归因于它非常

低的表面能和 PDES 分子层与基底之间相对较强的粘附性。 

3.3.7 PDES (STA)-MS 表面的抗腐蚀性能 

 

 

 

 

 

 

 

 

 

 

图 3-21 未被修饰的分级氧化铝表面和 PDES(STA)-MS 表面在质量分数为 3.5 wt%的 

NaCl 溶液中的动电位极化曲线。 

Figure 3-21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he unmodified hierarchical alumina 

surfaces and PDES (STA)-MS surfaces in 3.5 wt% NaCl aqueous solution. 

为了研究超疏水薄膜对铝基底的抗腐蚀性能的影响，本章在质量分数为 3.5%的氯

化钠溶液中用塔菲尔外推方法测试得出了 PDES(STA)-MS 表面的极化曲线图形。结果如

图 3-21 所示，仔细观察这些数据可以发现 PDES-MS 和 STA-MS 表面的腐蚀电压 Ecorr

值相比于未修饰的分级氧化铝表面向正方向移动了较大的幅度，证明了超疏水薄膜对铝

基底良好的保护性能。未修饰的分级氧化铝表面的腐蚀电流密度是 9.70 × 10
−8

 A/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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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TA-MS 和 PDES-MS 表面的分别是 5.13 × 10
−10 和 1.31 × 10

−11
 A/cm

2。STA-MS 的腐

蚀电流密度相比于平整铝片减少了 2 个数量级，可以观察到 PDES-MS 表面的腐蚀电流

密度减少了 3 个数量级。这样低的腐蚀电流密度证明了这两种超疏水表面优异的抗腐蚀

性能。进一步仔细比较这些数值，会发现 PDES-MS 表面的电流密度比 STA-MS 表面的

电流密度要小，而电压则比其要正，这研究结果表明 PDES-MS 表面的耐腐蚀能力比

STA-MS 表面更加优异。在经过这些腐蚀性能测试处理之后的表面的 CA 和 SA 数值并

没有变化，进一步证实了该表面稳定的超疏水性质。 

3.3.8 不同表面的表面自由能 

表 3-6 不同表面的表面自由能比较 

Table 3-6 Summary of surface free energies of the diverse-modified surfaces 

Sample θe
water

(deg.) θe
diiodomethane

(deg.)
 
γ

polar
(mJ/m

2
) γ

dispersive  

(mJ/m
2
) 

γ(mJ/m
2
) 

Flat 

aluminum 

82.7 38 1.17 39.44 40.61 
PDES-MS 155.5 140.5 0.04 0.74 0.78 

STA-MS 155.1 100 4.91 11.17 16.08 

 

上述结果表明 PDES-MS 表面的化学稳定性能和机械持久性能要比 STA-MS 表面优

异很多。我们接下来分别测试了平整铝片，PDES-MS 和 STA-MS 的表面自由能，结果

汇总于表格 3-6。与平整的铝表面相比，这两种试样的表面自由能数值在经过修饰之后

会很大程度地减小。STA-MS 表面自由能数值是 16.08 mJ/m
2，而 PDES-MS 表面自由能

数值低至 0.78 mJ/m
2，远远小于 16.08 mJ/m

2。这些结果可以进一步证实和解释 PDES-MS

和 STA-MS 表面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能的较大差异性的原因。 

3.4 本章小结  

采用了有效的，快速的高电场阳极氧化的方法制备超疏水铝表面。实验过程中详细

地研究了阳极化时间，阳极化电流密度和电解液温度对表面形貌和润湿性的影响。实验

工作总结了超疏水形貌的最佳制备工艺。结果表明表面形貌对润湿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而分级结构纳米纤维置于纳米孔洞结构之上的结构是铝表面可以获得超疏水性能的必

要性条件。当在较高的阳极化电流密度 0.16 A cm
-2，在室温下 0.3M 草酸溶液中只需阳

极化 10 min 便可以得到制备超疏水表面的最佳形貌。本章分别用两种具有不同表面自

由能的低表面能物质全氟硅烷(PDES)和硬脂酸(STA)分别修饰了分级氧化铝表面，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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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低表面能物质修饰的表面都可以实现良好的超疏水性能以及 0°的滚动角。但是它

们的超疏水稳定性却有很大的差异。本章重点详细研究了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

械持久性。实验结果表明经过 PDES 修饰的阳极氧化铝表面有着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机

械持久性。该表面可以抵抗一系列恶劣的环境，比如可以排斥热的液滴包括对热水

(30-100 °C)，热的腐蚀溶液(盐酸/氢氧化钠溶液，30-100 °C)和热的饮料(咖啡，牛奶，茶，

80 °C)。当表面浸润在不同的溶剂中，高温加热表面和长时间暴露在室温环境下等处理

时，其超疏水性质没有遭到破坏，仍然可以保持。该超疏水表面还表现出优异的机械性

能，不仅可以耐折叠，手指按压，超声波震荡，用胶带反复粘附，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抵

抗在 200g 重量下在砂纸上的反复摩擦，表现出良好的耐机械摩擦。相比于 PDES 修饰

的阳极化氧化铝表面，用 STA 修饰的表面(STA-MS)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远远比

PDES-MS 表面差很多。本章从表面自由能的测试解释了这两种表面稳定性较大差异的

原因。本章中还进一步研究和比较了不同表面的抗腐蚀性能。结果证明超疏水表面能够

有效的抵抗腐蚀溶液的侵蚀，可以很好地保护铝基底不被侵蚀。相比于 STA-MS 表面，

PDES-MS 表面表现出更优异的抗腐蚀能力。PDES-MS 表面优异的稳定性归因于它非常

低的表面自由能和 PDES 和铝基底较强的粘附性。本章报道了一种制备具有优异稳定性

的大面积超疏水铝表面非常有效和廉价的方法，这种超疏水表面具有优异的化学稳定性

和机械持久性，相信可以在很多工业领域找到重要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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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板润湿法制备具有“玫瑰花效应”和“荷叶效

应”的大孔高分子表面 

4.1 引言 

伴随着“荷叶效应”的研究，自从“玫瑰花效应”的提出，研究者们开始了对这种

高粘附超疏水表面的研究。相关研究表明这两种效应的差异是微观结构尺寸不同的结果

[21, 64]，通过控制固体表面的形貌和化学成分可以调节表面的粘附性。由于这种低粘附和

高粘附的表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应用，因此越来越多的具有可调粘附性的表面被制备和报

道。例如：Lai 课题组[127]制备了具有可调控水粘附性的海绵状的 TiO2 薄膜。Wang 课题

组[128]制备了可调控粘附性菜花状二氧化硅纳米球。Cheng 课题组[212]通过控制反应时间

和硫醇的链长来控制超疏水 Cu (OH)2 的粘附性。但是，大部分方法都是在金属基底或者

是无机物基底上实现可调控水粘附性表面，很少有关于在高分子表面实现可调控粘附性

的报道。事实上，由于微米/纳米级结构在高分子表面并不容易形成，因此，在高分子表

面实现可调控粘附性很困难。另外，以上这些报道的方法都是从化学组分来调节粘附性，

很少有从控制表面形貌着手的。 

尽管超疏水材料制备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模板润湿法因其简单易行、重复性好、方

便控制等优点，常被用于制备超疏水材料[213-215]。江雷课题组利用多孔阳极氧化铝作为

模板，采用模板复制法，得到了高粘附超疏水聚苯乙烯纳米管材料[215]。还有很多研究

者直接以荷叶或者玫瑰花为模板，通过复制植物的结构制备得到具有低粘附和高粘附的

超疏水表面[64, 174, 216]。 

本章通过一种分级氧化铝模板润湿的方法制备了三种具有不同大孔结构的超疏水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表面。这种氧化铝模板可以通过一步阳极氧化方法得到。这

种分级结构是由上层是微米尺寸的大孔结构和底层的纳米孔洞结构组成。本实验制备得

到的 PMMA 大孔结构成功地复制了这种分级氧化铝模板的大孔结构。通过控制反应温

度，我们可以得到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 PMMA 表面。测试结果证明了 PMMA 大孔结构

在经过低表面能物质修饰之后不仅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能并且还表现出巨大的水粘附性

差异。具有浅的碗状结构的 PMMA 表面表现出极滑的性质，可以取得的滚动角低至 3°。

而具有较深碗状结构的 PMMA 表面则会表现出一点点粘附的性质，可以取得 30°的滚动

角。具有深的蜂窝状结构的 PMMA 表面取得很大的滚动角，表现出类似“玫瑰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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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粘附性质。可以承受的最大倒置水滴的体积达到 10 μL。更重要的是，本章制备得

到的超疏水 PMMA 样品在经过酸/碱溶液，不同的有机溶剂和长时间的放置等处理之后，

还能保持原来的超疏水性能。此外，本章中采用的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种类的可溶

性高分子。 

4.2 实验部分 

4.2.1 实验试剂和材料 

实验过程用到的原材料铝板的成分与第二章相同，详细见第二章 2.3.2 部分。 

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原料如下表 4-1 所示 

Table 4-1 A list of main reagents used in experimetal process 

药品名称 分子式 纯度 生产厂家 

硅胶层析板 (铝板) Al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 (98%) C2H5OH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草酸   (97%) H2C2O4 分析纯 上海试剂有限公司 

铂电极   (99%) Pt 分析纯 上海试剂有限公司 

丙酮 C3H6O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去离子水 H2O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 Mw 350000 Alfa Aesar 

二氯甲烷 CH2Cl2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氢氧化钠 NaOH 分析纯 芊会试剂有限公司 

全氟三乙氧基硅烷 PDES 分析纯 Alfa Aesar 

4.2.2 实验仪器 

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与第二章完全相同，详细见第二章 2.2.2 节 

4.2.3 实验方法 

与常规 AAO 的二步阳极化的制备工艺不同，大孔状氧化铝模板是经过一步阳极化

反应得到的。制备过程如下：首先将硅胶层析板(铝板)切割成 15 mm × 80 mm 规格的铝

片若干。切割好的铝片随后分别用无水乙醇，去离子水洗涤数次。处理好的铝片即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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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阳极化反应过程。铝片和铂电极在阳极化反应中分别作为阳极和阴极。清洗干净的铝

板不用抛光直接在 0.3 M 草酸溶液中 60 V 电压条件下一次阳极化反应 8 h，即可得到具

有新型大孔状结构的氧化铝模板。反应过程中一直要在磁力搅拌器作用下保持匀速搅拌，

以维持电解液的恒定温度。待反应结束后，取出反应过后的铝片，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

随后干燥处理。将 PMMA 粉末状颗粒置于二氯甲烷溶剂中，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20 wt%

的溶液。将适量的 PMMA 溶液滴加在分级氧化铝(Hierarchical alumina membrane, HAM)

模板上，通过在室温下控制润湿温度，可以分别得到具有不同形貌的大孔 PMMA 样品。

样品 A：当 PMMA 溶液滴加在 HAM 模板上之后，室温下放置 5 h，最后用 3 mol/L 的

NaOH 溶液除去 HAM 模板，即可以得到具有浅的碗状结构的 PMMA 样品。样品 B：当

PMMA 液滴滴加在 HAM 模板之后，整个样品立刻在 80 °C 下加热 5 min，之后迅速在

室温下冷却，随后用 3mol/L 的 NaOH 溶液迅速除去 HAM 模板，即可以得到具有深的

碗状结构的 PMMA 样品。样品 C：样品 C 的制备过程基本与样品 B 一致，不同的是加

热温度升高至为 150 °C。最后就可以得到具有深的蜂窝状结构的 PMMA 样品。得到的

PMMA 样品随后即可进行表面修饰处理。将制备的样品浸入质量分数为 1.0% 的 PDES-

乙醇溶液中，时间为 30 min，随后从溶液中取出，80 °C 干燥箱中干燥 30 min，可以得

到 PMMA 超疏水样品。 

4.2.4 性能测试及表征 

样品形貌表征和 EDS、XPS 成分分析，样品润湿性(包括接触角，滚动角和水粘附

性的测试)的表征具体见第二章 2.2.4 节。 

超疏水 PMMA 大孔结构的化学稳定性测试：将具有不同 pH 值的液滴滴加在 PMMA

超疏水表面，之后分别测试其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每个测试重复 10 次，然后取其平

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另外，将 PMMA 超疏水样品置于不同的溶剂 (甲苯，乙醇，丙酮，

正己烷，四氢呋喃) 和热水中 10 min，之后将样品取出，干燥处理，再按同样的方法测

试其水接触角和滚动角。本实验工作所用热水的温度大约为 50 °C。 

4.3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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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以常规氧化铝为模板制备 PMMA 纳米阵列结构 

 

 

 

 

 

 

 

 

图 4-1 高分子溶液或者是高分子熔融物注入具有常规纳米管道的 AAO 模板的过程原理

图形。 

Figure 4-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infiltration process of polymer into AAO template 

图 4-1 是高聚物 PMMA 复制 AAO 纳米孔洞结构的原理图。当聚合物溶液放至于模

板之上时，由于高分子溶液会逐层润湿 AAO 孔洞壁，高分子溶液会以层层润湿的方式

叠加。另外由于 AAO 孔洞的较强的毛细力作用，也会使得高分子溶液很容易进入到底

部孔洞的内部，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当模板最后被除去之后，高分子溶液会成功复制

AAO 孔洞的结构，形成高分子纳米纤维或者纳米管阵列结构。 

图 4-2a 是本文中所用的 AAO 模板，直径大约在 80 nm 左右。图 4-2b-d 是通过控

制润湿温度得到的 PMMA 复制纳米孔洞 AAO 结构后的样品。当 PMMA-CH2Cl2 溶液注

入 AAO 模板后，直接采取不加热的方式，将整个试样在室温下放置 5 h。将 AAO 模板

用 NaOH 除去后，得到的 PMMA 样品形貌如图 4-2b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形成了大面

积的 PMMA 纳米纤维结构，并且纤维结构倒塌互相聚集在一起，因此留下很大的孔状

空隙结构。当溶液注入到 AAO 模板之后，采取立刻加热的方法将样品在 80 °C 条件下

加热 5 min，得到的 PMMA 样品形貌如图 4-2c 所示。从它的进一步放大的 SEM 图像可

以清楚看到的是 PMMA 纳米线结构。大量的纤维结构从不同的方向互相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簇状结构，并且簇状结构之间形成了较大尺寸的沟壑状结构。如果当溶液注入到

AAO 模板里，采取进一步提高加热温度至 150 °C 的方式加热样品，得到的 PMMA 样品

形貌如图 4-2d 所示。从其进一步放大的 SEM 图像可以看出，此时生成的是大面积的

PMMA 纳米管结构，并且纳米管结构互相聚集在一起，形成垛状结构。垛状结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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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是留下了较大尺寸的沟壑状结构。由此可以知道润湿温度对 PMMA 样品的形貌结

构有很大的影响。 

 

 

 

 

 

 

 

 

图 4-2 制备得到的样品的 FESEM图像 (a) 用于制备 PMMA纳米结构的AAO模板。 (b) 

不加热得到的 PMMA 样品。(c) 润湿过程中加热温度为 80 °C 得到的 PMMA 样品，插

图为其放大图像。(d) 润湿过程中加热温度为 150 °C 得到的 PMMA 样品，插图为其放

大图像。 

Figure 4-2 The FESEM images of diverse samples (a) The AAO template used for fabricting 

nanostructured PMMA samples. (b) the unheated PMMA sample. (c) the obtained PMMA 

sample with heated temperature of 80 °C. (d) the obtained PMMA sample with heated 

temperature of 150 °C. 

4.3.2 具有分级结构的大孔氧化铝模板的制备及形成原因 

具有分级结构的大孔氧化铝薄膜模板的制备过程如实验所述。本实验使用纯度为

97.17% 的铝板作为原材料，并且在室温下 0.3 M 草酸溶液中反应 8 h，可以形成这种具

有大孔结构的氧化铝模板。HAM 的多级结构可以从它的 SEM 图像清楚地观察到。如图

4-3a 所示，从表面层可以明显看出一种疏松多孔的大孔状结构。图 4-3a 插图是单个孔

洞的放大图像，可以推测表面大孔的直径约为 10 μm。当进一步把孔洞放大时，可以在

底部发现大量的蜂窝状的 AAO 结构(图 4-3b)。底部纳米孔洞的直径约为 100 nm。在铝

片的一步阳极氧化过程中，铝基底在第一个阶段会形成常规的 AAO 纳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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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a)HAM 模板的低倍扫描电镜图像。插图是单个大孔结构的放大图像。(b)大孔结

构底部的高倍扫描电镜图像。 

Figure. 4-3 (a) Low-magnification SEM image of the HAM template. The inset is the 

enlarged SEM image of one hole of the template. (b) High-magnification SEM image of the 

bottom region of the template. 

然而，随着阳极化过程的进行，纳米孔洞的侧壁和三个正六边形蜂窝状单元的衔接处由

于相对于底部有比较高的酸浓度非常容易被酸逐步腐蚀。当纳米孔洞的孔壁被腐蚀的越

来越严重，孔壁及衔接处就会变得越来越薄，最终会导致纳米线的形成。当这些表面的

纳米孔洞被完全腐蚀掉，大量的纳米线阵列会在铝基底表面形成。那种尺寸较大的凹槽

状结构在经历了合适的自组装过程便可以形成。另外，较长的阳极化时间一定会产生大

量的热量，这些热量并不能快速的分散开。这种现象会使得纳米孔洞的体积进一步膨胀，

使得这种破坏行为更为严重。当纳米孔洞的上部分区域完全转化成纳米线结构，而靠近

底部的剩余的纳米孔洞结构会被保持下来，这样就会在铝表面形成一种分级结构。 

4.3.3 PMMA 大孔结构的形成原理 

模板润湿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和产率高的构筑粗糙结构的方法。它依靠毛细力的

作用把高分子溶液或者高聚熔融物拖入材料的纳米管道或者纳米孔洞中。模板在这里被

用作模具，高分子可以复制该模板的结构。本章中，我们分别采用 HAM 和 PMMA 作

为无机模板和高分子物。通过控制反应温度，可以得到三种具有不同形貌的 PMMA 大

孔结构。图 4-4 是 PMMA 大孔结构形成的流程图形。先前的研究表明高分子熔融物或

是高分子溶液都具有比较低的表面能物质，比较容易润湿多孔模板 (例如 AAO 或者硅

模板)。高分子溶液润湿多孔模板结构的内部结构，并且同时形成一层润湿膜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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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PMMA 样品 A-C 制备过程原理图形 

Figure. 4-4 The mechanism image of preparation process of the as-prepared PMMA 

macroporous structures 

虑到 HAM 模板特殊的分级结构，PMMA-CH2Cl2 溶液会同时润湿大孔结构的壁层和底

部的纳米孔洞壁层。然而，由于底部纳米孔洞结构具有比较强的毛细力作用，二氯甲烷

溶剂由于良好的流动性，可以迅速地流进上部区域的大孔洞结构和底部的纳米孔洞结构。

大部分二氯甲烷会较迅速地聚集在铝模板的底部，形成溶剂中心，这会导致溶剂和

PMMA 高分子层的分离。当高分子浸入孔洞管道中时，高分子溶液沿着孔壁逐步的到

达一定的高度，第二轮的润湿会使得润湿上升至同样的或者是低一点的高度。高分子溶

液沿着孔壁慢慢地逐步层层润湿，最后使得生成的薄膜越来越厚。这个润湿程序会反复

的进行，直到溶剂完全挥发完为止。最后，PMMA 高分子可以模制 HAM 模板的分级结

构。然而，在润湿过程中，当试样被加热处理之后，热量会使得 PMMA 和溶剂之间的

分离加速并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分子溶液和溶剂的流动性。这些结果会进一步对最

终的 PMMA 样品的形貌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加热温度足够大时，溶剂会剧烈地挥发。

处于表面的每个大孔结构都是一个个溶剂沸腾中心。溶剂一旦沸腾，就会向上冲。溶剂

蒸汽会瞬间形成并且急剧地朝上方向冲，使得在表面形成的结构急剧膨胀。最后用摩尔

浓度为 3M 的氢氧化钠溶液去除 HAM 模板，PMMA 就可以成功的复制 HAM 的大孔结

构。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4 
 

4.3.4 PMMA 大孔结构的形貌表征 

图 4-5 是最后制备得到的 PMMA 大孔结构(依次标记为样品 A, B, C)的扫描电镜图

像。当 PMMA-二氯甲烷溶液与 HAM 模板接触后，我们没有对样品进行过热处理，之

后整个样品置于室温环境下 5 h (样品 A)。当 PMMA 固化之后，可以得到具有浅的碗状

结构的 PMMA 样品，如图 4-5a, b 所示。通过前面的实验可以得知热处理会影响最终

PMMA 产物的形貌结构。从图 4-5c, d 中可以看出，当样品 B 在 80 °C 下立刻加热 5 min

后，会形成大面积的深的具有碗状形貌结构的大孔结构。此时孔的尺寸约为 5-10 μm。

当样品 C 在更高的温度 150 °C 下加热时，可以得到具有较深高度的蜂窝状结构(4-5e)。

图 4-5b, d, f 分别是样品 A-C 的单个孔洞的放大 SEM 图像，可以明显看出孔的深度呈现

从浅到深的变化。对于样品 A 来说，当高分子溶液在室温下润湿 HAM 模板时，溶液会

同时沿着模板表层的大孔壁和底部纳米孔洞壁层逐步渗入。一方面，二氯甲烷会迅速地

流入底部结构，使得表层高分子溶液的溶剂量非常少，底部溶剂的浓度非常高。由于表

层溶剂很少，处于上层的高分子比底部的高分子固化的更快，导致流动性会变差。另一

方面，由于本章使用的 PMMA 分子量比较大，样品 A 并没有进行加热处理。这些因素

会进一步阻碍高分子溶液的流动性。由于样品 A 中高分子溶液的流动性比较差，因此，

它沿着大孔结构孔壁的流动性能力同样也会下降，PMMA 薄膜可以到达的高度也会非

常受限制，因此导致这种浅的大孔碗状结构的生成。同时，这些处于下层的高分子溶液

容易润湿纳米孔洞，从而浸入底部的纳米孔洞结构，最后则容易形成 PMMA 纳米纤维。

一旦 HAM 模板被移除，这些纳米纤维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并且互相依靠在一起。以上阐

述可以用来解释样品 A 的形成原因。然而，当试样被进行加热处理之后，情况就会变得

大不相同。当样品 B 立刻在 80 °C 下进行加热处理后。一方面，众所周知，加热处理会

加速高分子溶液的流动速度，因此，相对于样品 A 来说，高分子溶液会沿着孔壁流动至

更深的高度。另一方面，根据热转移的原则，热量会迅速地首先到达模板的底部，这使

得模板底部的溶剂挥发速度更快，整个底部形成一个一个溶剂泡沫中心，这些溶剂会形

成蒸汽从底部直接冲向表面。二氯甲烷蒸汽形成的冲击力会一定程度地破坏底部 PMMA

纳米纤维阵列的排布，因而导致了样品 B 深的碗状结构的形成。对于样品 C，如果进一

步将样品的加热温度提高到 150 °C，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温度比 PMMA 的玻璃化转变温

度要高。在这种情况下，高分子的流动性要比样品 A 和样品 B 容易很多。因此，样品 C

可以更容易浸润模板壁，并且能够更快速地到达表层大孔壁的更深处。二氯甲烷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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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a) (b)分别是具有浅的碗状结构的样品 A 的低倍和高倍扫描电镜图。(c) (d)是具有

较深的碗状结构的样品 B 的低倍和高倍扫描电镜图。 (e) (f)是具有更深的蜂窝状结构的

样品 C 的低倍和高倍扫描电镜图。 

Figure. 4-5 (a and b) Low and high-magnification SEM images of sample A with the shallow 

bowl-shape structure. (c and d) Low and high-magnification SEM images of sample B with 

the deep bowl shape morphology. (e and f) Low and high-magnification SEM images of 

sample C with the deep honey-comb structure. 

高的温度下会更加快速地挥发，形成的二氯甲烷蒸汽会很快地冲向表面。流进大孔洞中

的 PMMA 高分子溶液会膨胀并且渗入到即将逸出表面的二氯甲烷蒸汽中，最终导致样

品 C 多孔状结构的生成。在整个加热的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种剧烈的溶剂气

泡现象，当加热时间为 5 min 之后，将样品表面的温度迅速地降至室温。此时处于沸腾

状态的 PMMA 高分子来不及坍塌，因此样品 C 的深的蜂窝状形貌就可以被保持下来。

这种大孔的形貌结构和样品 A-C 的孔的深度的变化同样可以从它们的侧面的 SEM 图像

观察出来。如图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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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a), (b)分别是样品 A-B 的侧面 SEM 图像。(c), (d)分别是样品 C 的不同角度的侧

面 SEM 图像。 

Figure. 4-6 (a, b) The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s of samples A, B, respectively.  (c, d) The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s of sample C in different angles. 

4.3.5 PMMA 大孔结构的成分分析 

 

 

 

 

 

 

 

 

图 4-7 (a) PMMA 大孔结构样品在被 PDES 修饰前后的 XPS 图谱。 (b) F 元素的高分辨

区域图。 

Figure. 4-7 (a) XPS spectra of the as-prepared PMMA macroporous structures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 with PDES. (b) The high-magnification F region of the surface after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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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是 PMMA 大孔薄膜样品在经过 PDES 修饰之后的 XPS 能谱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出现了新的元素 F 的峰，并且 F 元素峰的信号 688.88 eV 非常强烈，这些结果都

充分表明一层稳定的 PDES 分子层已经成功地在 PMMA 表面形成。接下来我们重点研

究了这三种样品的润湿性和水粘附性质。 

4.3.6 PMMA 大孔结构的润湿性和水粘附性差异以及原因分析 

 

 

 

 

图 4-8 PMMA 大孔结构在修饰之前的水接触角：(a) 样品 A，108°，(b) 样品 B，88°，

(c) 样品 C，67°。 

Figure. 4-8 The WCAs of the three PMMA macroporous surfaces before modification. (a) 

Sample A, 108°. (b) Sample B, 88°. (c) Sample C, 67°.  

未经过修饰的 PMMA 平整样品表现疏水性质，水接触角为 90°，而样品 A-C 在未

经过修饰之前的接触角分别是 108°, 88°, 和 67° (图 4-8)。在经过 PDES 修饰之后，所有

的这三种样品能够取得的接触角都大于 150°，表现出超疏水性质。自从玫瑰花瓣的强水

粘附性表面的发现，固体表面的润湿性往往会伴随着水粘附性的研究。在本研究工作中，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来研究样品 A-C 的水粘附性。结果惊奇的发现，制备的三种样品

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水粘附性。样品 A 在修饰之后可以取得水接触角为 158°，但表现出

极滑的性质，取得的滚动角为 3°，如图 4-9a, b 所示。对于样品 B，我们同样发现它可

以取得超疏水性能，得到的接触角为 155°，但是却表现出一些水粘附性质，取得水滚动

角为 30°，如图 4-9c, d 所示。样品 C 在被修饰之后同样表现出超疏水性能，取得的水接

触角为 152°。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样品 C 表现出很强的水粘附性，甚至可以承受倒置

水滴的重量高达 10 μL，如图 4-9e, f 所示。一般说来，对于超疏水表面来说，两种模式

被经常用来解释具有高粘附或者是低粘附超疏水表面：Cassie-Baxter 模型和 Cassie-浸

润模型。在 Cassie-Baxter 模型的描述中，大量的空气气垫处于粗糙结构的空隙中，因此

水滴不能渗入粗糙结构中，最终会很容易地从表面滚走，如图 4-9g 所示。然而，在 Cassie-

浸润模型中，水滴会部分地渗透进入表面宏观结构中，使得水滴粘附在表面，如图 4-9h

所示。但同时也可以保持超疏水性质。这两种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样品 A 的低粘附和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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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制备的 PMMA 样品 A-C 的润湿性和粘附性表征。(a, b) 样品 A 可以获得 158°的

水接触角和 3°的滚动角。(c, d) 3 μL 水滴置于样品 B 表面的形状和滚动形状。(e, f) 样品

C 可以取得的接触角和滚动角分别为 155° 和 30°。(g) 和 (h)分别是 Cassie-Baxter 模型

的和 Cassie 浸润型模型图。 

Figure. 4-9 Wettability and adhesion performances of the as-prepared PMMA samples. (a and 

b) Sample A possesses a WCA and SA of 158° and 3°, respectively. (c and d) A 3 μL water 

droplet contacted and left from the surface of sample B, presenting WCA and SA of 155° and 

30°, respectively. (e and f) A 10 μL water drop was positioned on the surface of sample C with 

the titling angles of 0° and 180°, showing strong sticky water adhesion. (g) The Cassie-Baxter 

model. (h) The Cassie-impregnating model. 

C 的高粘附行为。水滴的粘附行为主要与 CAH 和连续的三相连接线有很大的关系。如

果三相接触线越不连续，表面就有着更小的能量势垒，因此水滴在表面更容易滑走。另

一方面，连续的三相接触线一定会引起有效的接触角滞后现象和表面粘附性。在本实验

中，因为样品 A-C 的表面成分是一样的，因此，表面结构的不同是导致超疏水粘附性较

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异性可以用 Cassie-Baxter 模型来解释，具有浅的碗状结构形

貌的样品 A 有着较大的水接触角和低的滚动角。大量的空气存在于表面的浅的大孔状结

构之中，这些空气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水滴和基底的接触面积，因此使得水滴可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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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a-c 分别是样品 A-C 的放大 SEM 图像 

Figure. 4-10 (a-c) The enlarged SEM images of samples A-C, respectively. 

地从表面滚落。另外，PMMA 原本就是疏水材料，因此，与样品 B 和 C 相比，样品 A

与水滴之间相对较大的接触面积会增加水滴滚落的可能性。具有较深的蜂窝状结构的样

品 C 能够获得超疏水性质和强的高粘附性。一方面，样品 C 的孔洞相对更深会导致更

强的毛细力作用，这会迫使部分水滴进入样品 C 表面的孔洞结构中。这种现象很符合

Cassie-浸润模型的描述，水滴的部分体积浸入到大孔表面的结构中，并且被表面牢牢地

嵌住，使得水滴紧紧地粘附在表面。另外，根据样品 A-C 的放大 SEM 图像可以看出，

蜂窝状结构样品 C 有着更大的孔密度，这种稠密的结构会产生更强的毛细力作用，会导

致更强的水粘附性质。另一方面，根据 Feng 等人[64]对高粘附玫瑰花效应提出的理论解

释，样品 C 表面的更大的孔直径也是产生强的水粘附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以上阐述

的那些原因可以很好的理解深的蜂窝状结构必然会引起强的水粘附性。样品 B 的孔深度

处于中间值，取得水接触角数值与样品 A 基本一致，但是它的更深的孔的深度会产生部

分的更强的毛细力，因此会引起部分水粘滞效应，使得滚动角度增大，取得了较大的滚

动角(30°)。 

4.3.7 PMMA 大孔结构的性能分析 

当 5 μL 的水滴快速地朝样品 A 表面落下，可以立刻看到一个明显的反弹现象。如

图 4-11 所示，随着水滴冲击这个表面，水滴伴随着一定的速度反弹。随后当它再一次

冲击表面，随后又再一次反弹，这一次相比于前一次有着更大的变形，反弹至更大的高

度。我们可以观察到水滴在停下来之前会反弹数次，但最后会从样品 A 表面滚走。样品

A 表面没有留下任何水滴的痕迹，这些现象进一步有力地证实了极滑样品 A 表面具有极

好的不被润湿的特性。本章中有着高水粘附性的样品 C 可以被用作“机械手”，可以完好

无损的将水滴从极滑超疏水表面转移至亲水表面。如图 4-12 所示，5 μL 的水滴一开始

放置于滑的超疏水 PMMA (样品 A)表面，然后我们使用蜂窝状的高粘附 P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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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5 μL 水滴冲击极滑样品 A 的全过程。(a-d) 水滴从一定的高度落下，接近表面，

从表面反弹到最后从表面滚落的过程 (e, f)。实验使用高分辨摄像记录整个过程。 

Figure. 4-11 Sequence of a 5 μL water drop impacting the slippery as-prepared PMMA 

surface. (a-d) The liquid falls from a certain height, approaches and bounces the surface, and 

finally rolls across the surface (e, f). The snapshots are obtained by using a high-speed 

camera. 

 

 

 

 

 

 

图 4-12 用高粘附样品 C 表面将 5 μL 水滴从极滑样品 A 转移到亲水硅表面的过程。(a)

将 5 μL 水滴置于极滑样品 A 表面。(b)高粘附样品 C 接触水滴。(c)将 5 μL 水滴成功地

转移到样品 C 表面。(d)将水滴放置于亲水硅表面。 

Figure. 4-12 Transferring process of a 5 μL water droplet from the slippery sample A to the 

hydrophilic silicon surface by using the sticky sample C: (a) Placing a 5 μL water droplet on 

the slippery sample A. (b) Contacting the water drop with the sticky sample C surface in this 

work. (c) Transferring the 5 μL water drop to the sample C surface successfully. (d) Releasing 

the water droplet to the hydrophilic surface. 

(样品 C)表面去接触水滴。可以观察到水滴很快的就被样品 C 表面抓住，最后，水滴被

转移至超亲水硅表面。 

由于 PMMA 具有很多优异的性能，我们接下来研究了制备的 PMMA 样品表面的超

疏水稳定性。图 4-13a 显示了滑的 PMMA 样品表面放置不同 pH 值的液滴和对应的 CA, 

SA 数值关系曲线图。从这两条曲线图中可以看出，pH 值的改变几乎没有对 CA 和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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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a)样品 A 对具有不同 pH 值的液滴的接触角和对应的滚动角曲线图形。(b)样品

A 被不同溶剂浸润处理过后的接触角数值。 

Figure. 4-13 (a) WCA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As of sample A under different pH values. (b) 

The WCAs of sample A after it was treated by the diverse solvents. The insets are the shapes 

of the water droplets. 

 

 

 

 

 

图 4-14 超疏水 PMMA 表面在室温下放置六个月前后，水滴的对照图形。可以看出，放

置六个月之后，表面仍然可以维持 153°的接触角。 

Figure. 4-14 The water droplet shapes of the as-prepared superhydrophobic PMMA surface 

before and after it was placed under the air condition for 6 months. The surface can still keep 

superhydrophobicity with a WCA of 153° after 6 months. 

数值引起任何的影响，这证明了样品 A 的滑的超疏水表面有着稳定的超疏水性质。对于

高粘附超疏水表面样品 C，也同样地发现 pH 值从 1 到 12 的变化也没有对其接触角产

生影响。样品 C 还表现出良好的超疏水性能并且仍然表现出强的水粘附性。图 4-13b

显示了样品 A 被热水和不同溶剂包括乙醇，丙酮和正己烷浸润之后的水接触角，从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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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不管表面被哪种溶剂浸润过，水接触角数值都可以维持在 155°以上，几乎

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进一步证实了 PMMA 表面的超疏水性能的稳定性。我们认为本

实验工作制备得到的样品在被不同的溶剂浸润之后还能够保持超疏水性质主要归因于

它表面疏松多孔的结构。相比于突起结构(突起结构会很容易被外界刺激因素破坏)，可

以很容易的理解多孔结构相对来说会更容易地被保持下来。当样品 C 被置于室温环境下

6 个月之后，它的超疏水性能依然会被保持下来，并且可以取得的接触角为 153°，如图

4-14 所示。事实上，超疏水表面抵抗外界环境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分子本身的性

能。因此，如果我们使用另外一种可溶解的高分子，并且具有好的机械性能，较高的热

稳定性和好的耐化学腐蚀，耐摩擦等性能，我们相信使用本文中的模板润湿的方法可以

得到具有良好性能的超疏水高分子表面。 

4.4 本章小结 

采用了一种模板润湿法制备了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大孔状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表面。首先通过一步阳极化法制备了具有分级结构的氧化铝薄膜模板，这种模

板表面呈现疏松大孔形状。随后，用 PMMA 成功的模制了这种大孔结构。通过控制润

湿温度，可以得到三种不同形貌的 PMMA 表面。当这些 PMMA 表面被低表面能物质

PDES 修饰时，都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能，但是却表现出极大的水粘附差异性。当不加热

时，可以得到具有浅的碗状结构的 PMMA 表面。这种表面在经过修饰之后，可以取得

接触角为 158°，并且表现出良好的水排斥性能，滚动角低至 3°。当加热温度为 80 °C 时，

可以得到具有深的碗状结构的表面，这种表面可以获得的水接触角为 155°，但是却表现

出比较大的滚动角 (30°)。当加热温度提高至 150 °C，这种表面可以获得的接触角为 152°，

但是却表现出非常强的水粘附性，类似于“玫瑰花效应”，并且可以承受的倒置水滴的

最大体积为 10 μL。本章对这三种表面的水粘附性较大差异性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当将

超疏水 PMMA 表面暴露在强酸强碱环境下，不同的溶剂液体中和长时间室温环境下放

置时，该表面的超疏水性质依然可以保持，表现出稳定的超疏水性质。另外，本试验方

法适合于任何一种水溶性高分子。最重要的是，本章提供了一种制备具有可调粘附性超

疏水高分子表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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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具有良好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超双疏铝表面

的制备 

5.1 引言 

由于外界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于超疏水表面来说仅仅具有排斥水滴的能力是

远远不够的，因此研究者们后来提出了超双疏表面。所谓的超双疏表面是指对水和油都

可以获得接触角大于 150°的表面，这种表面不仅可以排斥水滴，对油滴也有很好的排斥

性质。它可以广泛应用在工业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中。比如在自清洁、防污、抗腐蚀和

减阻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54, 95, 111, 217-220]。因此，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技术

方法来制备这种超双疏表面，比如电化学腐蚀法、气相沉积法、相分离法、电化学沉积

法、刻蚀法等。但是事实证明超双疏表面比超疏水界面的制备难度系数要高很多。因为

油滴的界面张力要比水小，尤其是那种具有极低界面能的油滴比如正十六烷和十二烷等，

它们的表面张力要比水小很多，因此，要排斥这种油滴必须具备更高的表面粗糙度和尽

量低的表面能。目前大部分制备的超双疏表面对具有界面张力大于 35 mN m
-1 的油滴的

可以比较容易的实现排斥，但是对一些具有很低表面张力 (小于 35 mN m
-1

) 的油滴却很

难实现排斥。 

尽管有些人工合成的超双疏表面已经被制备出来，但很少一部分被实际应用。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大部分制备的超双疏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比较差，例

如，当将超双疏表面暴露在强酸强碱，热的甚至是沸腾的液体(包括热水，热酸碱溶液

等)里面，高温环境，潮湿环境中，油或者溶剂污染等恶劣环境下时，超双疏能力会部

分或者全部被破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现在很多制备的超疏水表面对机械作用

力很敏感和脆弱。大部分的表面在机械摩擦作用力下其必要的用于实现超疏水能力的表

面结构会在摩擦作用下被破坏并且导致表面变得平整，因此会使得超双疏能力丧失。另

外，由于目前大部分人工合成的超双疏表面的低界面能物质层与基底的粘附作用力并不

是化学键，大部分是范德华作用力，因此极易被机械作用力破坏，从而进一步损坏其超

双疏能力。对于一些表面来说，甚至是轻微的手指接触和微弱的作用力都足以破坏其超

双疏能力，因此如何提高超双疏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寿命)是这一块研究领

域目前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的整体研究工作还缺乏比较系统和完善的评价超双疏

表面稳定性的方法。大部分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很多关于检验和研究这种表面稳定性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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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是，近几年来，有关于制备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较强的机械持久性的超疏水

表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Wang 研究组[221]采用了一种两步表面修饰技术制备了一种

具有超强稳定性的，同时还具有自修复能力的织物表面，这种表面可以抵抗大部分的化

学和物理性的破坏。Guo 课题组[222]在织物和海绵基底上采用原位生长金属氧化物和金

属纳米晶体转移的方法制备了一种稳定性良好的表面。Xue 课题组[223]通过化学刻蚀的

方法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表面制备了一种具有长寿命的彩色表面。但是大部

分报道的这些表面都是在有机物基底上实现的，现阶段在金属基底上制备具有良好稳定

性的超疏水表面的报道还比较少。 

虽然有比较多的方法在铝基底上制备超疏水表面，但是在铝基底上实现超双疏表面

的报道并不多，这会在较大程度上限制铝的实际应用。由于铝及其合金有着很多优异的

性能，因此如果能在其表面制备出具有良好稳定性的超双疏涂层，对工业应用和日常生

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章提出了一种酸腐蚀和沸水浸润相结合的方法在铝基底上制备得到了超双疏表

面。这种表面可以排斥具有很低界面能的油滴，例如，正十六烷和十二烷。本章还采用

了很多种方法详细研究和评价了这种超双疏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研究结果

表明这种超双疏表面具有优异的稳定性，可以抵抗大部分的化学和物理性的破坏。 

5.2 实验部分 

5.2.1 实验试剂和材料 

实验过程用到的原材料铝板的成分与第二章相同，详细见第二章 2.3.2 部分。 

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原料如下表 5-1 所示 

Table 5-1 A list of main reagents used in experimetal process 

药品名称 分子式 纯度 生产厂家 

硅胶层析板 (铝板) Al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  (98%) C2H5OH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盐酸 HCl 分析纯 芊会试剂有限公司 

氮气 N2 分析纯 芊会试剂有限公司 

去离子水 H2O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全氟三乙氧基硅烷 PDES 分析纯 Alfa A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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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实验仪器 

本章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除了没有用到电源以外，其余的仪器设备均与

第三章相同，详细见第三章 3.2.2 节。 

5.2.3 实验方法 

首先将硅胶层析板切割成 15 mm × 80 mm 规格的铝片若干。切割好的铝片随后分别

用无水乙醇，去离子水洗涤数次。处理好的铝片浸入室温下 2.5 M 的盐酸溶液中反应 8 

min，这样就可以得到具有微米级结构的铝表面。随后将铝片从盐酸中取出浸入到沸腾

的纯水中反应 15 min，经过这一步，便可以在微米级结构上进一步构造出纳米级结构。

待反应结束后，取出反应过后的铝片，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随后干燥处理。最后，将

得到的具有微米级/纳米级结构相结合的铝试样浸入到质量分数为 1.0 wt% 的 PDES (1H, 

1H, 2H, 2H-perfluorodecyltriethoxysilane)-乙醇溶液中，浸润时间为 30 min。随后将样品

取出，100 °C 条件下加热 1 h，就可以成功在铝基底上制备超双疏表面。 

5.2.4 性能测试及表征 

样品性能测试与表征方法与第三章相同，详细见第三章 3.2.4 节。另外，电化学测

试不仅在质量分数为 3.5 wt%的 NaCl 溶液中进行，还在质量分数为 3.5 wt%的 Na2SO4

溶液中进行测试。 

5.3 结果与讨论 

5.3.1 微米结构、纳米结构以及微米纳米相结合结构的形貌表征 

为了能够更好地探究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的结合对超双疏铝表面润湿性的重要性，

我们分别比较了几种不同表面的形貌和润湿性：微米级纳米级结构相结合的铝表面

(Micro/nanostructured surface, MNS-表面，微米级阶梯和纳米花片相结合的表面)，单一

的微米级铝表面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MS-表面，只有微米阶梯状结构) 和单一的纳

米级铝表面 (Nanostructured surface, NS-表面，只有纳米级花片状结构)。图 5-1 给出了

铝片在盐酸中腐蚀 8 min 之后的不同放大倍数的正面扫描电镜图像。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微米级尺寸阶梯状结构的形成。在经过第一步的盐酸溶液处理之后，整个铝表面此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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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较粗糙并且大量的阶梯状结构在表面生成(图 5-1a, b)。从其进一步的高倍电镜图像

(图 5-1c)可以看出表面由大量的类似于砖块的阶梯状结构组成，呈四方形结构，长度约

为几个微米。事实上，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人们就已经报道了铝片在经过盐酸溶液腐蚀

之后会形成这种类似的结构并且阐述了这种结构的形成原因。在平整铝表面，大量的有

着比较高表面能的位置缺陷点以结晶态的形式存在。这些位错点很容易被化学试剂攻击 

 

 

 

 

 

 

 

 

 

图 5-1 (a-c) 分别是铝片在 HCl 溶液中刻蚀 8 min 之后的低倍和高倍扫描电镜图像。在盐

酸中刻蚀完之后，继续浸润在沸水溶液中反应 15 min。图 (d-f) 分别是最后得到的微米

级/纳米级结构相结合的表面的低倍和高倍扫描电镜图像。 

Figure 5-1 (a-c) Low- and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s of the aluminum surfaces after 

etched in HCl solution for 8 min (MS-surface). (d-f) low- and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s of the surface after the subsequent treatment by immersing in boiling water for 15 min 

(MNS-surface). 

并且会首先溶解。这种选择性的腐蚀效果会导致大量的微米级的凹陷结构的形成，最后

形成这种类似于阶梯状的结构[224, 225]。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图 5-1c 可以看出，

这些阶梯结构的表面是很光滑的。然而，当经过沸水处理 15 min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表面形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图 5-1d-f 所示，可以观察到表面变得更粗糙。阶梯

结构此时不再是光滑的状态，而是被大量的纳米花片状结构覆盖。这些花片状的纳米结

构尺寸约为 20-40 nm，并且分布在整个表面。同时我们还可以从 5-1f 清楚地观察到，这

些花片状结构倾向于团聚形成一种类似于花状的结构。侧面的扫描电镜图像(图 5-2)也证

实了 MNS-表面的确是呈现出这种形貌结构高度起伏差异较大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在后

面会被证明是铝表面可以实现超双疏性能的决定性因素。当铝片在酸处理之后浸入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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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片表面原来的氧化层会一开始跟水之间发生反应，生成 Al2O3·nH2O。此外，一些

生成的 Al2O3·nH2O 会进一步继续跟沸水反应形成结晶态的薄姆铝石(AlOOH)，同时，

部分薄姆铝石 AlOOH 也会溶解在沸水中。大尺寸的花片状结构的形成可以归因于铝表

面和沸水发生反应产生氢气，还有部分空气气泡在沸水中对铝片的进攻[226-228]。通过以

上酸处理与沸水浸润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制备出微米级和纳米级结构相结合的形貌，再

加上 PDES 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就可以成功得到具有超双疏性质的铝表面。 

 

 

 

 

 

 

 

 

图 5-2 超双疏 MNS-表面的侧面扫描电镜图像 

Figure 5-2 The cross-sectional FESEM image of the superamphiphobic MNS-surface. 

 

 

 

 

 

图 5-3 (a)平整铝片表面的扫描电镜图像，(b-c)平整铝片放置于沸水溶液中浸润 15 min

之后的低倍和高倍扫描电镜图像。 

Figure 5-3 (a) FESEM image of the flat aluminum surface. (b-c) low- and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s of the aluminum surface after immersing in boiling water for 15 min. 

为了得到 NS-表面，本章做了一个对比试验。将平整的铝片在不经过酸处理的条件

下直接放入沸水中浸润 15 min，可以得到如图 5-3a-c 所示的形貌结构。可以看到，整个

表面被大量的无定形的花片状结构覆盖。尺寸约为 20-40 nm。很明显，可以知道当铝片

仅仅经过沸水处理之后，铝表面只有单一的花片状结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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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不同样品的成分分析 

图 5-4 依次是未处理的铝板，未经过修饰的 MS-表面，未修饰和被 PDES 修饰过的

MNS-表面的 EDS 图谱。相比于图 5-4a，我们可以从图 5-4b 看出当铝片经过酸处理之后

并没有新的元素成分出现。但是，在进一步用沸水处理之后，如图 5-4c 所示，O 含量

的比例急剧上升，表明此阶段已经生成了 Al2O3·nH2O
[226-228]。与图 5-4c 的成分图谱相比，

可以从 5-4d 观察到经过 PDES 修饰的 MNS-表面包含的成分有 Al, O, Si 和 C，这充分证

明了 PDES 分子层成功的组装到了 MNS-表面上。 

 

 

 

 

 

 

 

 

 

图 5-4 分别是 (a) 平整铝片表面， (b) MS-表面，(c) MNS-表面和 (d)被 PDES 修饰过

的 MNS-表面的 EDS 成分分析图谱。 

Figure 5-4 The EDS spectra of the (a) flat aluminum surface, (b) MS-surface, (c) 

MNS-surface before and (d) after PDES modification. 

5.3.3 PDES 在样品表面的自组装机理 

由于-CF3 和-CF2 基团的存在 (表面能分别为 6.7 和 18 mJ m
-2

)，PDES 具有很低的表

面自由能，并且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所制备的表面的自由能。相关文献已经证实硅烷基

大分子会通过硅烷基和铝表面上的官能团 Al-OH 之间的水解反应牢牢地与铝基底粘附，

形成一层低表面能物质，覆盖在固体物质的表面。PDES 分子层在铝表面的反应机理如

图 5-5 所示。首先，硅乙氧基团(Si-OCH2CH3)与水反应生成硅醇基 (Si-OH)，这种基团

可以作为大分子末端的活性基团。这些硅醇基会进一步与铝表面大量的羟基(-OH)反应

形成自组装膜。与此同时，表面同样会导致垂直方向的高分子反应，最后形成嫁接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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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高聚硅氧烷物[229]。 

 

 

 

 

 

图 5-5 PDES 分子层在制备得到的铝表面上的自组装原理 

Figure 5-5 The formation scheme of self-assembled PDES film layer on resultant Al surface 

5.3.4 不同样品的润湿性分析 

 

 

 

 

 

 

 

 

 

图 5-6 不同表面对具有不同界面张力的油滴和水滴可以取得的接触角数值和油滴界面

张力之间的关系曲线图。界面张力的范围为 25.3-72.1 mN m
-1。本章中的接触角数值的

误差范围为 ~1°。 

Figure 5-6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act angles and the liquid droplets with diverse surface 

tension measured on various fabricated surfaces. The surface tension is in the range of 

25.3-72.1 mN m
-1

. The error limit of the CA value here is ~1°. 

图 5-6 是 PDES 修饰的不同的表面(MNS-, MS-, NS-表面)的润湿性总结曲线图。我

们分别采用了几种具有不同表面张力的特征液滴来评价表面的疏水疏油能力。从曲线图

的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三种表面在氟化处理之后都可以取得很好的超疏水性质但是

它们的疏油能力却大不一样。对于每一种液滴，可以观察到 MNS-表面的接触角数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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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于 MS-或者是 NS-表面，这表明与单一的微米级或者纳米级结构相比，微米级和纳

米级结构的结合使得 MNS-表面取得了很好的超疏油能力。以前的相关报道已经证实要

使得固体表面获得超疏油能力必须在其表面引入特殊的结构特性，比如凹陷的空隙结构

或者是悬空结构，这几种结构对形成固-液-气三相线非常重要，并且可以有效地阻止油

滴渗入孔洞内[111, 230]。本章中，单一的 MS-表面的阶梯四方形结构或者是 NS-表面的纳

米花片状结构的粗糙度不足以使得表面排斥正十六烷等具有较低界面能的油滴。而

MNS-表面不仅可以疏正十六烷，甚至还可以排斥界面能更低的十二烷，并且对正十六

烷和十二烷可以取得的接触角分别为 154°和 152°。这些现象进一步证实了只有微米级

和纳米级结构相结合的表面可以构筑这种特殊的几何结构，使得表面可以排斥界面能很 

低的油滴。 

图 5-7 分别是不同液滴置于 MNS-表面上的正面和侧面形状图。考虑到正十六烷和

十二烷是界面张力很低的油滴，同时也是生活中和工业上常用的溶剂，本章中我们把它

们作为评价 MNS-表面疏油性能的代表性油滴。从图中可以看出，水，正十六烷和十二

烷液滴在 MNS-表面都表现出完美的圆形形状。这三种液滴的接触角分别是 160°，154°

和 152°，证明了该表面取得了优异的超疏水性和超疏油性质。不同液滴处于不同表面的 

 

 

 

 

 

 

 

图5-7 (a-b)分别是不同液滴放置于超双疏MNS-表面的正面和侧面照片。液滴依次为水，

正十六烷和十二烷。 (c)是三种液滴的接触角图像。 CA 值分别依次为 160°, 154°和 152°。

本章中的接触角值误差范围为 ~1°。 

Figure 5-7 The top-view (a) and side-view (b) optical images of different liquid droplets on 

the MNS-surface, the droplets are water, hexadecane and dodecane in sequence. (c) The CA 

shapes of the three liquid droplets. The CAs are 160°, 154°, and 152°, respectively. The error 

limit of the CA value here is ~1°. 

滚动角的数值对比归纳在表 5-2 中，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只有 MNS-表面可以取得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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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具有很低界面能的正十六烷和十二烷油滴的超疏油性能。 

表 5-2：不同液滴置于不同表面的滚动角数值的比较 (SA 误差范围为 ~0.5°) 

Table 5-2. Comparisons of SAs of diverse liquids on various surfaces (the error limit of SA 

value is ~0.5° 

Liquid 

 

Surface tension 

(mN/m) (20 °C) 

MNS 

surface 

MS 

surface 

NS 

surface 

Water 72 0° 1° 0° 

Glycerol 63 2° 5° 5° 

CH2I2 50 2° 10° 8° 

Ethylene glycol 48 3° 20° 13° 

Rapeseed oil 35 10° 38° N.S. 

Hexadecane 27.5 15° N.S. N.S. 

Dodecane 25.3 25° N.S. N.S. 

(N.S.： No Sliding)     

5.3.5 实验参数对样品形貌和润湿性的影响 

 

 

 

 

 

 

 

图 5-8 铝片首先在盐酸溶液中刻蚀 8 min 之后，接着在沸水溶液中反应 1 h 之后得到的

表面的低倍和高倍扫描电镜图像。 

Figure 5-8 (a) Low- and (b)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s show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Al surface obtained by etching in HCl solution for 8 min firstly, followed by immersing in 

boiling water for 1 h.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2 
 

 

 

 

 

 

 

 

 

 

图 5-9 不同反应条件下得到的表面与界面张力的关系曲线图，误差范围约为 ~1°。 

Figure 5-9 Contact angles as a function of the liquid surface tension measured on diverse 

as-prepared surfaces. The error limit of the CA value here is ~1°. 

此外，本章还研究了沸水浸润时间对铝片表面形貌和润湿性的影响。图 5-8 是通过

控制浸入沸水中的时间得到的铝片表面形貌图。当延长浸润时间至 1 h，发现表面宏观

的悬空结构被破坏，并且纳米花片状结构变得平坦。本章同样也测试了在不同反应参数

下制备的表面的疏水疏油能力。图 5-9 是不同油滴在不同表面可以取得的接触角数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浸润 1 h 得到的表面对油滴的 CA 值都小于 MNS-表面可以取得的数

值。由于浸润 1 h 后的表面的悬空结构被破坏，其表面的粗糙度不足以排斥具有很低界

面能的油滴例如正十六烷或者是十二烷等。这些结果进一步充分表明固体表面的多层结

构必须具有足够的粗糙度才能对低界面能的油滴实现超疏油性质。 

 

 

 

 

 

 

图 5-10 铝片在第一步经过盐酸溶液处理之后浸入不同温度(a) 60 °C, (b) 80 °C 的热水中

反应得到的表面的形貌放大扫描电镜图。 

Figure 5-10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s of the MNS-surface prepared in water with 

diverse temperature, (a) 60 °C, (b) 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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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也进一步研究了铝片在不同温度的热水中浸润 15 min 之后的形貌结构。图 5-10

是具有微米级阶梯状结构的铝表面放入不同温度的热水浸润之后得到的形貌的放大扫

描电镜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在 60 或者是 80 °C 的热水中反应，同样可以得到纳米

花片状结构。但是，同样也可以观察到，在较低的水温条件下，由于反应比较温和，表

面生成的纳米花片状结构稀疏地分散在表面，并且得到的纳米花片状结构比在沸水中制

备的花片状结构的尺寸要小。实验同样也证实了在 60 或者是 80 °C 条件下制备得到的

表面对正十六烷和十二烷的疏油能力比较差，这进一步证实了粗糙度对疏油能力的重要

作用。 

5.3.6 超疏油样品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表征 

对于超疏水表面来说，实现它的户外应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实验中，

我们表征和评价了在不同恶劣条件下超双疏表面的持久性和机械强韧性。本实验采用了

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检测制备的超双疏 MNS-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令人惊

喜的是，超双疏 MNS-表面有着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如图 5-11 所示，超双疏 MNS-表面

对 98% 浓度的浓硫酸有着优异的抵抗性。该表面可以很快的，不留痕迹地排斥 98% 的

浓硫酸液滴(图 5-11a, b)。相反，当 98%的浓硫酸液滴从超疏水 MS-表面滚落时，可以明 

 

 

 

 

 

 

 

 

图 5-11 (a, b) 当浓硫酸液滴滑过超双疏 MNS-表面时，没有留下任何酸的痕迹。 (c, d)

当浓硫酸液滴滑过 MS-表面时，可以看到部分浓硫酸液滴被留在了该表面上。 

Figure 5-11 (a, b) The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slided the MNS-surface quickly without any 

trace. (c, d) The trace left on the MS-surface when the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rolled off th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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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a, b) 浓硫酸液滴放置于超双疏 MNS-表面 30 min。(c) 当浓硫酸液滴从 MNS-

表面移除之后，表面清洗干净和干燥之后仍然可以保持超双疏性质。 

Figure 5-12 (a, b) The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droplets were dropped on the 

superamphiphobic MNS-surface for 30 min. (c) The MNS-surface could still keep 

superamphiphobicity after the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droplets were removed and the 

MNS-surface was cleaned and dried. 

显的观察到部分硫酸液滴被留在了表面(图 5-11c, d)。这个现象证明了 MS-表面的不被润

湿的性质比 MNS-表面的要差很多。本章同时还进一步验证了这些浓硫酸液滴可以在

MNS-表面维持圆形形状 30 min，如图 5-12 所示。当浓硫酸从表面移除，重新清洗并且

干燥表面，发现 MNS-表面仍然可以保持超双疏性质。似乎浓硫酸液滴并没有对 MNS-

表面造成任何破坏。实验表明超双疏 MNS-表面同样可以耐强酸强碱环境。如图 5-13a

所示是不同 pH 值的液滴在 MNS-表面可以取得的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从曲线图中可

以看出，即使是在强酸强碱条件下，接触角数值仍然大于 150°，证明了超双疏 MNS-表

面对化学腐蚀有着非常好的抵抗性。由于外界环境的复杂多变性，超疏水表面对热的液

滴的排斥能力也显得尤其重要。然而，在以前的有关于超疏水表面的报道中，大部分超

疏水表面都是采用室温下的凉水(约 25 °C 左右)来表征超疏水表面的润湿性和粘附性。

很少有关于超疏水表面可以疏热水的报道。本工作中，我们用三种热的液滴：热水，热

的盐酸(pH=1)和热的氢氧化钠溶液(pH=14)来检验超双疏 MNS-表面对热液滴的排斥能

力，结果如图 5-13b 所示。其中，热的液滴的温度区间为 30-100 °C。研究结果发现 MNS-

表面对热液滴也有很好的稳定性。从图 5-13b 的接触角数值可以看出，超双疏 MNS-表

面即使对温度为 100 °C 的热水，热盐酸和热氢氧化钠溶液都可以保持接触角数值大于

150°。从测试结果可以得知，当液滴的温度为 30 °C 左右时，MNS-表面可以以很大的接

触角和较小的滚动角排斥液滴。但是随着液滴温度的升高，接触角数值有着轻微的降低，

但滚动角数值却有着较大的上升趋势。尽管如此，超双疏MNS-表面对 100 °C的热盐酸，

热的氢氧化钠溶液的接触角数值仍然可以保持大于 150°。滚动角数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

增大证明了随着温度的升高，表面对热水滴逐渐开始从滑动状态转变成粘附状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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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超双疏 MNS-表面在不同恶劣环境下处理过后液滴在其表面润湿性的变化情况。 

(a)不同 pH 值与 MNS-表面取得的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的关系曲线图形。(b)不同 pH 值

(pH 值为 1 的盐酸溶液，pH 值为 7 的水和 pH 值为 14 的强氢氧化钠溶液)的热液滴滴在

MNS-表面得到的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的变化曲线图，液滴的温度范围控制在30-100 °C。

(c)当超双疏 MNS-表面的表面温度为 30-250 °C 时，水滴和正十六烷的接触角和滚动角

数值的变化图。(d)当超双疏 MNS-表面浸润在溶剂中不同时间后，水和正十六烷的接触

角和滚动角的变化图。CA 和 SA 值误差范围分别为 ~1° 和 ~0.5°。 

Figure 5-13 The variations of liquid repellence of the MNS-surface under various harsh 

conditions.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 and WCA and SA values of MNS-surface. (b) the 

variations of CAs and SAs on the MNS-surface after dropped by hot liquid droplets with 

diverse pH ( strong HCl solution with pH of 1, water with pH of 7 and strong NaOH solution 

with pH of 14) under the liquid temperature scope of 30-100 °C. (c) the CAs and SAs of 

water and hexadecane on MNS-surface under diverse surface temperature ranged from 

30-250 °C. (d) the CAs and SAs of water and hexadecane on MNS-surface after immersed in 

solvent solution for diverse time. The error limits of the CA and SA value here are ~1° and 

~0.5°, respectively. 

尽管滚动角数值呈现增大的趋势，接触角数值在这个过程中却始终大于 150°，证明了超

双疏表面有着优异的抗化学腐蚀性能和抗高温液滴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大部分已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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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很多超疏水表面上很难实现。实验证明 MNS-表面对高温表面环境也有着优异的抵

抗力。如图 5-13c 所示，表面温度的升高对超双疏 MNS-表面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即使

当 MNS-表面被加热到 250 °C 时，它的超疏水性质和超疏油性质仍然可以保持的完好无

损。以上这些现象充分证明了 MNS-表面在恶劣的高温环境下，拥有优异的稳定性。 

MNS-表面还可以抵抗其它严酷的环境的破坏。如图 5-13d 所示，当 MNS-表面浸润在有

机溶剂乙醇中 24 h 之后，它对水和正十六烷的接触角还是维持大于 150°。当把 MNS-

表面置于室温环境下放置 6 个月后，如图 5-14 结果所示，它对水滴和正十六烷的接触

角几乎没变化，证实了它的长期稳定性。 

 

 

 

 

 

图 5-14 超双疏 MNS-表面在室温下放置 6 个月之后仍然可以维持超双疏性质 

Figure 5-14 The MNS-surface still maintain superamphiphobicity even after exposed under 

room conditions for 6 months. 

 

 

 

 

 

图 5-15 分别采用(a) 反复折叠，(b) 手指按压，(c) 用尖锐的刀片划擦，和 (d) 用胶带反

复粘贴来定性的分析超双疏 MNS-表面的机械持久性。 

Figure 5-15 Qualitative tests of mechanical durability through (a) multiple folds, (b) finger 

press, (c) scratching with a sharp blade, (d) multiply peeling with adhesive tape.  

众所周知，很多超疏水表面对机械按压或者机械摩擦非常的脆弱。在很多情况下，

有时候甚至是施加轻微的力和简单的触碰都会破坏其表面的粗糙结构，导致超疏水能力

的丧失。例如，当一种合成的超疏水表面被一只裸露的手指触碰时，被接触的表面会被

手指上的盐和油污染，使得表面能上升，最后导致表面超疏水性能遭到破坏。本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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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水滴和正十六烷油滴在手指按压处理过后 (a) 和用锋利的刀片划擦之后 (b) 的

MNS-表面的照片图。 

Figure 5-16 Pictures of the water and hexadecane droplets on the MNS-surface after (a) 

finger-touching treatment and (b) scratching with a sharp blade. 

中，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评价超双疏表面的机械持久性。首先，我们先采用反复折

叠的办法，用一只手指按压和用刀片划割的方式对 MNS-表面的机械性能进行了简单的

定性的衡量。如图 5-15a, b 所示，可以发现当 MNS-表面在经过反复折叠和手指接触按

压等处理之后，超双疏性质维持不变。即使是刚刚被油盐混合物润湿的手指按压在其表

面也没有对超双疏性质引起任何变化。这些现象证明了 MNS-表面有着优异的机械稳定

性能。一般来说，当用一把锋利的刀片对表面进行集中刮擦后会很容易破坏表面的低表

面能物质层和 MNS-表面精致的超双疏粗糙结构，导致损坏超疏水性能，但结果却证明，

除了反复折叠和手指接触之外，MNS-表面竟然可以耐刀片集中划擦，这在以往的报道

中很少见，如图 5-15c 所示。不仅如此，MNS-表面还可以抵抗胶带反复粘附测试(图 5-15d

所示)。以上结果同样可以从图 5-16 照片图得到证实。 

 

 

 

 

 

 

 

图 5-17 手动划擦装置图 

Figure 5-17 Pictures of our hand-made scratching device 

为了量化施加在超双疏 MNS-表面的划擦力，我们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手动装置来测

量。如图 5-17 所示。随后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重量划擦后的表面的形貌和对应的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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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如图 5-18 所示分别是 MNS-表面在不同的重量 200, 400, 500 和 700g 划擦之后

的 SEM 形貌变化图。可以清楚的观察到在经历较轻的重量 200g 的轻微摩擦后，如图

5-18a 所示，MNS-表面的悬空结构只是遭到较小程度的损坏。但是，随着重量的逐渐增

加，划擦力的逐渐增大，表面结构被破坏的越来越严重。最后，如图 5-18d 所示，当施

加的重量为 700 g 时，悬空的表面形貌几乎被划擦的平整了。本章还总结了不同重量 

 

 

 

 

 

 

 

 

 

 

 

 

 

 

 

图 5-18 超双疏 MNS-表面在不同重力作用下划擦一次之后的扫描电镜图像：(a) 200 g, (b) 

400 g, (c) 500 g, (d) 700 g。(e) 是 (c) 图像中红色三角形区域的高倍放大 FESEM 图像。

(f) 是(c) 图中绿色四边形区域的放大 FESEM 图像。 

Figure 5-18 FESEM images of the superamphiphobic MNS-surface after the sharp scratching 

treatment under diverse scratching forces for one time. (a) 200 g, (b) 400 g, (c) 500 g, (d) 700 

g. (e)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 of the red circle place marked in (c). (d) 

high-magnification FESEM image of the green triangle place marked 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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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经过不同重量的划擦作用下，MNS-表面对水滴和正十六烷油滴接触角变化值 

Table 5-3 Comparisons of CAs for water and hexadecane on MNS-surface after the scratching 

treatment under various forces. The error limit of CA is ~1° 

 

 

 

 

划擦之后对水滴和正十六烷油滴的接触角变化，如表 5-3 所示。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超

双疏MNS-表面即使在 700 g的重量划擦之后，对水滴的接触角仍然可以维持大于 150°。

然而，对于正十六烷油滴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只有当 MNS-表面施加的重量不超过

300 g 时，对正十六烷的接触角才会大于 150°。当施加的重量为 500 g 时，表面对正十

六烷的排斥性就会完全遭到破坏。我们接下来又进一步仔细观察了 MNS-表面在 500 g

的重量划擦后剩余的表面形貌。考虑到 MNS-表面形貌结构比较特殊，可以清楚地观察

到在整个表面存在着很大的高度差。当 MNS-表面较高的位置被机械划擦破坏时，处于

分级结构较低的位置仍然可以被完整的保持下来。此外，从 5-18c 的高放大倍数 SEM 图

像(图 5-18e, f, 分别是 5-18c 的红色和绿色区域)可以看出，在遭到划擦后的 MNS-表面 

图 5-19 (a) 超双疏 MNS-表面在胶带反复粘贴不同次数之后对不同液滴的接触角数值的

变化曲线图。(b) 超双疏 MNS-表面在溶剂中浸润不同时间之后，对水滴和正十六烷油

滴的接触角数值变化曲线图。CA 和 SA 值误差范围分别为~1°和~0.5°。 

Figure 5-19 (a) CAs of various droplets measured with respect to peeling times on the 

MNS-surface. (b) CAs of water and hexadecane on the MNS-surface measured with respect 

to ultrasonication time in solvent. The error limits of the CA and SA value here are ~1° and 

~0.5°, respectively. 

Liquid/force 100g   200g  300g  400g  500g   700g 

Water  158°  157°  156°  154°  151°   150° 

Hexadecane  153°  151°   150°  148°  137°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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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貌并没有完全变光滑平整，可以观察到许多块状纳米花片状结构在摩擦的作用力下

被推至表面，杂乱的分布在表面。花片状结构由于含有大量的-OH，连接着大量的 PDES

分子层。我们相信这些杂乱的结构也对 MNS-表面被摩擦之后仍然可以保持超疏水性质

和一定的超疏油性质有一定程度上的贡献。从上面阐述的这些原因中，可以很容易地解

释 MNS-表面具有持久耐摩擦性能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研究超双疏 MNS-表面结构的强韧性，本章采用更严格的方式例如反复

的胶带粘附测试对该表面的机械性能进行进一步评价。操作过程如下：胶带开始紧密地

贴在 MNS-表面，随后立刻迅速地从表面揭开。如此反复地计算粘附的次数，并对处理

过的表面计算其对水和正十六烷的接触角。如图 5-19a 是接触角数值和胶带粘附次数的

关系曲线图形。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使粘附了 30 次之后，MNS-表面对水滴和正十六烷

油滴的接触角仍然维持大于 150°。当测量 SA 数值时，发现滚动角数值随着粘附次数的

增多而增大，但即使在表面经过反复 30 次粘附处理之后，表面对水滴的滚动角仍然可

以取得 35° 较小的数值。这些结果进一步有力的证明了 MNS-表面的 PDES 分子层与基

底有着较强的粘附性，在经过反复胶带粘附摩擦处理之后还能维持超双疏性质，证明了

MNS-表面具有优异的机械持久性。同样地，当将 MNS-表面放置于乙醇溶剂中超声波振

动不同时间，再测试其对水滴和正十六烷的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测试结果如图 5-19b

所示。从曲线结果可以得知，即使当振动了长达 14 h 之后，MNS-表面对水滴和正十六

烷的接触角仍然大于 150°，滚动角则有轻微的增大。这些结果证明了 MNS-表面的疏水

修饰层与微米/纳米结构有比较强的键合作用，因此在经过反复粘附和长时间超声波振动 

 

 

 

 

 

 

 

图 5-20 当超双疏 MNS-表面浸润在沸水溶液(a, b)和沸腾的咖啡溶液(c, d)中 1 小时之后

仍然可以保持超双疏性质。 

Figure 5-20 The MNS-surface still maintains superamphiphobicity after immersing in boiling 

water (a, b) and boiling coffee (c, d) for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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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超双疏 MNS-表面在沸水溶液中处理 1 小时之后的扫描电镜图像。 

Figure 5-21 FESEM images of the MNS-surface after the boiling treatment with water for 1 h. 

之后，仍然可以保持超疏油性能。 

当 MNS-表面浸润在沸腾的水中，表面的超双疏性质仍然可以保持下来，如图 5-20a, 

b 所示。甚至是当 MNS-表面在沸水中浸润长达 1 小时之后，表面仍然可以维持很好的

水滴油滴排斥性。此外，MNS-表面还有着很优异的防污性能。当在沸腾的咖啡中浸润 1 

小时之后，随后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并且室温下干燥，可以看到 MNS-表面没有被咖啡

污染，依然可以保持原来的超双疏性能(如图 5-20c, d 所示)。超双疏 MNS-表面这种优异

的不被润湿和抗热的性质对于其在恶劣环境里的应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MNS-表面被沸水处理 1 小时之后的表面形貌扫描电镜图像如图 5-21 所示，可以看

出，表面整体的悬空结构仍然被保持下来，没有遭到破坏。并且纳米花片状结构与处理

前是一致的。这些可以解释 MNS-表面在沸腾的水和咖啡溶液浸润后超双疏性质没有遭

到破坏的原因。 

 

 

 

 

 

 

图 5-22 (a)用砂纸反复摩擦 MNS-表面。(b) MNS-表面在摩擦不同次数之后对水滴和正十

六烷油滴的接触角变化曲线图。 

Figure 5-22 (a) The abrasion treatment of MNS-surface with sandpaper, (b) The CAs of water 

and hexadecane measured with respect to abrasion times on the MNS-surface. The error limit 

of the CA value here is ~1°.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2 
 

 

 

 

 

 

 

图 5-23水滴和正十六烷油滴放置在经过反复胶带粘附(a)和多次摩擦测试处理过之后(b)

的 MNS-表面上形状图像。 

Figure 5-23 Pictures of the water and hexadecane droplets on the superamphiphobic 

MNS-surface after (a) multiple peeling tests and (b) abrasion tests. 

本章采用更严酷的摩擦测试来表征 MNS-表面的机械强韧性。测试方法如图 5-22a

所示，将样品放置在砂纸上面，将 500 g 的重量放置于该 MNS-表面，并且以 5 cm s
-1

的速度使得样品在砂纸表面来回摩擦不同的次数。MNS-表面对水滴和正十六烷接触角

随着摩擦次数的增多的变化曲线如图 5-22b 所示。从曲线图中可以看出，尽管在这个区

域范围内，水接触角数值有轻微的减少，但是即使在 500 g 重量的反复摩擦 20 次之后，

对水的接触角仍然可以维持在 155° 以上。同时，尽管正十六烷油滴在摩擦 20 次之后的

接触角降至 85°，但在开始摩擦的 10 次内，对它的接触角仍然可以维持在 150° 以上。

这些现象进一步证明我们制备的样品有着优异的耐机械摩擦，拥有机械持久性的超双疏

性能。这种性能在以往报道的大部分超疏水表面上比较难实现。图 5-23 是经过摩擦处

理过后，水滴和正十六烷油滴放置于 MNS-表面的形状图形，可以看到水滴还可以维持

圆形形状，进一步证实了以上得出的结论。图 5-24a-c 是 MNS-表面在 500 g 的重量下分

别摩擦不同次数 5，10 和 25 次之后的表面形貌图形。起始 5 次的轻微摩擦对 MNS-表面

结构只是造成了轻微的破坏，但整体的悬空结构仍然被保持下来(图 5-24a)。随着摩擦次

数的增多，表面变得比较光滑，最终导致精致的微米纳米级结构被毁坏(如图 5-24c所示)。

仔细观察图 5-24b 红色区域的不同放大倍数的图像(如图 5-24d-f 所示)，可以发现，尽管

MNS-表面较高位置的结构被摩擦力给破坏，但处于较低位置的形貌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更重要的是，由于摩擦引起的大块纳米花片状结构杂乱地分布在表面，对保留的超双疏

性质有一定的贡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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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超双疏 MNS-表面经过不同次数的摩擦之后的扫描电镜图像：(a) 3，(b) 10，(c) 

25。(e) 是 (b) 图中红色区域的高倍放大图。(f) 是图 (d) 的进一步放大图像。 

Figure 5-24 The FESEM images of the MNS-surface after the abrasion treatment for various 

times. (a) 3 (b) 10 (c) 25.  (d) a high-magnification image of the red region in (b). (e-f) 

further magnified FESEM images of (d). 

5.3.7 不同样品的抗腐蚀性能 

图 5-25 平整铝片，超疏水 MS-和超双疏 MNS-表面在不同的腐蚀电解液中的动电位极化

曲线：(a) 质量分数为 3.5 wt % 的 NaCl 溶液。 (b) 质量分数为 3.5 wt % 的 Na2SO4

溶液。 

Figure 5-25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he flat Al, MS- and MNS-surfaces in 

different corrosive solutions: (a) 3.5 wt % NaCl aqueous solution. (b) 3.5 wt % Na2SO4 

aqueou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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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 MNS-表面更多的优异的化学稳定性，本章进一步探究了超双疏表面的抗

腐蚀性能。一般来说，较低的腐蚀电流密度和较高的腐蚀电压值代表着较好的抗腐蚀性

能。实验分别在不同的腐蚀溶液中测试了平整铝片，超疏水 MS-表面和超双疏 MNS-表

面的动电位极化曲线，所有的这些曲线都是经过 Tafel 外推法得到的，如图 5-25 所示。

从图形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在质量分数为 3.5 wt% 的 NaCl 还是 Na2SO4 溶液中，MNS-

表面和 MS-表面的腐蚀电压值相比于平整铝片向正方位移动了较大的幅度，这证明了超

疏水层或者是超双疏层对铝基底有着良好的保护性。可以看出，MNS-表面取得的腐蚀

电流密度值 Icorr 最小，腐蚀电压值 Ecorr 却最大，充分证明了 MNS-表面的抗腐蚀性能最 

 

 

 

 

 

 

 

 

 

图 5-26 不同表面(包括平整铝片，未经修饰的 MNS-表面，被 STA 修饰过的 MNS-表面

和被 PDES 修饰过的 MNS-表面)在质量分数为 3.5 wt % NaCl 的溶液中的动电位极化曲

线图形比较。 

Figure 5-26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s of diverse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including the flat Al, the unmodified MNS-surface, the STA modified MNS-surface and the 

PDES modified MNS-surface) in 3.5 wt % NaCl aqueous solution. 

好。更进一步说明了表面形貌结构是 MNS-表面可以取得优异抗腐蚀性能的重要原因。

除了表面粗糙度，我们相信表面成分对 MNS-表面取得优异的抗腐蚀性能也有着很重要

的贡献作用。为了探究 PDES 低表面能膜层对超双疏 MNS-表面抗腐蚀性能的影响，我

们做了对比试验。用具有较低界面能的脂肪酸 STA 修饰 MNS-表面，之后进一步与 PDES

修饰的 MNS-表面做抗腐蚀性能对比测试。腐蚀溶液仍然是质量分数为 3.5 wt% 的 NaCl

溶液。未被修饰的MNS-表面的抗腐蚀性也在同样的条件进行测试。结果如图 5-26所示，

从图中可以知道，相比于未被修饰的 MNS-表面来说，尽管 STA 修饰的 MNS-表面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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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性能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它的抗腐蚀性能仍然要弱于 PDES 修饰的 MNS-表

面。以上这些结果充分表明 PDES 低表面能物质层对超双疏 MNS-表面获得优异抗腐蚀

性能有着比较重要的贡献作用。因为 PDES 有着比较低的表面自由能，它可以有效的和

大幅度的降低固体表面自由能。PDES 层当与具有足够粗糙度的 MNS-表面结合时，可

以很好的保护铝基底不被腐蚀溶液侵害。 

5.4 本章小结 

采用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制备超双疏铝表面。我们将化学刻蚀和沸水浸润相结合的方

法成功地在铝基底上构筑了微米级阶梯结构和纳米花片状结构。实验详细探索研究了单

一的微米级结构，单一的纳米级结构和两种结构相结合的表面的形貌和润湿性差异。结

果表明只有当这种微米级和纳米级结构相结合时，才能提供实现超疏油性能的粗糙度。

这种具有双重结构的表面在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之后，具有很低的表面能。不仅对

水滴有优异的排斥性，对具有很低界面能的油滴比如正十六烷，十二烷等也有着很好的

排斥能力。对水滴，正十六烷和十二烷可以获得的接触角分别为 160°, 154°和 152°。对

一系列界面张力在 25.3-72.1 mN m
-1 范围内的水滴和油滴都有很好的排斥性。我们采用

了很多种方法来评价和检测超双疏铝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具有悬空结构的铝表面有着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当该表面暴露在强酸，

强碱溶液(甚至是 98%的浓硫酸)中，热水/热的强酸/热的强碱溶液(液滴的温度甚至高达

100 °C)，长时间浸润至溶剂中，高温环境下和长时间室温环境下放置时，该表面的超双

疏性质依然可以保持的很好。表明该表面有很好的化学稳定性。至于它的机械持久性，

当对该表面做如下处理时：反复折叠，用湿的蘸满油盐混合物的手指按压，用刀片集中

划擦，用胶带反复粘附，超声波震荡，沸水处理，还有 500 g 重量下于砂纸表面上反复

的摩擦，该表面的超双疏性质能够保持下来，这证明了该超双疏表面有着较强的机械持

久性。实验过程还详细研究了不同重量下划擦和摩擦处理之后的润湿性和形貌的变化。

本章中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制备具有良好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的超双疏铝表面的方

法，可以真正实现工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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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水热法制备具有良好化学稳定性的超双疏铝表面 

6.1 引言 

相比于超疏水表面，超疏油表面由于可以排斥一系列比水的界面张力低的油滴，因

此比超疏水表面具有更广泛的应用。而且由于金属铝及其合金的表面自由能很高极易被

油污污染，而造成表面污染，导致损坏其一些性能。因此在铝金属表面构筑超疏油涂层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扩大铝的应用范围及保护铝及其合金的有效方法。 

目前虽然在铝金属及其合金表面制备超疏水表面的报道比较多，但是报道超疏油铝

表面的方法并不多。Tsujii 等人[231]采用阳极氧化的方法在铝金属表面构筑粗糙结构，随

后采用氟化磷酸修饰，可以实现超疏油。但是只是可以疏菜籽油。Meng 等人[193]将铝片

放置于全氟羧酸中反应，可以一步法得到超疏油表面。但是反应的时间却长达 18 天。

Wu 等人[76]采用两步法在铝表面构筑粗糙结构，先采用电化学法构筑阶梯状结构，之后

采用阳极氧化方法在阶梯状结构上构筑纳米纤维结构，最后采用氟硅烷修饰，得到的表

面可以疏很多种具有较低界面张力的油滴。但是文章对于超疏油表面的稳定性没有做评

价和表征。Barthwal 等人[225]采用盐酸刻蚀和阳极氧化结合的方法在铝金属表面构筑粗

糙分级结构，并且随后采用氟硅烷修饰得到了超疏油表面。文章还进一步对超疏油表面

的机械性能进行了部分表征。Song 等人[103]则先采用电化学方法在金属基底上刻蚀出阶

梯状结构，随后进一步在[Ag(NH3)2]
+溶液中反应得到了纳米颗粒状结构，最后再经过氟

硅烷的修饰得到了超疏油表面。但是文章还是对该超疏油表面的稳定性没有做评价和表

征。 

本章采用一种高效迅速的方法将铝片放置于 80 °C 条件下的氨水溶液中反应，采用

一步法成功地在铝金属表面构筑了三角形棱柱阵列结构位于纳米片状结构之上的分级

结构。这种分级结构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之后可以排斥一系列包括正十六烷的油滴。

实验还对超疏油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抗腐蚀性能做了表征。结果表明该超疏油表面有着

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抗腐蚀性能。 

6.2 实验部分 

6.2.1 实验试剂和材料 

实验过程用到的原材料铝板的成分与第二章相同，详细见第二章 2.3.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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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原料如下表 6-1 所示 

Table 6-1 A list of main reagents used in experimetal process 

药品名称 分子式 纯度 生产厂家 

硅胶层析板 (铝板) Al 分析纯 芊荟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  (98%) C2H5OH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氨水 NH3• H2O 分析纯 芊会试剂有限公司 

丙酮 C3H6O 分析纯 芊会试剂有限公司 

去离子水 H2O 分析纯 天晋试剂有限公司 

全氟三乙氧基硅烷 PDES 分析纯 Alfa Aesar 

 

6.2.2 实验仪器 

实验过程中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与第三章所示一样，详细见第三章 3.2.2 节。另外，

本实验还采用德国 Bruker 公司的，型号为 D8 ADVANCE 的 X-射线衍射仪来进一步确定

样品的成分。 

6.2.3 实验方法 

首先将硅胶层析板切割成 15 mm × 80 mm 规格的铝片若干。切割好的铝片随后分别

用无水乙醇，去离子水洗涤数次。处理好的铝片浸入 80 °C 下 0.3 M 的氨水溶液中反应

4 小时，这样就可以得到具有粗糙结构的铝表面。待反应结束后，取出反应过后的铝片，

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随后干燥处理。最后，将得到的铝试样浸入到质量分数为 1.0 wt% 

的 PDES-乙醇溶液中，浸润时间为 30 min。随后将样品取出，100 °C 条件下加热 1 h，

就可以成功在铝基底上制备超双疏表面。 

6.2.4 性能测试及表征 

样品性能测试与表征方法与第三章相同，详细见第三章 3.2.4 节。另外，XRD 用于

进一步确定产物的组分。XRD 实验过程条件控制参数如下：铜靶，Ni 滤波片，入射线

的波长为 0.15418 nm, 管内电压为 40 KV，管流为 40 mA，扫描步长为 0.02 度，扫描速

度为 0.1 秒/步；RS=8 mm，狭缝 DS=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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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结果与讨论 

6.3.1 具有分级结构铝表面的形貌和成分表征 

 

 

 

 

 

 

图 6-1 (a)水热法制备得到的铝表面的 XRD 图谱以及(b)EDS 图谱分析 

Figure 6-1 (a) XRD pattern and (b) EDS spectrum of the resultant aluminum surface prepared 

through the typical synthetic procedure. 

图 6-1a 是最后反应得到的粗糙铝表面的 XRD 分析图谱。从图中可以得知，标着圆

形记号的峰对应的是金属铝基底的面心晶型。那些标着三角形的比较尖锐和强度比较高

的峰对应的是三水铝石(Al(OH)3)的晶型峰。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还存在一些微弱

的峰。这些微弱的用四边形标记着的峰对应的是勃姆石(AlOOH)的晶型。XRD 结果表明，

最后生成物的主要成分是 Al(OH)3，但是另外还生成了少量的 AlOOH。实验进一步采用

EDS 成分分析图谱来验证最后的生成物，如图 6-1b 所示。结果表明最后的生成物只包

含 Al 和 O 两种成分。进一步的定量计算结果表明 O 和 Al 的比例为 2.8，介于 2 和 3 之

间，证明了最后的生成物是 Al(OH)3 和 AlOOH 的混合物。图 6-2 是分级结构铝表面的

高分辨率扫描电镜图像。从图像可以看出表面生成了大量的三角形棱柱状结构(如图 6-2a

和 b 所示)。每一根三角棱柱的直径大约为 100 nm。高倍放大的 SEM 图像表明三角形棱

柱结构的表面是光滑的(如图 6-2c 所示)。事实上，当进一步放大扫描电镜图像，可以发

现在三角形棱柱结构下方分布着大量的花片状结构。花片状结构的长度大约为 20-40 

nm(如图 6-2d 所示)。这种具有分级结构的形貌再经过低表面能物质 PDES 的修饰之后可

以实现超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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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具有分级结构的铝表面的扫描电镜图像：(a-c) 处于铝片上层三角形棱柱阵列结

构的不同放大倍数的扫描电镜图像。(d)处于三角形棱柱结构下面的花片状结构的扫描电

镜图像 

Figure 6-2 FESEM images of the finished aluminum surface with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btained via the typical synthetic process: (a-c) The diverse magnifying FESEM images of the 

triangular prism arrays structure on the toplayer of the surface. (d) The FESEM image of the 

nanoplatelets topography formed at the bottom of the triangular prism arrays morphology 

6.3.2 超疏油铝表面的润湿性 

实验采用静态接触角测试来表征超疏油铝表面的润湿性。平整铝表面的水接触角为

84°。然而，当铝片在 80 °C 的氨水溶液中反应 4 h 后，该表面表现出超亲水性质，获得

的 CA 为 0°。当该表面被低表面能物质 PDES 修饰之后，可以发现表面可以实现超疏油

性能。图 6-3a-c 分别是水滴、菜籽油和正十六烷油滴放置于表面的形状图。可以看出，

三种液滴都呈现出圆形形状。如图 6-3a-c 所示，这三种液滴可以取得的 CA 数值分别是

158°，153°和 151°。滚动角数值分别是 0°，12°和 25°(如图 6-3e-f 所示)。当液滴放置在

表面时，液滴不能稳定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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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a-c)分别是水滴，菜籽油以及正十六烷的光学接触角照片图像。(d-f)分别是水滴，

菜籽油以及正十六烷滚动角照片图。 

Figure 6-3 Optical images of the contact angles for (a) water, (b) rapeseed oil and (c) 

hexadecane droplets. (d-f) The shapes of sliding angles for water, rapeseed oil and hexadecane 

in sequence.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超疏油铝表面的超疏油性能，我们采用 Cassie-Baxter 公式[24]

来计算底部空气气泡的百分比，公式如下： 

)1(cos1*cos   f                                            (6-1) 

其中 f 是固液界面的接触百分比。对于水滴而言， * 和 分别是 158°和 84°。因此

从公式中可以计算出 f 等于 0.06，即可以推算出处于水滴下方的空气气泡的比例大概是

0.94。这些结果表明有大量的空气气泡(94%)存在于超疏油表面的空隙之间。同样地，按

照此方式可以推算出对于菜籽油和正十六烷而言，下方的空气含量分别是 91%和 88%。

这些大量的空气气泡极大的增加了气液接触面积，有效地阻止了液滴进入粗糙结构的空

隙中，因此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该表面的疏油性能。这些计算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粗糙的分级结构以及足够多的空气含量是取得超疏油性能的关键因素。 

图 6-4 是超疏油铝表面对一系列具有不同表面张力的液滴的润湿性。可以看出，超

疏油表面对水滴，丙三醇，乙二醇，菜籽油和正十六烷的 CA 分别是 158°，155°，154°，

153°和 151°。并且滚动角 SA 则分别是 0°，4°，5°，12°和 25°。这些结果进一步表明该

表面良好的超疏油性能。铝表面这种三角形棱柱处于花片状结构之上的分级结构具有足

够的粗糙度，可以实现超疏油性能。因此可以排斥如正十六烷这种具有较低界面张力的

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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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不同界面张力的油滴对应的接触角和滚动角和界面张力的关系曲线图。界面张力

的数值范围是 27.5-72.1 mN m
-1。 

Figure 6-4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act angles and sliding angles and the liquid droplets with 

diverse surface tension measured on the obtained superamphiphobic surface. The surface 

tension for liquids is in the range of 27.5-72.1 mN m
-1

. 

6.3.3 反应时间和氨水浓度对形貌和润湿性的影响 

本实验通过控制各个阶段的反应时间并进一步观察形貌的方式来解释这种分级结

构的形成过程。当铝片放入热氨水溶液中，铝和氨水会发生化学反应。当反应时间为 1 h

时，如图 6-5a 所示，可以观察到有一些三角形棱柱会稀疏地分散在表面。这些三角形柱

状结构容易聚集在一起形成簇状结构。从图 6-5a 的插图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底部生成了

花片状结构。此阶段生成的三角形棱柱结构的尺寸还比较小。当进一步将反应时间延长

至 3 小时，如图 6-5b 所示，可以观察到表面生成的三角形棱柱越来越密集。并且图 6-5b

的插图可以进一步表明此时的三角形棱柱的尺寸越来越大，其中一些倒塌在表面。当进

一步将反应时间延长至 4 小时，如图 6-5c 所示，三角形棱柱结构生成的越来越多，密集

地覆盖了整个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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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0.3 M 氨水溶液条件下，通过控制反应时间得到的具有不同形貌的分级铝表面的

扫描电镜图像。(a) 1 小时, (b) 3 小时, (c) 4 小时。 

Figure 6-5 FESEM images of the hierarchical aluminum surfaces with diverse morphologies 

by controlling the reaction time in 0.3 M ammonia solution. (a) 1 h, (b) 3 h, (c) 4 h. 

我们相信铝表面这种多级结构的形成是 OH
-和 Al

3+之间的化学反应引发的。本实验

中，一旦 OH
-从氨水溶液中解离出来，就会立刻跟 Al

3+反应形成 Al(OH)3 和 AlOOH。这

些反应过程在较高温度条件下会发生的更快。如果控制适当的氨水的浓度(本章中是 0.3 

M)，就可以在表面形成这种三角形棱柱状结构。三角形棱柱结构一旦在初始阶段生成，

就会形成原子核中心，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这些原子核会进一步生长，因此会变得更

加致密和尺寸变大。整个这个变化过程可以从图 6-5a-c 中清楚地观察出来。 

根据以上对三角形棱柱结构的形成原因的阐述，可以知道反应物氨水解离的 OH
-

的浓度对生成物的形貌结构有很大影响。因此本章实验进一步通过控制氨水的浓度详细

探索研究了 OH
-浓度对铝表面形貌的影响。图 6-6a-c 分别是铝片在氨水浓度为 0.05 M，

0.2 M 和 0.6 M 的溶液中反应之后得到的表面的扫描电镜图像。从图像可以得知，当氨

水浓度为 0.05 M 时，铝表面发生缓慢的刻蚀反应，这会使得表面变得粗糙。如图 6-6a

所示，在 0.05 M 溶液中反应得到的铝表面仅仅生成了大量的花片状结构。图 6-6a 的插

图表明这些花片状结构容易互相缠绕在一起。此种情况下，花片状结构的长度大约为 20 

nm。当氨水的浓度提高至 0.2 M 时，铝表面会变得更加粗糙，如图 6-6b 所示，在较高

浓度下反应得到的花片状结构会团聚形成花形结构，这时候花片的长度大约增加至 40 

nm。当氨水的浓度进一步增加至 0.5 M 时，如图 6-6c 所示，聚集成束的花形结构密集

地分布在表面，并且此时花形结构的尺寸要比前两种浓度获得的尺寸要大。这些结果证

实了 OH
-的浓度决定了刻蚀速度，和 Al(OH)3、AlOOH 的生成速度和数量，因此最终决

定了铝表面的形貌结构的差异。当氨水浓度大于或者小于 0.3 M 时，都是生成花片状结

构，因此生成三角形棱柱结构的氨水的最佳浓度为 0.3 M。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24 
 

图 6-6 在不同氨水浓度下反应得到的铝表面形貌的扫描电镜图像(依次标记为样品 A-C)：

(a) 样品 A， 0.05 M, (b) 样品 B， 0.2 M, (c) 样品 C，0.6 M。 

Figure 6-6 FESEM images of the aluminum surfaces with various structures through 

regulating the concentrations of ammonia solutions. (a) Sample A: 0.05 M, (b) Sample B: 0.2 

M, (c) Sample C: 0.6 M. 

本章也详细研究了这三种浓度下反应得到的铝表面的润湿性。如图 6-7 所示，可以

知道这三种样品在经过 PDES 的修饰之后都可以实现超疏水性能，并且可以获得的水接

触角分别为 158°，156°和 152°(如图 6-7a-c 所示)。然而，可以发现这三种样品表现出很

大的水粘附差异性。样品 A 表现出极好的滑动的性能，并且可以获得很低的滚动角度低

至 0°(如图 6-7d 所示)。与样品 A 相反，样品 C 则表现出比较高的水粘附性，类似于“玫

瑰花效应”。从图 6-7f 可以看出 5 μL 的水滴即使是倒置都不会掉，表现出优异的水粘附 

 

 

 

 

图 6-7 样品 A-C 的水接触角和水滚动角数值。(a-c) 样品 A-C 的水接触角数值分别是

158°, 156°和 152°。这三种样品表现出不同的水粘附性。(d-f) 样品 A-C 的水滚动角度分

别为 0°, 28°和 90°。 

Figure 6-7 The WCAs and WSAs of samples A-C. (a-c) The WCAs of samples A-C are 158°, 

156° and 152°, respectively. (d-f) The three samples present diverse water adhesion. The 

WSAs of samples A-C are 0°, 28° and 9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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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对于样品 B 来说，它可以获得一个中等的滚动角数值 28°，表现出轻微的粘附性

质(如图 6-7e 所示)。当我们研究这三种样品的疏油性能时，发现这三种超疏水样品都不

能疏正十六烷。这些结果证明单一的花片状结构或者是花形结构不足以排斥低界面能液

滴。因此，进一步证明三角形棱柱状结构是实现超疏油性能的关键，也是可以获得排斥

正十六烷超疏油性能的关键因素。 

6.3.4 超疏油铝表面的化学稳定性 

 

 

 

 

 

 

 

 

 

 

 

图 6-8 处于不同恶劣环境下的超疏油表面的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变化情况。(a) pH 值不

同的液体与接触角和滚动角的关系图。  (b)不同温度下的热水水滴与接触角和滚动角数

值大小的关系曲线图。 (c)加热超疏油铝片至不同温度，测试其对水，对菜籽油滴的接

触角和滚动角数值变化。(d) 将超疏油铝片浸润于乙醇溶剂不同时间之后，对水和菜籽

油滴，可以取得的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 

Figure 6-8 The variations of the liquid CAs and SAs measured on the superamphiphobic 

aluminum surface under various harsh chemical conditions.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 

values and WCAs and WSAs. (b) The variations of the WCAs and WSAs by using hot water 

droplets under diverse temperatures. (c) The variations of the CAs and SAs for water and 

rapeseed oil measured under various surface temperatures. (d) The variations of CAs and SAs 

for water and rapeseed oil measured by immersing the surface into ethanol solvent for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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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疏水、超疏油材料的化学稳定性对它们的室外应用非常重要。我们采用多种方法

表征了超疏油铝表面的化学稳定性能。该表面表现出很强的耐酸、耐碱能力。从图 6-8a

可以观察到腐蚀性液滴的 pH 值似乎对该超疏油表面的润湿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即使

是对于强酸(pH=1)或者是强碱(pH=14)溶液，接触角数值都可以维持在 155°以上。本实

验还表征了该超疏油表面对热水的排斥性质。由于水的表面张力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

低，因此，温度越高的热水，越难排斥。如图 6-8b 所示，实验发现该超疏油表面对处

于 30-100 °C 温度区间范围内的热水都具有很好的排斥性。即使是沸水，也都可以取得

大于 150°的接触角。从曲线图中还可以看出滚动角 SA 数值随着温度的升高会轻微的增

大，这表明该表面对温度较高的热水粘附性变大。但是当水的温度低于 40 °C 时，SA

的数值一直维持在 5°以下。当水的温度高于 40 °C 时，可以观察到 SA 的数值从 1°增加

到 40° 的转变。前面的文章指出，超疏水表面对热的水滴的这种粘附行为与较高温度下 

水滴的动态行为机制决定的，使得润湿状态从 Cassie-Baxter 状态逐渐向 Wenzel 状态转

变[180]。以上结果表明，我们制备的超疏油表面对腐蚀性液体，和热水都有稳定的排斥

性，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稳定性。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该表面对高温环境的稳定性特别优

异。如图 6-8c 所示，表面温度的升高对水滴和菜籽油的接触角和滚动角的数值没有任何

的影响，即使是在高温 250 °C 下也不会影响它的超疏水、超疏油性质。本章还探索了

超疏油表面对溶剂的抵抗性能。如图 6-8d 所示，无论将表面放置于乙醇溶剂超声波振

动多少时间(甚至长达 14 h)，水滴的接触角仍然都可以维持在 155°以上，菜籽油的 CA

也可以维持在 150°以上，这证明超疏油表面可以抵抗溶剂的浸润，并且保持超疏油性质。 

6.3.5 超疏油铝表面的抗腐蚀性能 

为了探索研究超疏油铝表面的抗腐蚀性能，本实验在质量分数为 3.5 wt%的 NaCl

溶液中分别测试了平整铝片和超疏油铝片的动电位极化曲线图。测试结果如图 6-9 所示,

从两根曲线图可以比较得知，腐蚀电压(Ecorr)的值从平整铝片的 -0.605 V(图 6-9 的曲线

1)增加到超疏油铝片的 -0.336 V(图 6-9 的曲线 2)。而超疏油铝片的腐蚀电流值(Icorr)约

为 4.75 × 10
−11

 A/cm
2，相比于平整铝片的腐蚀电流值(6.29 × 10

−8
 A/cm

2
)，超疏油铝片的

腐蚀电流值降低了三个数量级。超疏油铝表面更高的腐蚀电压值和更低的腐蚀电流值充

分表明铝片表面的超疏油涂层有着很好的抗腐蚀性，可以保护铝基底不受腐蚀溶液的破

坏。在超疏油铝表面的粗糙结构间隙中存在着大量的空气气泡。这些空气气泡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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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绝缘的平行板电容器，有效地阻止电子在电解质和铝基底之间转移，因此可以极大的

提高铝基底的抗腐蚀能力。 

 

 

 

 

 

 

 

 

 

 

图 6-9 平整铝片(曲线 1)和最终得到的超疏油铝表面(曲线 2)在质量分数为 3.5 wt% NaCl

水溶液中的动电位极化曲线图。 

Figure 6-9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he flat Al surface (line 1) and the resultant 

superamphiphobic Al surface (line 2) in 3.5 wt % NaCl aqueous solution. 

6.4 本章小结 

采用了一种环保、经济高效的水热法在铝金属表面上构筑三角形棱柱处于纳米花片

结构之上的分级结构。这种分级结构在经过低表面能物质氟硅烷的修饰之后可以实现超

疏油，可以排斥一系列表面张力处于 25.7-72.1 mN m
-1 的油滴。实验中详细探索研究了

反应条件包括反应时间和氨水浓度对润湿性和水粘附性的影响。反应条件的改变可以很

大程度的改变固体表面的形貌。结果有力的证明了三角形棱柱阵列结构对实现超疏油性

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采用多种方法表征了超疏油铝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实验表明，该

表面有着较好的化学稳定性，可以抵抗强酸强碱的腐蚀，处于 30-100 °C 范围内的热水，

高温环境以及长时间的溶剂浸润。这些恶劣的环境几乎对超疏油的性能没有造成什么影

响。还研究了超疏油表面的抗腐蚀性能，相比于平整铝片而言，超疏油涂层极大的提高

了铝的抗腐蚀性能。这些优异的性能都为铝及其合金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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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博士学位论文工作采用一系列高效快速的方法在铝金属和高分子表面制备实现

了超疏水、超双疏表面。通过控制实验参数，得到了一系列润湿性和水粘附性可以调控

的表面。详细研究了实验参数对润湿性和形貌的影响。重点采用不同的方式表征了所得

超疏水、超双疏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还研究了单一的纳米结构，单一的微

米结构和微米纳米结构相结合的分级结构的润湿性(超疏油性)和稳定性差异。这些研究

工作对进一步扩大铝合金和高分子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采用一步阳极氧化方法制备了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分级氧化铝超疏水表面。通过控制

实验参数，制备了两种具有不同形貌的阳极氧化铝表面。这两种表面都可以在不经过低

表面能物质修饰的情况下实现超疏水性能，但是却表现出极大的水粘附差异性。低粘附

超疏水表面取得的接触角为 157.6°，滚动角低至 1°。然而，高粘附超疏水表面取得的接

触角为 153.4°，但是却表现出“玫瑰花效应”，对水滴表现出较强的粘附性。并且可以

承受的最大倒置水滴的体积高达 15 μL。实验结果证明超疏水表面水粘附差异是表面形

貌不同所导致的。制备的超疏水表面对冰水、热水甚至是沸水都可以排斥。还可以抵抗

有机溶剂浸润、高温表面处理和油滴污染等环境。而且经过反复折叠、手指按压等机械

处理之后，其超疏水性质依然可以保持的很好。 

(2)采用了高效的、快速的阳极氧化的方法在较高电流密度的条件下制备了超疏水铝表面。

实验过程详细地研究了阳极化时间、阳极化电流密度和电解液温度对表面形貌和润湿性

的影响。实验工作总结了超疏水形貌的最佳制备工艺。结果表明表面形貌对润湿性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而纳米纤维置于纳米孔洞结构之上构成的分级结构是铝表面可以获得超

疏水性能的必要性条件。实验采用两种具有不同表面自由能的低表面能物质全氟硅烷

(PDES)和硬脂酸(STA)分别修饰了分级氧化铝表面，经过这两种低表面能物质修饰的表

面都可以实现优异的超疏水性能以及 0°的滚动角。但是它们的超疏水稳定性却有很大的

差异。重点详细研究了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实验结果表明经过 PDES

修饰的阳极氧化铝表面有着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相比于 PDES 修饰的阳极

化氧化铝表面，用 STA 修饰的得到的超疏水表面的化学稳定性和机械持久性远远比

PDES 修饰的表面差很多。本文从表面自由能的测试解释了这两种表面稳定性较大差异

的原因。本文还进一步研究和比较了不同表面的抗腐蚀性能。结果证明超疏水表面能够

有效的抵抗腐蚀溶液的侵蚀，可以很好地保护铝基底不被侵蚀。相比于 STA-MS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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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ES-MS 表面表现出更优异的抗腐蚀能力。 

(3) 采用了模板润湿法制备了具有不同形貌结构的大孔状 PMMA 表面。首先通过一步阳

极化法制备了具有分级结构的氧化铝薄膜模板，这种模板表面呈现疏松大孔形状。随后，

用 PMMA 成功的模制了这种大孔结构。通过控制润湿温度，可以得到三种不同形貌的

PMMA 表面。当这些 PMMA 表面被低表面能物质 PDES 修饰时，都可以实现超疏水性

能，但是却表现出极大的水粘附差异性。低粘附 PMMA 表面可以取得的接触角和滚动

角分别为 158°和 3°。高粘附超疏水 PMMA 表面获得的接触角为 152°，表现出“玫瑰花

效应”，并且可以承受的倒置水滴的最大体积为 10 μL。实验结果证明表面形貌结构的差

异是导致水粘附差异的直接原因。此方法适合于任何一种水溶性高分子。最重要的是，

文章提供了一种制备具有可调粘附性超疏水高分子表面的方法。 

(4) 采用化学刻蚀和沸水浸润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在铝基底上构筑了微米级阶梯结构和

纳米花片状相结合的分级结构。实验中详细探索研究了单一的微米级结构、纳米级和两

种结构相结合的表面的形貌和润湿性差异。结果表明只有当这种微米级和纳米级结构相

结合时，才能实现超双疏性质。这种具有双重结构的表面在经过低表面能物质的修饰之

后，具有很低的表面能。不仅对水滴有优异的排斥性，对具有较低界面能的油滴比如正

十六烷，十二烷等也有着很好的排斥能力。对水滴，正十六烷和十二烷可以获得接触角

分别为 160°, 154°和 152°。本文采用了很多种方法来评价和检测超双疏铝表面的化学稳

定性和机械持久性。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具有悬空结构的铝表面有着优异的化学稳定性

和机械持久性。相比于平整铝表面，此超疏油铝表面的抗腐蚀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5) 采用一步热氨水反应的方法在铝金属表面构建了三角形棱柱阵列结构位于纳米花片

状结构之上的分级结构。再经过低表面能物质氟硅烷的修饰之后，可以实现超双疏性能。

对一系列界面张力在 25.3-72.1 mN m
-1 范围内的水滴和油滴都有良好的排斥性。对正十

六烷，取得的接触角和滚动角数值分别是 151°和 25°。实验过程中通过控制反应时间和

氨水的浓度得到了具有不同形貌的表面。结果证明单一的花片状结构不能实现超疏油，

通过控制花片状结构的尺寸可以实现对水粘附性的调节。三角形棱柱结构对超疏油性能

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采用了多种方法评价表征了超疏油表面的化学稳定性以及抗

腐蚀性能。实验结果表明该超疏油表面有着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可以抵抗强酸、强碱、

沸水、溶剂浸润、高温加热和长时间放置。并且与平整铝片相比，该超疏油表面的抗腐

蚀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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