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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固液界面边界条件是流体力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内容。近年来研究显

示，在固液接触面上流体相对于固体墙的运动速度并不总是零，这种现象称

为固液界面边界滑移，由滑移长度来表征。边界滑移的存在将减小流体与固

体墙之间的拖曳摩擦力，对基于微纳米流体流动的生物芯片的应用具有重要

的意义。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显示，存在于固液界面上的纳米气泡是产生边

界滑移的主要原因。本文应用原子力显微镜(AFM)在聚苯乙烯样品表面研究

了固液界面纳米气泡与样品基底的相互作用，改进了的接触模式 AFM 边界

滑移测量方法并提出采用敲击模式 AFM 法测量滑移长度，应用这两种方法

对不同润湿性样品表面进行了测量，初步建立了纳米气泡尺寸及分布密度与

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 
采用改进了的微悬臂夹持器在去离子水中实现了聚苯乙烯样品表面纳米

气泡成像并对纳米气泡进行表征，在纳米尺度上揭示了沿固液气三相接触线

的线张力对纳米气泡接触角影响机理并计算得到线张力数值。在应用敲击模

式进行纳米气泡成像过程中，发现除增加扫描载荷外，降低探针的扫描速度

同样会造成纳米气泡聚合。通过实验观察和对具体的纳米气泡进行跟踪，揭

示了纳米气泡聚合的过程。纳米气泡的聚合同时伴随着纳米气泡的移动，在

外界扰动下，小的纳米气泡首先被移动，与较大纳米气泡发生聚合，产生新

的纳米气泡。提出采用 AFM 的力调制模式曲线分析的方法区分样品表面固

体颗粒和纳米气泡。 
研究了纳米气泡在聚苯乙烯薄膜上产生纳米凹痕的作用机理。将聚苯乙

烯薄膜浸入去离子水中后，在薄膜上产生大小不同的纳米气泡。随着浸入时

间的增加，在较大尺寸纳米气泡周围产生聚苯乙烯环状结构，而小尺寸纳米

气泡逐渐消失，在样品表面留下纳米凹痕结构。结合理论分析和实验现象，

建立了纳米气泡的存在对聚苯乙烯薄膜影响的模型。模型显示，纳米气泡较

高的内部压强与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分量共同作用引起

聚苯乙烯薄膜发生变形，从而产生纳米凹痕结构。 
针对纳米气泡易于移动的问题，从提高纳米气泡稳定性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纳米气泡非移动性概念。首先采用 AFM 的力-距离曲线分别在进给和

收缩运动中测量了作用在探针上的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分力，验证了接触角

滞后理论对于纳米气泡仍然成立。在此基础上，应用接触角滞后理论计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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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凹痕结构和疏水材料岛状结构上移动纳米气泡所需的水平初始力，建立

了这两种结构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理论模型。随后，分别在具备纳米凹

痕结构和疏水岛状结构的样品表面上施加较高的扫描载荷，实验验证了以上

两种结构能够提高纳米气泡的非移动性。 
针对当前采用接触模式 AFM 测量边界滑移时无法消除静电力和表面粗

糙度对测量结果影响的问题，采用双低速逼近法和虚拟固液接触面法分别确

定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和修正实验测量得到的固液接触面位置，改

进了接触模式 AFM 边界滑移测量方法。利用它在不同逼近速度下和不同润

湿性样品表面测量滑移长度，探索了样品逼近速度和表面润湿性对边界滑移

的影响。针对接触模式测量中无法消除微悬臂偏转对分离距离和逼近速度影

响的问题，又引入敲击模式 AFM 法在不同润湿性样品表面测量其滑移长

度，并比较了两种测量方法的优劣。结合测量得到的滑移长度和 AFM 液体

中成像得到的纳米气泡，初步建立了纳米气泡尺寸和分布密度与滑移长度之

间的关系。 
 
关键词：原子力显微镜；聚苯乙烯；纳米气泡；纳米凹痕；边界滑移；滑

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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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undary condition at the solid-liquid interface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in fluid dynamics.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t solid-liquid 
interfaces, the fluid velocity is not always equal to that of solid surfaces, a 
phenomenon called boundary slip. The degree of boundary slip is evaluated by a 
slip length. The existence of boundary slip will reduce drag friction force 
between fluid flows and soild walls, which is in particular significant for 
micro/nanofluidics based biosensor applications.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suggest that at the solid-liquid interfaces, the presence of nanobubble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xistance of the boundary slip. In this paper,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FM) is applied to study nanobubbles-substrate interaction at solid-
liquid interfaces on polystyrene surfaces. The traditional contact mode AFM 
method of slip length measurement is modified and a new method based on 
tapping mode AFM is developed. Using these two methods, slip lengths are 
measured on hydrophilic, hydrophobic, an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Based on 
nanobubble imaging and slip length measur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obubbles and boundary slip i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the tip holder commonly used for imaging in air is modified to 
improve nanobubble imaging on polystyrene surfaces in water. The influence of 
line tension force along solid-liquid-gas three phase contact line on contact 
angles of nanobubbles is investigated and the line tension force is measured on 
nanoscale. Influence of scan speed and scan load on nanobubble imaging is 
investigated.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nanobubble coalescence is studied by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With external disturbance, small nanobubbles are 
firstly moved and merged into large nanobubbles during coalescence. Cantilever 
tip-nanobubble interaction is performed using force modulation curves, which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nanobubbles and solid objects at solid-liquid interfaces.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 of nanobubble induced nanoindents on 
polystyrene films is investigaed. The evolution of nanobubbles and polystyrene 
films are studied after the films are immersed into DI water. With time, rim 
stuructures appear and gradually grow up around larger nanobubbles. Sm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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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bubbles gradually disappear leaving nanoindent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a model is set up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The high inner pressure and decomponent force of surface tension 
force in the direction normal to the sample surfaces are thought to be the reas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nanoindents. 

From aspect of improving nanobubble stability and reducing friction force 
between solid-liquid interfaces, a concept of nanobubble immobility is proposed. 
The force-distance curves in contact mode AFM are firstly applied to study solid-
liquid-gas three phase contact properties for nanobubbles. By comparing the 
decomponents of surface tension forces along vertical direction for both 
approaching and retracting movements, it is verified that 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is still valid for nanobubbl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a 
model is developed to evaluate nanobubble immobility on nanoindents and island 
structures by calculating the force needed to slide nanobubbles. The model is 
then verified through experiments by applying higher scan load on surfaces with 
nanoindents and island structures, respectively. 

In the study of boundary slip, two very low approach velocities are first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cantilever deflection component generated by 
electrostatic force.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surface roughness on the 
measured slip length, the mean plane of sample surfaces are taken as virtual 
solid-liquid interfaces. Through above treatment, the contact mode AFM method 
is improved. The method is then used to measure slip lengths using different 
approach velocity on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wettabilities. The effect of approach 
velocity and wettability on boundary slip is studied. To simplify the process of 
slip length measurement, tapping mode AFM is applied to measure slip lengths 
on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wettability. With the measured slip length and 
nanobubble ima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obubbles and boundary slip is 
developed. 
 
Keywords: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polystyrene, nanobubble, nanoindent, 
boundary slip, slip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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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1.1 课题背景 

大部分涉及流体力学的问题可以用两个微分方程表达，即连续方程和动

量方程(也称为 Navier-Stokes 方程)[1]。此外，为表征流体运动状态，还需要

固液接触面流体的边界条件。因此能否对流体运动状态进行准确描述将直接

依赖于对固液接触面边界条件的认识。 
两个多世纪以来，非滑移固液边界条件一直是解释流体力学相关问题的

核心，并用于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2-4]。在非滑移固液边界条件的假设下，

固液接触面上的液体分子紧紧吸附在固体墙上，与固体墙在各个方向上的相

对运动速度为零。尽管非滑移固液边界条件是一种假设，而不是通过流体力

学相关理论推导而来，但是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它仍然作为连续流体力学

的基础而广泛应用。然而， 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疏水表面上，非滑移边

界条件可能不成立。流体存在边界滑移，即在固液接触面上，流体分子相对

于固体壁的运动速度不为零，它们之间存在相对运动[1,4-7]。 
固液接触界面边界滑移的存在会减小流体在固体墙流动的摩擦力，这对

微纳米流体相关应用有重大意义。微纳米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纳机电系统

MEMS/NEMS（micro/nan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的发展，极大地促进

了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如生物微纳机电系统（Bio-MEMS/NEMS），生

物传感器（bio-sensors）以及芯片实验室系统（lab-on-a-chip）等。这些微

纳系统的应用使制造微型、迅速、便捷的医学检测和治疗设备成为可能，而

被广泛应用于药品传递，DNA 分析和病理诊断[8-10]。这些基于芯片的技术

比基于实验室分析的技术分析速度更快，成本更低[11]。 
以上这些微纳系统能否顺利地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体以及所需传

送的化学试剂在这些微纳米设备管道中的流通。图 1-1 显示了一个腕式生物

芯片系统 [12]。这一系统应用微通道传递流体和化学试剂。相比较于宏观尺

度下的管道，这些具有微纳米尺寸的管道具有较大的表面-体积比，使得材

料的表面性质，如润湿性（wetting properties），粗糙度（roughness）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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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力对流体流动的影响远大于流体在宏观尺度下管道中流动的影响。因

此，微纳米尺度流体摩擦力成为制约生物芯片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了解微

纳米尺度下固液接触界面流体流动的边界条件，设计出符合使用条件的微纳

米管道从而减少摩擦力，对基于芯片的微纳米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用应用价值。 

 

图 1-1 生物芯片应用实例[12] 

Fig. 1-1 An example of biosensor applicatipon [12] 

当将疏水表面被浸入到水溶液中时，固液接触面上会产生球冠状纳米气

泡。应用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FM)的液体中敲击模式成

像发现，这些纳米气泡的高度通常为 5-100 nm，宽度为 50-800 nm [13-17]。 
纳米气泡的研究对于疏水表面在水溶液中相关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都有

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几十年，疏水表面与水溶液的相互作用得到了广泛的研

究。Israelachvili 和 Pashleyv[18]首次发现，将两个疏水表面浸入水溶液中

后，它们之间存在一种长程吸引力，其作用距离大约为 10-100 nm [14,17,19-

22]。这种长程吸引力比范德华力大，因此，无法用范德华力模型来解释。纳

米气泡的存在为这种长程吸引力提供了解释[23]。由于纳米气泡存在于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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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当两个疏水表面相互接近时，分布在其中一个表面上的纳米气泡会与

另一个表面上的纳米气泡相结合，在结合的同时产生较大的相互吸引力。 
纳米气泡被认为是疏水表面上固液界面上边界滑移产生的原因。理论研

究和实验结果表明疏水表面上气体物质的存在将导致边界滑移 [24-29]。纳米

气泡通过减少固液界面上固体与液体的相互作用力来减小流体流经固体墙时

的摩擦力。从这个角度来讲，纳米气泡提供了一种减少流体流动摩擦力的途

径，尤其对微纳米尺度流体的传输有重要意义。 
除了在微纳米流体应用中的重要作用，纳米气泡还可以被应用于传统的

流体传输系统，如管道输油，自来水传送。在能源极度紧缺的今天，如何节

省能源是目前的热点问题。目前石油主要靠管道运输，有效减小石油传送过

程中流体的粘滞阻力对节约能源和成本，提高单位能源的利用率有重要意

义。通过对管道表面进行疏水化处理，在管道和流体之间产生纳米气泡，从

而起到减小流体传送的拖曳摩擦力的效果。 
固液接触面上流体边界滑移和纳米气泡的形成都与样品表面性质有关，

尤其与表面润湿性和表面粗糙度关系密切。因此，一些具备特定润湿性和表

面粗糙度的表面对于研究边界润滑和纳米气泡有重要意义。纳米技术的进步

促进了表面改性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能够制备具有特定润湿性的样品表面
[30]，一些微纳米结构化或结构分级化表面的静态接触角高达 150-170°[31-

33]。表面改性技术、边界滑移以及纳米气泡研究的结合将极大促进微纳米流

体力学及其相关应用的发展。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的目的是在聚苯乙烯表面研究固液界面纳米气泡与样品之间的相互

作用，实验测量不同润湿性表面的滑移长度值，建立并实验验证纳米气泡尺

寸及分布密度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模型。 
疏水表面上纳米气泡的研究对流体力学研究及其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它

们能够减小固液界面流体与固体墙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引起边界滑移，从而

减少固液界面之间的摩擦力。实际应用中，可以对微通道进行疏水化处理，

在其内壁产生纳米气泡，起到减少固液界面之间的摩擦力的目的，促进微纳

器件的发展。 
在微纳米流体应用中，传统材料如硅和玻璃等正逐渐被聚苯乙烯等聚合

物所替代 [34-36]。这些聚合物具有成本低、易于加工成型等优点，被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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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微纳生物芯片的制作 [35-37]。为实现一些特定功能，实际应用中有时还

需要在聚合物表面制作一些凹痕或表面凸起等微纳米结构[38]。 
当将聚苯乙烯等疏水聚合材料浸入水溶液中时，会在样品表面产生纳米

气泡。目前还不清楚纳米气泡的存在对聚合物表面的作用，以及样品表面微

纳米结构的存在对纳米气泡的影响。因此，研究纳米气泡与样品基底之间的

相互作用对于微纳米流体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纳米气泡与样品基

底相互作用的研究对涉及疏水表面在水溶液中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都具有重要

意义，如在水溶液中两个疏水表面之间的长程吸引力的研究[17]，聚苯乙烯

薄膜表面 DNA 分子操纵[39]，疏水表面润湿膜的破裂等科学和实际应用问

题。 

1.3 疏水表面纳米气泡研究进展 

    本节将首先介绍纳米气泡的存在性研究，探讨纳米气泡存在与否的各种

实验结果。然后，从纳米气泡的产生，影响纳米气泡形成的因素，纳米气泡

的特征等方面介绍纳米气泡的研究进展。 

1.3.1 纳米气泡的存在性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疏水表面上是否存在纳米气泡仍然存在争议。一些研

究人员认为在疏水表面不存在纳米气泡 [40-44]。Mao 等人根据椭圆偏光法得

到的实验结果指出，如果在疏水表面空气分子以气体层状方式存在，考虑实

验过程中的误差，则此气体层的厚度小于 0.04 nm，而这一数值甚至小于氮

气分子的尺寸[41]。而如果气体分子以纳米气泡的方式存在，那么他们的分

布密度会极低。例如，当纳米气泡半径为 80 nm 时，不同纳米气泡之间的

距离将大于 5 µm。Takata 等人（2006）在不同液体中对烷基化处理的硅表

面采用椭圆偏光法进行测量，发现在不同液体中得到的实验数据均可以由不

存在气体时所对应的材料表面参数解释。如果疏水表面存在气体层，其所对

应的厚度为 0.0 ± 0.1 nm[45]。McKee 与 Ducker 等人采用渐逝波 AFM 法在疏

水表面探测纳米气泡的存在。他们测量发现在一个粒子和疏水表面之间的液

体薄层折射率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而指出在疏水表面上不存在纳米气泡
[42]。Seo 与 Satija 采用中子反射计在重水聚苯乙烯和重水的接触面上探测纳

米气泡。如果在固液接触面上存在气体物质，则会观测到散射长度密度

（Scattering length density, SLD）的降低。但是他们发现没有发现 SLD 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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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从而认为在固液接触面不存在纳米气泡[43]。 
然而，另外一些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指出在固液接触面上存在纳米气泡。

这些实验方法包括液体中 AFM 成像  [13-17]，快速冷冻切断法（ rapid 
cyrofixation/freeze fracture）[46]、中子反射计法[47]、分光镜法[48]以及 X 射线

反射法[49]。同时，分子动力学仿真结果也显示在疏水表面可以产生纳米气

泡[50]。在以上各种不同技术中，应用 为广泛的是敲击模式 AFM（Tapping 
mode AFM）[51]。在敲击模式 AFM 中，被激励的 AFM 微悬臂探针间歇性地

接触样品表面，成像过程中施加的力要远小于接触模式 AFM[52]。因此，无

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液体中，敲击式 AFM 被广泛应用于软材料或者易损材

料的研究[53]。采用液体中敲击模式 AFM 对疏水表面进行成像，结果显示球

冠状物体出现在疏水表面。这些物体能够存在于固液接触面上长达 20 小时

之久[54]。同时，实验显示这些球冠状物体不仅在正常大气压下稳定，当外

界大气压降到-6 MPa 时，它们同样存在[55]。 
当施加较大扫描载荷时，实验发现这些球冠状物体会发生聚合，导致尺

寸增大以及分布密度降低[16,54]。这一聚合现象排除了这些球冠状物体为固体

颗粒的可能。目前学术界还不清楚纳米气泡在高载荷下是倾向于溶解于水中

还是发生完全聚合，以及其聚合的具体过程。另外，从减小固液界面摩擦力

的角度出发，需要纳米气泡稳定地存在于样品表面，不发生移动及聚合，而

目前还没有关于纳米气泡移动性的研究。 

1.3.2 纳米气泡形成及影响因素 

纳米气泡既可以在疏水表面自发产生，也可以通过对具备不同空气溶解

度的液体进行替换得到。纳米气泡的自发产生是指当把疏水表面置于水中

时，会在疏水表面直接产生纳米气泡[13,16,54]。典型的液体替换法中所采用的

液体为乙醇和水，即醇水替换法[15,48,56]。在醇水替换法中，首先将样品表面

置于乙醇溶液中，静置一段时间后，将溶液从样品表面去除。此时在样品表

面仍然有少量乙醇溶液残留，随后迅速将样品置于水中。由于空气在乙醇溶

液中的溶解度大于在水中的溶解度，因此，在固液接触面附近残留的乙醇溶

液与水溶液的结合将导致气体过剩，从而释放出多余的气体分子。而释放出

的气体分子 终以纳米气泡的形式出现在样品表面。可以看出纳米气泡的形

成与液体中气体的含量有重要关系。实验显示人为增加气体在水溶液中的含

量将增强纳米气泡的产生。Zhang 等人应用饱和的二氧化碳溶液得到了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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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度分别为 800 纳米和 200 纳米的纳米气泡[48]。同时，实验表明，当将

液体中的气体清除后，即使将疏水表面放入水溶液中，也没有出现长距离接

触力 [14,22]，这一现象间接揭示了纳米气泡与液体中所溶解的气体之间的关

系。除此之外，温度也影响纳米气泡的形成[57]。Zhang 等人在浸入水中的云

母表面研究纳米气泡，发现当液体温度高于 30°C 时，云母表面纳米气泡的

分布密度随液体的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58]。 
对于纳米气泡与样品表面粗糙度之间的关系，Yang 等人比较了两个拥

有不同表面粗糙度的甲基化硅表面，发现在较为粗糙的表面上，纳米气泡较

大，分布密度也较低[54]。在较大尺度范围里，不规律的表面形貌（如：气

孔、表面突起）在宏观气泡产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59-62]。通过将疏水

化后的硅片置入饱和的氮气溶液中，Ryan 和 Hemmingsen 在具有 4-100 纳米

气孔的样品上发现了宏观气泡，而在光滑的表面上却没有发现，从而证明了

气孔、表面突起等在气泡产生中的重要作用[63]。 

1.3.3 纳米气泡特征 

液体中敲击模式 AFM 的纳米气泡成像证实了纳米起泡的存在。固液接

触界面气体能够以两种形式存在，层状[17]和球冠状纳米气泡[47]，如图 1-2
所示。层状纳米气泡形状不规则，厚度约为 5 nm。球冠状纳米气泡的高度

为 5-100 nm，宽度为 100-800 nm。 

 

  a) 层状纳米气泡        b) 球冠状纳米气泡 

         a) Gas layer                    b) Spherical nanobubble 

图 1-2 固液接触面纳米气泡存在形式[17,47] 

Fig. 1-2 Two types of nanobubbles[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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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原子力显微镜的敲击模式得到的纳米气泡图像也引起了另外一个争

议。Laplace-Young 方程描述了液滴或气泡液面曲率与液滴或气泡内外压强

之间的关系，根据 Laplace-Young 方程，由于纳米气泡曲率半径非常小，纳

米气泡内部压强将高达十几倍的大气压强。从热力学角度出发，纳米气泡会

迅速溶于水中而消失（时间远小于 1 s）[64]。但是，这又与纳米气泡稳定地

存在于样品表面的实验事实相矛盾。Zhang 等人采用 ATR-IR 测量技术，指

出纳米气泡内部压强接近于一个大气压[48]。然而他们研究的纳米气泡的曲

率半径的范围为 2-40 µm，远大于宽度为 100 nm 左右的纳米气泡所对应的

曲率半径值。在 2-40 µm 尺度范围内，即便是通过 Laplace-Young 方程得到

的内部压强也接近于外界大气压，即 1.01×105 Pa。 
    除了以上纳米气泡自身特性的研究之外，纳米气泡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研究纳米气泡的形成与样品表面特征之间的关系。 终能够实现纳米气泡

的人为控制，如控制纳米气泡的尺寸及分布密度。要实现这些目的，需要对

样品表面进行表面改性，或者探索纳米结构化的表面，进而将这些表面与纳

米气泡的研究相结合，实现纳米气泡的人为控制。 

1.4 固液界面边界滑移研究进展及其测量技术 

关于固液界面实际边界条件的争论始终伴随着流体力学的发展。实验设

备以及测量手段的不断进步和提高使得在纳米尺度范围内探索固液界面边界

条件成为可能。本节首先从历史回顾、边界滑移存在性和影响边界滑移因素

等几方面介绍固液界面边界滑移研究进展，然后，比较不同滑移长度测量方

法。 

1.4.1 固液边界滑移研究进展 

自 18 世纪以来，关于固液接触面上的流体的边界条件，学术界存在不

同观点，非滑移边界条件和两种滑移边界条件先后被提出 [1]。Bernoulli
（1738）首先提出固液接触面上液体与固体没有相对运动，称为非滑移边界

条件[65]。如图 1-3 所示，两个平行平板之间充满流体，假设上平板与流体之

间不存在边界滑移（图中 BC 为边界条件 Boundary condition 的缩写），当上

平板以一定速度向右运动时，将带动流体向右运动。在 Bernoulli 的非滑移

边界条件中，如图 1-3 a)所示，流体速度逐渐减小，在下平板的固液接触面

位置减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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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滑移边界条件假设在固液接触面上存在一液体滞流层，这层液体

紧紧贴附在固体墙上，与固体墙无相对运动，而滞流层之外的液体会产生明

显滑移，将这种边界滑移称为滞流层边界滑移，如图 1-3 b)所示。滞流层边

界滑移首先由 Girard（1815）提出 [66]。在研究流体流经管道的实验中，

Girard 推测一层非常薄的流体层完全吸附在固体墙上。在这层液体之外的流

体流经它时会产生边界滑移[66]。随后 Poission（1831）也提出类似理论[67]。

第二种滑移边界条件由 Navier (1823)和 Maxwell（1879）相继提出[68,69]。在

这种滑移边界条件中，流体在固液接触面上的切向速度正比于流体流速沿垂

直于固液接触面方向上的沿 Z 向变化的梯度，如图 1-3 c)所示，即 

0, | =∂
∂= z

w
bw z

vbv       (1-1) 

式中 vw  —— 流体在液体中的切向流速； 
 vw,b —— 流体在固液接触面上的切向流速； 
 b   —— 滑移长度，单位为 m。 

由式(1-1)可以看出滑移长度越大，流体在固液接触面上的速度越高，边界

滑移越明显。 

 
 (a)非滑移边界条件  (b)滞流层边界滑移   (c) Navier 边界滑移 

     (a)No-slip BC     (b)Stagnant layer BC    (c) Navier slip BC 

图 1-3 流体在两个平行平板之间运动流场示意图 

Fig. 1-3 Schematic of velocity profile for liquid between two parallel plates 

  至 18 世纪 30 年代，以上三种边界条件假设都有其支持者或支持的实验

结果。Du Butt (1796)通过驱动液体流经管道验证了非滑移边界条件 [70]。

Stokes 受英国皇家科学院委托研究探讨固液接触面真实的边界条件。在

Bernoulli 的非滑移边界条件和 Navier 的滑移边界条件之间，Stokes 经过一

段时间的研究后， 终认为非滑移边界条件更符合真实情况。他认为任何在

流体中的流速非连续性都将导致流体中切向力的产生，而产生的这一切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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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破坏这种流速非连续性， 终使得速度场呈连续变化。将这一观点扩展

到固液接触面上流体的运动，自然衍生出非滑移边界条件。此后，一些水或

者水银通过玻璃管道的实验结果支持了 Stokes 的结论[71,72]。然而，其它的

实验结果又与滑移边界条件相吻合。在研究血液流动的实验中，Poiseuille 
(1841)发现有一层血液停滞在容器壁上。这一现象激发他研究流体流经管道

的特征，进而发现了 Girard 所指出的迟滞层滑移[73]。在 Navier 提出第二种

滑移边界条件后，Helmholtz 和 Pictowsky (1868)通过测量水流流经镀金表面

时发现了明显的边界滑移[74]。随后，Traube 和 Whang (1928)报导当水流流

过经油酸或其它极性有机成分处理过的管道时，经历的时间要远少于未经处

理的管道[75]。Schnell (1956) 测量了在不同驱动压力下流体流经疏水化和没

有疏水化处理的管道的流速。发现当驱动压力大于一定值时，在疏水化处理

后的管道中的流速将 终大于未经处理的管道内的流速 [76]。Churaev(1984)
等人比较了水和四氯化碳（CCl4）流经疏水化云母微通道的流速，发现水的

流速大于完全润湿的 CCl4。流速上的差异对应于约 30nm 的滑移长度，这一

结果也揭示了表面润湿性与固液界面边界滑移的关系[77]。 
 Goldstein 于 1938 年在《当代流体力学发展》一书中指出“滑移，如果

真的发生，会非常小；迟滞层，如果真的存在，会非常薄。滑移或者迟滞层

会小到无法观察或者无法观测到与理论分析的非滑移边界条件的区别”。然

而，新的实验技术和设备的出现与发展，如表面力仪（ Surface force 
apparatus, SFA）和 AFM，为固液接触面边界条件的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

使得在微纳米尺度范围内进行滑移长度测量和控制成为可能。同时，微纳米

加工技术与生物和生命科学的结合也激励了微纳米流体学的研究进展。 
液体在固体表面的润湿性质影响边界滑移[78]。目前对于亲水表面是否

存在边界滑移，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一些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疏水表面存

在边界滑移，而在亲水表面，非滑移边界条件仍然成立[79-83]。 
Tretheway 和 Meinhart 等人应用 PIV 法测量水流流经 30×300 µm 微通道

时的流场分布。他们在硅烷疏水化处理后的微通道表面得到大约 1 µm 的滑

移长度，而认为亲水表面不存在边界滑移[82]。Baudry 等人应用 SFA 技术测

量玻璃球向疏水以及亲水表面逼近时作用在玻璃球表面的流体压力。根据测

量得到的流体压力，在疏水表面得到了 38 ± 2 nm 的滑移长度值，而亲水表

面的流体压力仍然满足非滑移边界条件[79]。 
Cottion-Bizonne 等人在水溶液中采用动态 SFA 法测量玻璃球向亲水

（玻璃）及疏水（硅烷化处理后的玻璃）表面逼近时作用在玻璃球上的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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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滞阻尼系数，通过比较实验结果与理论数值，在疏水表面得到大约 19 nm
的滑移长度，而在亲水表面上阻尼系数数据仍然满足非滑移边界条件[84]。 

Vinogradova 和 Yakubov 采用接触式 AFM 法分别测量 NaCl 水溶液在亲

水和疏水表面上的滑移长度。在亲水表面上，他们得到的流体压力随分离距

离变化的数据完全符合非滑移边界条件下的理论模型。因此认为在亲水表面

不存在边界滑移。然而在疏水的聚苯乙烯表面，她们得到大约 4 nm 的滑移

长度值[83]。Vinogradova 和 Yakubov 同时指出，由于她们所采用的聚苯乙烯

表面较为粗糙（在 1 µm × 1 µm 扫描范围内的均方根粗糙度值为 2.2-2.8 
nm），因此，不能确定测量得到的滑移长度值究竟是粗糙度引起的还是纳米

气泡引起的。Honig 和 Ducker 在蔗糖溶液中同样应用接触式 AFM 法在玻璃

表面得到非滑移边界条件[81]。 
Choi 等人使水流流经疏水化的硅微通道，采用不同的压力梯度，用他

们设计的流体速度测量装置测得了小于 30 nm 的滑动长度[85]。这些实验结

果与分子动力学仿真(Molecular dynamic, MD)得到的结果一致。Barrat 与

Bocquet(1999)对流体流经不同润湿性表面进行 MD 仿真，在一个接触角为

140°的表面得到了 30 个分子直径长度的滑移长度。同时，对于亲水表面，

他们发现非滑移边界条件仍然成立。 
尽管以上实验结果表明在亲水表面非滑移边界条件仍然成立，但是另外

一些研究人员采用 PIV[86]，TIR-FRAP[87,88]，SFA[89]，以及 AFM[90,91]等技术

却在亲水表面得到了边界滑移。 
Joseph 和 Tabeling 采用 PIV 法在亲水（玻璃）管道内得到的平均滑移

长度为 50 nm，同时，他们并没有发现滑移长度随表面疏水性以及流体剪切

速度变化而发生明显变化[86]。Pit 等人应用 TIR-FRAP 技术研究十六烷在在

蓝宝石表面的滑动，测量得到 100-400 nm 的滑动长度值[87]。同样应用 TIR-
FRAP 技术，Schmatko 等人测量了十六烷（hexadecane）在三种具备相似表

面粗糙度但不同表面润湿性的样品表面受剪切流动时荧光恢复速度。在完全

润湿（接触角 0°）以及部分润湿（接触角 40°）的表面分别得到 110 nm 和

350 nm 的滑移长度[88]。Bonaccurso 等人应用接触模式 AFM 通过挤压位于

玻璃球和云母表面的水膜在亲水表面得到大约 8-9 nm 的滑移长度[90]。 
从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普遍认为在疏水表面存在边界滑移，而

学术界对于亲水表面是否存在边界滑移仍然存在争议。除了表面疏水性，测

量过程中流体的流动速度以及样品表面粗糙度同样影响固液界面边界滑移。 
在应用 SFA 和 AFM 进行滑移长度测量所使用的数学模型中，滑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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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两个不同固体表面相互逼近的速度大小无关。然而，Zhu 和 Granick 在

使用 SFA 技术以不同逼近速度测量固液接触面上的边界条件时发现，当逼

近速度较低时，测量得到的流体压力符合非滑移边界条件，而当逼近速度高

于某个极限值时，滑移长度将随逼近速度的增大而增加[89]。类似于 Zhu 和

Granick 的实验，Craig 等人采用 AFM 测量蔗糖溶液在亲水的自组装膜表面

的边界条件。通过改变逼近速度和蔗糖溶液的粘度，他们发现滑移长度随逼

近速度和粘度的增加而增大[91]。 
另一个影响边界滑移的参数是样品表面的粗糙度。Zhu 和 Granick 等人

比较了三种不同粗糙度的疏水表面，发现边界滑移随着粗糙度的增大而减小
[92]。然而，Bonaccurso 等人却报道了截然不同的实验结果，他们的实验显

示在亲水表面，当表面粗糙度由 0.7 nm 增加到 12.2 nm 时，边界滑移随着

表面粗糙度的增加而增加[93]。 
表面粗糙度同样影响样品表面润湿性，对于亲水表面，样品表面的亲水

性将随粗糙度值的增加而增强，而对于疏水表面，样品表面的疏水性将随粗

糙度值的增加而增强[31]。为得到具有较高接触角的疏水或超疏水表面，往

往需要在样品表面上制造一些表面微纳米结构，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提高了

样品表面粗糙度。因此，在研究表面疏水性对边界滑移的影响中，很难区分

边界滑移是由表面粗糙度引起还是由疏水材料本身引起。如何消除表面粗糙

度的影响成为边界滑移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1.4.2 固液界面边界滑移测量技术 

    本世纪以来，科学工作者应用更先进的仪器设备或实验技术研究边界滑

移。根据测量原理，固液界面滑移长度测量技术可以分为毛细管测量法、流

体流动跟踪法、液体挤压法。 
1.4.2.1 毛细管测量法 

在采用毛细管法测量固液界面边界滑移时，流体在外界压强的驱动下流

经毛细管或微小通道[28,76,77]。通过测量在通道入口和出口之间的压强降低量

（简称压降）与流体流速之间的关系确定管道中固液界面边界滑移程度。在

某一毛细管中，当液体压强减小量一定时，边界滑移将提高流体流速。对于

在两个无限大平板之间运动的流体而言，应用 Navier 边界滑移条件，滑移

长度 b，体积流速 q 以及压降∆p 之间关系可以表示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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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η      (1-2) 

式中 η —— 液体黏度； 
  H —— 两平板之间高度； 
  L —— 沿流体流动方向长度。 

对于有限尺寸的通道来说，上式中比例系数“4”需要根据实验结果进行修

正，使其满足实际的流动条件。通常假设在亲水表面边界滑移为零，在流体

流经亲水材料制作的通道时测量压降与流速之间关系，采用式（1-2）进行

拟合，即可得到修正后的比例系数，进而采用修正后的公式对疏水表面进行

边界滑移研究。 
毛细管法简单易行，并且不需要昂贵和精密仪器设备。然而，准确测量

沿管道方向的压降较为困难。这是由于靠近管道进口和出口处流体流动类型

不同于管道中央部分的流体。为准确建立压降与流速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管

道中间部分测量压降，增加了测量难度，尤其对于微米尺寸的管道。另外，

具备均匀截面的管道的制备也是毛细管法测量边界滑移中的难点。 
1.4.2.2 流体流动追踪法 

流体流动追踪法通过跟踪示踪粒子或荧光示踪分子在流体中的运动确定

流体流场分布，进而确定固液界面边界条件。根据示踪探测器种类，流体流

动追踪法又可以分为 TIR-FRAP 法[87,88,94,95]和 PIV 法[82,86,96,97]。 
Migler 等人首次应用荧光恢复法直接测量熔融状态的聚合物受剪切时在

固液接触面上的流动速度[94]。如图 1-4 所示，荧光示踪分子被置于两个平板

之间。 

 

图 1-4 TIR-FRAP 法滑移长度测量示意图 

Fig. 1-4 Schematic of TIR-FRAP measurement of slip length 

低能渐逝波激发示踪子，在读数区提供一个参考荧光密度值。之后，高

能光波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垂直射入下表面，使荧光分子产生光致褪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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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平板开始沿水平方向运动，两个面板之间的液体将受到剪切，带动

褪色的示踪分子离开读数区，新的示踪分子将会重新回到读数区，使得荧光

密度缓慢提高到参考值。因此，可以通过观测荧光密度得到流体流速 [95]。

TIR-FRAP 法提供了一种直接测量受剪切流体流速的方法。然而，在 TIR-
FRAP 法中，边界滑移程度是通过在不同表面上荧光密度恢复速率对比得到

的。并且，由于荧光分子尺寸非常小，其自身扩散会影响测量结果。 
另外一种流体流速追踪法是 PIV 法[82,86,96,97]。图 1-5 给出了 PIV 法中微

小颗粒在管道流体中的分布。流体的流动将带动颗粒沿流体流动方向运动。

通过观察特定区域粒子的运动，可以求出在此区域内流体流动的速度分布，

进而确定滑移长度值。然而，粒子尺寸的选择往往受限于所应用的测量光波

波长，并且固液接触界面位置以及粒子空间位置的确定都要通过光学方法测

量，精度有限。另外，和 TIR-FRAP 方法一样，粒子本身的扩散也将影响测

量结果，尤其当粒子尺寸较小的时候。 

 

图 1-5 PIV 法滑移长度测量示意图 

Fig. 1-5 Schematic of PIV measurement of slip length 

1.4.2.3 液体挤压法 
液体挤压法的原理是让空间相互交叉的两个圆柱(SFA 法)或一个球体与

平面(AFM 法)相对运动，通过测量作用在圆柱或球体上的流体压力与两个

圆柱或球体与表面之间的分离距离来计算滑移长度。按使用的测量工具，可

以分为 AFM 法和 SFA 法[79,80,89,92]。在非滑移边界条件下，作用在圆柱体

(SFA)或球体 (AFM)上的流体压力与分离距离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dt
dD

D
RFH

ηπ 26= ，式中 D 为相互接近的两个表面之间的分离距离，dD/dt 为

接近速度，R 为圆柱或球体半径，η为流体黏度。 
将 Navier 边界滑移条件与流体连续方程和 Navier-Stokes 方程相结合，

Vinogradova 提出了在存在边界滑移情况下的流体压力随分离距离变化的关

系函数，如下所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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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dD

D
RfFH

ηπ 26*=       (1-3) 

式中 f* —— 校正系数，随着各表面边界条件变化而改变。 
如果相互接近的两个表面满足非滑移边界条件，则 f*=1。当在一个表面存

在边界滑移且其滑移长度为 b，而在另一个表面满足非滑移边界条件时，f*
可以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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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在两个平面上同时存在滑移长度为 b 的边界滑移时，f*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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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流体压力与各表面分离距离之间关系已知时，可以通过方程(1-3)
至(1-5)确定滑移长度 b。 

图 1-6 为采用 SFA 法测量滑移长度示意图。在 SFA 法中，应用两个相

互交叉的圆柱体。其中一个圆柱体固定在一个已知弹性系数的弹簧上，另一

个固定在压电陶瓷传感器上。在测量过程中，安装在压电陶瓷传感器上的表

面以一定振幅和频率振动，其振动振幅和频率可调。实验测量弹簧感受到的

振荡力幅值随分离距离 D 变化的数据，通过式(1-3)至(1-5)确定滑移长度。

相比较于传统测量设备，SFA 在力和位移测量方面具有较高精度。然而，

SFA 所能精确测量的力通常大于 10mN，接触面积数量级为 µm2，不适合纳

米尺度的测量[99]。另外，SFA 方法只适用于圆柱体表面，极大限制了其在

不同表面上边界滑移测量中的应用。 

 

图 1-6 SFA 法滑移长度测量示意图 

Fig. 1-6 Schematic of SFA measurement of slip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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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FA 法类似，在应用 AFM 进行边界滑移测量过程中，粘在微悬臂上

的固体球以一定的速度向样品表面逼近，如图 1-7 所示。通过测量施加在球

体上的流体压力与球体和样品表面之间的分离距离可以求出固液接触面上的

滑移长度。不同于 SFA 法，AFM 可以测量平面样品。同时，AFM 在力测

量以及位移测量方面比 SFA 精度更高。相比较 SFA 10-100 mN 的力测量范

围，AFM 能够测量小于 0.1 nN 的力[99]，这对于纳米尺度边界滑移研究有着

重要意义。 

 

图 1-7 AFM 法滑移长度测量示意图 

Fig. 1-7 Schematic of AFM measurement of slip length 

在以上这些方法中，AFM 在力以及位移测量中具有明显优势。在应用

接触模式进行边界滑移研究中，当分离距离小于 10 nm 时，实验数据仍可

用。然而，在应用 AFM 进行边界滑移的研究中，需要排除测量过程中众多

因素的影响，测量过程较复杂。 

1.5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关系研究进展 

早期分子动力学仿真结果显示，不论是纯水还是两种液体的混和溶液，

当在固体墙附近液体密度值减小时，流体与固体表面将存在边界滑移
[100,101]，且边界滑移程度随流体在固液接触面附近的密度的减小而增大
[102]。类似的关系也出现在了 Bocquet 和 Barrat 推导的流体动力学相关方程

中[103,104]。 
Ruckenstein 和 Rajora 经过理论分析认为边界滑移只有在存在气体层的

部分发生，而不是直接在固液接触面上发生[105]。de Gennes 计算了气体层所

能引起的滑移长度值，理论证实了气体层的存在能够产生很大的滑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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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但是并没有解释气体层形成的原因。Tretheway 和 Meinhart 应用二维

分析显示了大的滑动长度与固液界面的低黏度气体层的存在相吻合，从而证

明了纳米气泡在边界滑移中的作用[107]。 
随着固液界面纳米气泡的发现，纳米气泡被认为是边界滑移存在的主要

原因。纳米气泡的存在使固体墙外流体黏度由较小的气体粘度迅速增加到液

体的粘度。由于液体的黏度值远大于气体的黏度值，根据连续流体理论，较

小的空气黏度值将极大增强流体的流动速度[108]。 
Cottin-Bizonne 等人应用分子动力学仿真方法研究发现，当在固液接触

面上液体不完全接触固体墙时，流体将明显地发生边界滑移，这与固液接触

面上存在纳米气泡的情形类似，从而间接证明纳米气泡的存在能够引起边界

滑移[59]。随后，Cottin-Bizonne 等人又分别应用分子动力学仿真和数值分析

的方法研究流体流经超疏水表面时边界滑移与沿垂直于固液接触面方向施加

的压力之间的关系，两种方法显示的边界滑移与施加压力之间的关系恰好与

固液界面存在气体时的反应一致[24]。 
Boehnke 等人在浸入到水中的疏水表面测量边界滑移[109]。当实验装置

处于真空中时，没有观察到边界滑移的存在，同时疏水表面之间不存在长程

吸引力。然而，当把实验装置置于空气中时，他们得到了边界滑移，同时，

发现疏水表面之间存在长程吸引力。由于纳米气泡是产生长程吸引力的原

因，因此，他们的实验证实了纳米气泡对边界滑移的作用。Ou 等人在疏水

的通道中制作一些微米尺寸的槽，通过测量流体流经疏水通道时流速与沿通

道的压降之间的关系，得到高达十几 µm 的滑移长度值，同时，应用共聚焦

表面测量系统在疏水槽上观察到了液气接触面，直接证明固液界面气体存在

能够引起边界滑移[28,110]。 
通过以上结果可以看出，理论分析以及数值仿真都证明了固液界面气体

存在对于流体边界滑移的重要作用，目前的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微米尺度液

气接触面对边界滑移的影响，而对于固液界面纳米气泡对边界滑移影响，缺

乏相应的实验研究。 

1.6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6.1 纳米气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为更好地应用纳米气泡，减小固液界面流体拖曳摩擦力，需要研究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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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与基底的相互作用。由于纳米气泡尺寸小，质地柔软，对其成像难度较

大，实验装置以及扫描参数不恰当的选择将导致无法对纳米气泡进行成像。

综合研究现状，纳米气泡研究中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 纳米气泡对样品基底作用的研究  纳米气泡的存在同时会影响样品

基底，使样品基底发生改变。目前纳米气泡与基底相互作用的研究还处于空

白阶段。 
(2) 纳米气泡聚合过程  在采用 AFM 对纳米气泡进行扫描过程中，随

着扫描载荷的增加，纳米气泡将产生聚合。而目前还不清楚纳米气泡聚合的

过程。 
(3) 提高纳米气泡稳定性的问题  在外界干扰情况下纳米气泡会发生聚

合，从减小固液界面摩擦力角度出发，如何使纳米气泡能够稳定地存在于样

品表面，增强纳米气泡在受外部干扰时的稳定性是纳米气泡研究中重要的问

题，而目前相关研究处于空白阶段。 
(4) 纳米尺度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动态接触角的测量 纳米尺度固液气

三相接触研究需要动态接触角等参数。在宏观尺度上，可以通过对液滴或者

气泡进行表面轮廓测量来确定这些参数。然而在纳米尺度上，目前还没有相

应测量技术。 
(5) 控制纳米气泡产生的问题 当前研究的纳米气泡主要是在疏水表面

上自发产生，而不能控制其大小和分布。为更好应用纳米气泡，需要对纳米

气泡的形成进行控制，即实现可控制的纳米气泡。 
总体来说，当前纳米气泡的研究局限于对纳米气泡自身性质的研究，为

使纳米气泡更好地应用于减小固液界面流体摩擦力，亟需探索纳米气泡与样

品基底的相互作用，为纳米气泡以及疏水表面在水溶液中的相关应用奠定基

础。 

1.6.2 边界滑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滑移长度数值通常小于几百 nm，这对滑移长度的实验测量以及后

期数据处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各种技术中，AFM 在力和距离测量中均

能达到很高的精度，逐步成为研究边界滑移的主要方法。然而，目前所广泛

采用的接触模式 AFM 法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综合边界滑移研究现状，

固液界面边界滑移研究以及应用 AFM 进行滑移长度测量中需要解决以下一

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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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边界滑移与纳米气泡之间关系缺乏验证  尽管学术界广泛认为纳米

气泡是产生边界滑移的主要原因，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和模

拟，缺乏实验验证。通过纳米气泡成像，建立纳米气泡尺寸以及在样品表面

的分布密度与测量得到的滑移长度之间的联系，对于纳米气泡以及边界滑移

研究将产生深远影响。 
(2) 亲水表面是否存在边界滑移的问题  亲水表面固液界面边界条件的

研究是流体动力学中一个基本问题。如前所述，对于亲水表面是否存在边界

滑移，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因此，需要对亲水表面边界条件进行深入研

究，从而 终确定亲水表面的边界条件。 
(3) 区分表面润湿性和表面粗糙度对边界滑移的影响   在样品表面润

湿性对边界滑移影响的研究中，经常需要疏水或超疏水表面，而这些表面的

粗糙度值往往比较大。测量得到的滑移长度值同时包含了表面粗糙度和表面

润湿性的影响。如何消除表面粗糙度对滑移长度测量的影响是边界滑移研究

中的一个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 
(4) 减小采用 AFM 法进行滑移长度测量时静电力的影响 在采用接触模

式 AFM 法进行滑移长度测量时，玻璃球与样品表面之间的静电力将引起

AFM 微悬臂偏转，此偏转信号将与作用在玻璃球上的流体压力相叠加。如

果不能有效去除由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将得到错误的测量结果。 
(5) 逼近速度对滑移长度影响 在采用接触模式 AFM 进行测量过程中，

玻璃球相对于样品表面的逼近速度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有待确定。 

1.7 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 

在各种纳米气泡和边界滑移测量工具中，AFM 可以对纳米气泡进行直

观成像，测量其物理性质，并且在力和位移测量中都具有纳米级精度，因

此，它是纳米气泡以及边界滑移研究的理想工具。本文将采用 AFM 测量纳

米气泡和边界滑移。针对前述纳米气泡和边界滑移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将进行如下研究工作。 
(1) 应用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对纳米气泡进行成像  改进常规空气中微

悬臂夹持器，将其应用于液体中成像。应用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对纳米气泡

进行成像并对其特征进行表征，通过改变 AFM 的扫描参数，观察纳米气泡

的尺寸及分布密度变化，确定影响纳米气泡成像的实验条件并揭示纳米气泡

的聚合过程。 



第 1 章 绪论 

- 19 - 

(2) 研究纳米气泡在聚苯乙烯表面产生纳米结构的作用机理  应用疏水

表面纳米气泡较高的内部压强以及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的表面张力，在聚苯乙

烯表面形成纳米结构化表面，研究其作用机理，以期建立一种基于纳米气泡

的纳米结构化表面制作方法。 
(3) 建立纳米结构可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模型  针对疏水表面纳米

气泡易于聚合的问题，从提高纳米气泡在样品表面的稳定性及减小固液界面

摩擦力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在不同表面结构上移动纳米气泡所需的

力，建立一个纳米结构可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模型，并在具有纳米结构

的聚苯乙烯样品表面进行实验以验证模型的正确性。 
(4) 提出一种纳米尺度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的动态接触角的可行测量方法  

针对纳米尺度固液气三相接触线动态接触角目前无法测量的问题，采用

AFM 接触模式下的力—距离曲线，以期建立一种纳米尺度固液气三相接触

线动态接触角可行的测量方法。 
(5) 应用改进的滑移长度测量方法建立边界滑移与纳米气泡尺寸及分布

密度之间的关系  针对当前采用接触模式 AFM 测量边界滑移时，静电力和

表面粗糙度影响测量结果的问题，采用双低速逼近法和虚拟固液接触面法分

别确定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和修正实验测量得到的固液接触面位

置，改进现有方法。采用此法在不同样品表面测量滑移长度，结合 AFM 测

量得到的纳米气泡，建立纳米气泡尺寸和分布密度与滑移长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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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聚苯乙烯表面纳米气泡 AFM 成像 

2.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水溶液中疏水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到广泛研究。将

疏水表面置于水溶液中时，会在表面得到高度为 5-100 nm，宽度为 100-800 
nm 的纳米级气泡[13-17]。理论证明，固液界面之间纳米气泡的存在将引起边

界滑移，从而减小流体流经固体表面时的拖曳摩擦力 [24-26]。此外，纳米级

气泡被认为是导致疏水表面之间长程吸引力的原因[14,17,19-22]。它们的存在也

解释了乳液在不存在表面活性剂情况下的稳定性，矿物浮选和固体表面浸润

膜的破裂等一些物理和化学现象[111-113]。 
在敲击模式 AFM 中，被激励的 AFM 微悬臂探针间歇性地接触样品表

面，成像过程中施加在样品上的力要远小于接触模式 AFM，适合对易损或

柔软材料进行扫描。本章采用敲击模式 AFM 研究聚苯乙烯表面纳米气泡，

测量纳米气泡特征，探索影响纳米气泡成像的扫描参数，通过实验观察纳米

气泡的尺寸及分布密度变化，揭示纳米气泡聚合过程，并通过研究力调制模

式曲线提出一种区分样品表面固体颗粒和纳米气泡的方法。 

2.2 改进的液体中微悬臂夹持器 

为更好地研究纳米气泡，本文将采用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对纳米气泡进

行液体中成像。通常 AFM 的液体中操作需要专门的微悬臂夹持器，在操作

中，AFM 压电陶瓷管通过激励微悬臂夹持器的振动来带动微悬臂振动，而

不是直接驱动微悬臂振动，这就增加了通过激励微悬臂确认其谐振频率的难

度，同时，影响了微悬臂的动态谐振性能。而应用于空气中敲击模式的微悬

臂夹持器则是通过置于微悬臂上端的压电陶瓷组件的振动直接驱动微悬臂振

动。 
本文对应用于空气中成像的敲击模式微悬臂夹持器进行改进。如图 2-1

所示，在微悬臂夹持器的压电陶瓷组件上方开一水平槽，将一玻璃片插入此

水平槽。成像前，在玻璃片和样品表面之间滴入液滴，形成液体半月环。操

作过程中，AFM 压电陶瓷组件将直接驱动微悬臂在液体半月环中振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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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改进后的微悬臂夹持器极大地提高了微悬臂的动态性能。 
本文采用矩形微悬臂梁(RFESP, Veeco)对纳米气泡进行成像。该悬臂梁

探针针尖的半径小于 10 nm，弹性系数约为 3 N/m。为得到微悬臂梁在空气

中和水中的谐振频率，采用频谱分析仪（HP 8568B，Hewlett Packard）测量

微悬臂频谱信号。在空气中和水中测得的谐振频率分别为 73 和 26 kHz。当

在空气和水中成像时，分别采用以上频率激励微悬臂梁使其产生振动。 

 

图 2-1 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示意图 

Fig. 2.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dified tip holder 

在硅(100)表面采用旋转涂敷法（简称旋涂法）得到的聚苯乙烯表面用

来产生纳米气泡。首先将聚苯乙烯颗粒(分子量：350,000, Sigma-Aldrich)溶
于甲苯(Mallinckrodt Chemical)中，通过调整聚苯乙烯的浓度来控制薄膜的

厚度。旋涂仪的转速设置为 500 rpm。本实验采用的聚苯乙烯连续膜，通过

静滴法测得的水的接触角为 95 ± 3°，证明所制备的聚苯乙烯样品表面为疏

水表面。 
本文关于纳米气泡的测量均在去离子（Deinoized，DI）水中完成。在

将样品置于去离子水中之前，首先应用敲击模式 AFM 在空气中对样品表面

进行成像以观察其表面形貌。然后，将样品置于去离子水中。在纳米气泡成

像过程中，AFM 微悬臂梁在其谐振频率上受激振动的振动幅值约为 7 nm。

实验采用 6.65 nm 振幅（即 95%自由振动幅值）在 5 μm×5 μm 的扫描范围

内对纳米气泡进行成像。为实现纳米气泡聚合，在扫描区域中心选择 2 
μm×2 μm 的扫描范围执行 6.3 nm 振幅（即 90%自由振动幅值）的较大载荷

的扫描。然后再返回到 5 μm×5 μm 的扫描范围检查纳米气泡的状态。在纳

米气泡成像中，95%自由振动幅值能够保证纳米气泡不受到破坏，对于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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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气泡初始状态尤其重要。 
在应用 AFM 敲击模式研究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时，本文采用

AFM 的力调制曲线，并结合 AFM 的批量力曲线模式（force volume mode）
在目标区域内得到一系列力调制曲线。在批量力曲线模式中，样品在压电陶

瓷管的驱动下分别沿 x 和 y 方向以设定的步进量做水平运动，同时，振动的

微悬臂探针相对样品表面做竖直方向的进给和收缩往复运动。在整个过程

中，微悬臂的振动振幅和频率保持不变。本文选取压电陶瓷管的竖直方向进

给频率为 1Hz，竖直作用范围为 200 nm。在包含纳米气泡的 900 nm×900 
nm 的扫描区域里，采用 30 nm 的 x 和 y 向步进量。在每个扫描点记录幅值

随压电陶瓷竖直扫描位置变化的数据。 

2.3 聚苯乙烯表面纳米气泡特征 

在将聚苯乙烯样品置于去离子水中之前，首先应用敲击模式 AFM 在空

气中对样品进行成像，得到如图 2-2 a)所示的样品表面形貌。图 2-2 a)上方

曲线为下方 AFM 图像中箭头所指处的样品表面轮廓。可以看出实验所采用

的聚苯乙烯表面光滑平整。采用 AFM 软件对此 AFM 图像进行粗糙度测

量，得到的均方根粗糙度 Rq 以及峰谷值粗糙度 Rmax 均较低，分别为 0.21 
nm 和 2.3 nm。此后，将聚苯乙烯样品浸入去离子水中，随即采用 AFM 的

轻敲模式对样品表面进行测量，得到如图 2-2 b)所示的 AFM 图像。从图中

可以看出，整个样品表面被球冠状突起物覆盖。通过观察箭头所指处对应的

AFM 图像表面轮廓曲线，这些物体的宽度和高度大致为 150 nm 和 10 nm，

称这些突起物为纳米气泡。由于这些突起物的存在，图像的 Rq 粗糙度和峰

谷值粗糙度 Rmax 分别提高到 8.2 nm 和 68.7 nm，远远高于在空气中扫描测

得的数据。 

2.3.1 纳米气泡接触角 

图 2-3 为纳米气泡在聚苯乙烯表面示意图，图中 H 为纳米气泡高度，w
为纳米气泡宽度，R 为纳米气泡曲率半径，γSV，γSL 和 γLV 分别为固气、固液

以及液气接触界面表面张力，θ 为沿纳米气泡外围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的液体

接触角。 
在图 2-3 中，纳米气泡曲率半径 R 和接触角分别可以表示为纳米气泡高

度 H 和宽度 w 的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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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HwR
2

2/ 22 +=       (2-1) 

w
H2tan2 1−−= πθ       (2-2) 

 
  a) 空气中             b) 去离子水中 

   a) In air        b) In deionized water 

图 2-2 聚苯乙烯膜在空气中和水中敲击模式 AFM 图像比较 

Fig. 2-2 Comparison of tapping mode AFM images of polystyrene surface in air and 

deionized water 

 

图 2-3 固液接触面纳米气泡示意图 

Fig. 2-3 Schematic of nanobubble at solid-liquid interface 

在图 2-2 中取 200 个纳米气泡，测量每个纳米气泡所对应的 H 以及 w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 

- 24 - 

数值，得到如图 2-4 所示 H 随 w 变化数据。可以看出，纳米气泡高度值随

其宽度值的增加而增加。 

 

图 2-4 纳米气泡高度与宽度对应数据 

Fig. 2-4 Nanobubble height as a function of nanobubble width 

将高度值以及宽度值代入式(2-2)，得到纳米气泡接触角随宽度值变化的

关系，如图 2-5 所示。可以看出，接触角 θ随 w 的增加而减小。接触角的大

小集中在 160-170°之间。宏观尺度下，聚苯乙烯表面液滴接触角介于 90-
100°之间[114,115]。可以看出，在纳米尺度下，在纳米气泡外围水的接触角远

大于其宏观尺度数值。 
宏观和微观尺度接触角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沿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的线张

力引起的。根据杨氏方程，宏观尺度液滴在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可以表示为
[116] 

LV

SVSL
Y γ

γγθ −= cos       (2-3) 

式中 θY —— 宏观尺度下 Young 接触角。然而，以上方程并没有考虑沿三

相接触线切线方向线张力影响。随着长度尺度的降低，线张力对于微纳米尺

度固液气三相接触影响变得更加明显[117,118]。因此，当研究纳米气泡时，需

要考虑线张力的影响，此时，杨式方程将改写为 

LV
Y γ

τκθθ −=  cos co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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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 —— 线张力； 
  κ —— 固液气三相接触线曲率半径的倒数，图 2-3 中 κ = -2/w。 

 

图 2-5 纳米气泡接触角与宽度对应数据 

Fig. 2-5 Nanobubble contact angle as a function of nanobubble width 

由于线张力非常小，受制于实验装置的精度，实验测量得到的数值从

10-12 到 10-5 N 不等，理论推导的数值为 10-11 N[119]。本文将根据测量得到的

纳米气泡的接触角计算线张力。 
由于 γLV 和 θY 为常数，从式(2-4)中可以看出，由于线张力的存在，纳米

气泡实际接触角将随圆形固液气三相接触线半径 w 的变化而变化，cosθ为 κ
的线性函数。根据式(2-4)可以求出图 2-5 中各纳米气泡所对应的 cosθ 值随-
2/w 变化的数值，如图 2-6 所示。 

对图(2-6)中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到斜率值为 2.4×10-9 m，即式(2-4)中
τ/γLV = 2.4×10-9 m。取水的表面张力 γLV =72×10-3 N/m，即可得到固液气三相

接触线上线张力数值为 1.7×10-10 N，这个数值与 Pompe 和 Herminghaus 在

硅表面得到的水的线张力值接近[119]。他们应用 AFM 测量纳米尺度液滴接

触角与其三相接触线曲率半径之间关系，得到大小为 0.7×10-10 N 的线张力

值，与本实验的测量结果接近。经过以上计算和分析，可以看出，纳米气泡

外围所对应接触角大于宏观尺度下接触角是由于沿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线张力

引起的。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 

- 26 - 

 

图 2-6 cosθ随-2/w 变化及其线性拟合曲线 

Fig. 2-6 cosθ as a function of -2/w and corresponding linear fitting curve 

2.3.2 纳米气泡内部压强 

Laplace-Young 方程描述了液滴或气泡液面曲率与液滴或气泡内外压强

差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达为[120-122]， 

Δp=2γLV/R        (2-5) 

式中 Δp —— 纳米气泡内外的压强差。 
由于纳米气泡尺寸小，其曲率半径通常为几百 nm，根据 Laplace-Young

方程，纳米气泡内部压强较高。图 2-7 中给出了一个纳米气泡截面轮廓及其

圆弧拟合曲线。经拟合，其曲率半径为 151 nm。将其代入方程(2-5)，得到

纳米气泡内部压强约为 10.5 倍大气压强。 
 从热力学角度出发，在这个压强驱动下，纳米气泡内部气体将倾向于溶

解到水中，从而使纳米气泡消失（时间远小于 1 s）[64]。然而，这又与纳米

气泡稳定地存在于样品表面的实验事实相矛盾。通过实验发现，纳米气泡可

以稳定地存在于样品表面达数个小时而不消失。 近，Brenner 和 Lohse 提

出了一个动态平衡机理解释固液界面纳米气泡的稳定性[123]。他们的模型显

示，在内部较高压强驱动下，纳米气泡将向液体中转移，而同时，气体将沿

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由液体中向空气中移动，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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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纳米气泡界面轮廓及其拟合曲线 

Fig. 2-7 Section profile of a nanobubble and correspoding fitting curve 

2.4 影响纳米气泡成像扫描参数 

在纳米气泡成像过程中，如果保持 95%自由振动幅值的扫描，纳米气

泡在聚苯乙烯表面将非常稳定。然而，当改变扫描速度和扫描载荷等扫描参

数时，实验发现，纳米气泡成像将受到影响，发生纳米气泡聚合现象。 

2.4.1 扫描速度影响 

图 2-8 a)显示了在 5 μm×5 μm 的扫描区域内采用 95%的自由振动幅值载

荷和 2 Hz 扫描频率得到的 AFM 图像。随后，在中心 2 μm×2 μm 的扫描区

域内同样以 95%的自由振动幅值和 2 Hz 的扫描频率进行扫描。为检验扫描

后纳米气泡状态，再以 95%的振动幅值在 5 μm×5 μm 的扫描区域进行扫

描，得到图 2-8 b)所示 AFM 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中心扫描区域产生

了大尺寸纳米气泡，同时纳米气泡的分布密度降低。纳米气泡的宽度和高度

也分别由图 2-8 a)的 150 nm 和 10 nm 增加到 400 nm 和 50 nm。由此可以判

断，一些纳米气泡一定发生了聚合从而产生了大尺寸的纳米气泡。 
回顾这个过程中扫描参数的变化，在得到图 2-8 b)中心 2 μm×2 μm 的扫

描区域内的大尺寸纳米气泡所采用的扫描参数与 2-8 a)的小尺寸纳米气泡的

扫描参数的区别仅仅在于扫描速度的变化。由于设置的扫描频率相同，而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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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纳米气泡原始图像           b) 中心区域低速扫描后图像 

            a) Original nanobubble images   b) Nanobubble images after low speed scan 

 

 c) 纳米气泡移动   d) 高载扫描结果    e) 中心区域聚合结果 

   c) Movement of nanobubbles     d) High load scan       e) Central area coalescence 

图 2-8 纳米气泡移动及聚合过程 

Fig. 2-8 Sequence images of nanobubble movement and coalescence 

描速度为 2 倍的扫描频率和扫描长度的乘积。因此，当扫描频率相同时，5 
μm×5 μm 扫描范围内的扫描速度为 2 μm×2 μm 扫描区域扫描速度的 2.5
倍。假设在扫描过程中，相同扫描载荷下单位时间内由 AFM 微悬臂梁传递

到样品表面的能量相同，低的扫描速度将会使微悬臂梁向样品表面传递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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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使得纳米气泡受到的外部干扰增多，发生纳米气泡聚合。从本实验

可以看出，扫描速度的选择影响纳米气泡成像，低的扫描速度将引起纳米气

泡聚合。 

2.4.2 扫描载荷影响 

除了低的扫描速度，实验过程中还发现较高扫描载荷同样引起纳米气泡

聚合。在图 2-8 b)基础上，采用 90%的振动幅值对整个 5 μm×5 μm 扫描区

域进行扫描，得到如图 2-8 c)所示 AFM 图像。从图中看不到球冠状纳米气

泡，只能看到一些白色不规则形状物体。综合分析，可以判定这些具有不规

则形状的物体为移动过程中纳米气泡的图像。图 2-8 c)的扫描方向为从上到

下，高载荷扫描时，在探针推动下，纳米气泡被从上而下移动，在移动过程

中，探针同时对纳米气泡进行部分成像，因此得到了不规则形状的纳米气泡

图像。纳米气泡的移动同时也可以通过对特定纳米气泡进行跟踪得到证实。

在图 2-8 b)中箭头标出的纳米气泡即为 2-8 c)中箭头标出的纳米气泡的移动

过程中的 AFM 图像。 
在完成图 2-8 c)所对应的扫描后，在整个 5 μm×5 μm 扫描区域采用扫描

频率为 2Hz，载荷为 95%振动幅值的扫描，得到图 2-8 d)所对应的 AFM 图

像。比较图 2-8 b)和 2-8 d)，可以轻易看出在整个 5 μm×5 μm 扫描范围内，

纳米气泡发生聚合。纳米气泡的尺寸得到大幅提高，其宽度和高度分别达到

550 nm 和 77 nm，同时分布密度进一步降低。结合这个过程中扫描参数的

变化，可以看出，扫描载荷的增加将引起纳米气泡的聚合，这与其他实验结

果相一致[16,54]。同时，纳米气泡的聚合伴随着纳米气泡的移动产生。 

2.4.3 纳米气泡聚合过程 

在得到图 2-8 d)所示 AFM 图像后，纳米气泡的分布密度降低，可以采

用理论计算与实验观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纳米气泡聚合。图 2-8 d)中心区域

标记有 6 个纳米气泡。首先对这六个纳米气泡所处的中心 2 μm×2 μm 的区

域进行两次 90%振动幅值的较高载荷扫描。然后再采用 95%振动幅值的扫

描载荷对整个 5 μm×5 μm 的区域进行扫描，得到如图 2-8 e)所示的图象。在

扫描后的 2 μm×2 μm 中心区域产生两个较大尺寸纳米气泡，其宽度和高度

分别由图 2-8 d)的 550 nm 和 77 nm 提高到 690 nm 和 100 nm。 
通过比较图 2-8 d)和 2-8 e)，可以发现除了图 2-8 d)中标记的 6 个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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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之外，其他纳米气泡不论是尺寸还是所处位置都没有发生变化。根据它

们所在位置以及扫描过程中扫描区域的选择，可以推断出纳米气泡 b1, b2, 
和 b3 移动并且聚合产生纳米气泡 b7。同时，b4, b5, 和 b6 聚合产生纳米气

泡 b8。 
在纳米气泡聚合过程中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规律，即小的纳米气泡

（b1，b3，b5 及 b6)首先发生移动，与较大纳米气泡 b2 和 b4 发生聚合，

产生更大的纳米气泡 b7 和 b8。这是由于大的纳米气泡和样品表面之间有更

长的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使得它们与表面的接触强度要高于小的纳米气泡，

从而在外来干扰下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 
为验证以上纳米气泡聚合过程推测，本文比较了聚合前后包裹在纳米气

泡中的气体分子的数量。根据 Laplace-Young 方程，纳米气泡尺寸的变化将

引起纳米气泡内外压强差变化。由于外部压强恒定，因此纳米气泡尺寸的变

化将直接引起纳米气泡内部压强的变化。纳米气泡 b6 紧邻其他纳米气泡，

无法得到其准确的尺寸参数，这里仅对纳米气泡 b1, b2, b3 以及由它们聚合

后产生的纳米气泡 b7 进行计算。 
图 2-9 中虚线和实线分别给出了沿纳米气泡 b1，b2，b3 和 b7 高点的

截面轮廓图及其圆弧拟合曲线。由拟合得到的圆弧曲线，可以得到纳米气泡

高度 H，曲率半径 R。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由式(2-5)确定纳米气泡内外压强

差 Δp 以及体积 V，而外部大气压强已知，因此，可以求出内部压强 p。根

据理想气体定律，参数 pi×Vi 可以用来衡量包裹在纳米气泡中的气体分子的

数量，式中下标 i 代表纳米气泡序号。对于以上四个纳米气泡，其高度 Hi，

半径 Ri，内部压强 pi，体积 Vi，以及参数 pi×Vi 在表 2-1 列出。 

 

图 2-9 纳米气泡 b1，b2，b3 以及 b7 的截面轮廓图 

Fig. 2-9 Cross section profiles of nanobubble b1, b2, b3, and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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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聚合前后包裹在纳米气泡中的气体分子数保持恒定，则聚合后纳米

气泡 b7 所对应的 pb7×Vb7 应该与聚合前三个纳米气泡 pi×Vi 之和相等，即

pb1×Vb1 + pb2×Vb2 + pb3×Vb3= pb7×Vb7。通过计算，纳米气泡 b7 所对应的

pb7×Vb7 为 5.9×10-6 nNm，而聚合前三个纳米气泡 pi×Vi 的总和为 pb1×Vb1 + 
pb2×Vb2 + pb3×Vb3=6.9×10-6 nNm。聚合得到的 pi×Vi 要比聚合前小 1.0×10-6 
nNm。 

这可能是在移动过程中，纳米气泡中的气体发生部分泄露，溶解到水中

造成的。而由于前后 pi×Vi 的差值 1.0×10-6 nNm 小于聚合之前 b1，b2，b3
中任何一个纳米气泡所对应的数值，可以确定在整个过程中纳米气泡没有发

生破裂。因此，在应用 AFM 进行高载荷成像过程中，纳米气泡倾向于被移

动同时与其他纳米气泡聚合，产生新的纳米气泡。 
表 2-1 纳米气泡 b1，b2，b3 和 b7 所对应的 Hi、Ri、pi，Vi，以及 pi×Vi 

Tab. 2-1 Values of Hi, Ri, pi, Vi, and pi×Vi for nanobubbles b1, b2, b3 and b7 

纳米气泡 高度 Hi 
(nm) 

半径 Ri 
(nm) 

内部压强 pi 
(atm) 

体积 Vi 
(×106nm3) 

pi×Vi 
(×10-6 nNm) 

b1 51.8 325.6 5.4 2.6 1.4 
b2 78.2 490.9 3.9 8.9 3.5 
b3 61.1 364.7 4.0 4.0 2.0 
b7 99.7 550.3 3.6 16.2 5.9 

综合以上纳米气泡成像、移动及聚合的实验观察及理论计算，可以揭示

如下纳米气泡聚合过程。在采用 AFM 进行纳米气泡成像过程中，较低的扫

描速度和较高的扫描载荷首先引起小尺寸的纳米气泡产生移动。而由于和样

品表面之间的相互接触强度较大，大尺寸纳米气泡对外界干扰有较强的抵御

能力，不易发生移动。小尺寸纳米气泡在外界干扰下移动，与大尺寸纳米气

泡发生聚合，产生新的纳米气泡。 
从以上一系列实验可以看出，纳米气泡对成像过程扫描速度和扫描载荷

的选择非常敏感。为使纳米气泡在成像过程中不被破坏，得到原始纳米气泡

图像，应该选择较低的扫描载荷，较高的扫描速度。如果有必要，应该同时

增大扫描区域。错误的选择扫描参数将导致纳米气泡发生聚合，甚至无法得

到纳米气泡的图像。从这方面考虑，本文所使用的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直接

对微悬臂进行激励而不是对整个微悬臂夹持器进行激励，因此，减少了对纳

米气泡的干扰，对于提高纳米气泡的成像质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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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力调制模式下探针与纳米气泡的相互作用研究 

在采用 AFM 的敲击模式在疏水表面研究纳米气泡时，需要判断纳米气

泡是否存在，区分纳米气泡和固体颗粒。本文将提出采用 AFM 的力调制模

式(force modulation mode)曲线来实现这一操作。 
图 2-10 给出了在聚苯乙烯样品表面得到的微悬臂振动幅值随探针与样

品表面之间分离距离变化的实验曲线，即力调制模式曲线。当探针在去离子

水中对聚苯乙烯样品表面进行探测时，可以得到两种力调制曲线。第一种力

调制曲线为典型的 AFM 力调制曲线，在探针从远离样品表面的位置向样品

表面逼近的过程中，振动幅值不随分离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当探针接触到样

品表面时，由于探针与样品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微悬臂梁振动幅值将随分

离距离的减小而迅速减小，直至减小为零。在收缩运动中，微悬臂振幅也会

随分离距离的增大而迅速增大，直至增大到微悬臂的自由振动幅值后保持恒

定。因此，可以判定这种曲线所对应的扫描位置为样品表面。 

 

图 2-10 AFM 力调制曲线 

Fig. 2-10 AFM force modulation curves 

实验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另外一种曲线。与典型的力调制曲线不同，在向

表面逼近过程中，微悬臂振幅在某个分离位置会突然降低，这点所对应的分

离位置称为吸入点(snap-in point)。随后，微悬臂振幅将随分离距离的减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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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降低，直至减小为零。在收缩运动中，微悬臂振幅信号与进给运动中的

信号重合，随着分离距离的增加而缓慢增加。但是在进给运动所对应的吸入

点，微悬臂振幅信号并没有迅速恢复至其自由振动幅值，而是继续随着分离

距离的增加而缓慢增加至其振幅初始值。 
分析可以得出，这种类型的力调制的曲线是在纳米气泡上扫描得到的。

当探针处于纳米气泡上方时，在探针向样品表面逼近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纳

米气泡。吸入点的存在是由于探针针尖与纳米气泡相互接触的瞬间形成的固

液气三相接触造成的。一旦探针针尖与纳米气泡相互接触，它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将使微悬臂的振幅将随分离距离的减小而缓慢降低，直至与样品表面接

触完全降到零。因此，图 2-10 中的距离 Dheight 可以看作是纳米气泡在探针

扫描点所对应的高度值。 
在收缩运动中，压电陶瓷管驱动样品表面远离探针针尖。在吸入点对应

的位置，因为探针与纳米气泡之间的粘滞力作用，探针没有与纳米气泡分

开。而粘滞力是由于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的存在而引起的。随着分离距离的进

一步增加，当微悬臂偏转造成的弹性力大于探针-纳米气泡之间的粘滞力

时，探针与纳米气泡分离并恢复其自由振动幅值。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距

离 Dad 可以用来衡量探针针尖与纳米气泡之间粘滞力大小。 
由于 Dheight 可以用来表征在测量位置纳米气泡的高度，因此，当探针沿

某纳米气泡做力调制曲线测量时，Dheight 将随纳米气泡表面轮廓呈规律性变

化。为验证以上分析，本节结合 AFM 的力调制模式和 AFM 的批量力曲线

功能在包含纳米气泡的 900 nm × 900 nm 的范围内进行测量，实验发现

Dheight 与 Dad 均随扫描位置发生规律性性变化。在一条扫描线上取连续的 16
条力调制曲线，求出每一条力调制曲线所对应的 Dheight 和 Dad 数值，分别得

到如图 2-11 a)和 b)所示数据。 
从图 2-11 a)中可以看出，Dheight 随着扫描位置先增加后减小，并且

Dheight 的数值分布可以用圆弧曲线进行拟合。同样，分别求出 16 条力调制

模式曲线所对应的 Dad 值，对其进行圆弧拟合，得到如图 2-11 b)所示图象。 
图 2-12 中给出了从图 2-11 a)中 16 个测量点中选取的 6 条力调制模式曲

线。对于曲线 1，可以推测测量点在纳米气泡边缘。这是因为进给运动中，

微悬臂振幅信号随距离变化的曲线与图 2-10 中在样品表面上的反应一致，

然而，在收缩运动中，振幅变化却与在纳米气泡上的反应一致。在进给运动

中，由于处于纳米气泡的边缘，因此没有接触到纳米起泡。而在收缩运动

中，探针接触到纳米气泡，因此，微悬臂振幅信号体现出在纳米气泡上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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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曲线 2 至曲线 5，探针沿纳米气泡的表面轮廓做进给和收缩运动，

Dheight 与 Dad 体现出规律性的变化。在曲线 6 处，探针刚刚扫过纳米气泡，

不论进给还是收缩运动，微悬臂的振幅信号与图 2-10 中在样品表面上的反

应相同。在这 6 条曲线中，同时还可以看出，无论探针是否在纳米气泡上测

量， 后振幅降为零时所对应的分离距离均相同，说明探针在同一位置与样

品表面接触。因此，在测量过程中，可以根据以上这一系列现象区分样品表

面的突起是纳米气泡还是固体颗粒。 

 
a) Dheight 随扫描位置变化图 

a) Variation of Dheight with scan position 

 
b) Dad 随扫描位置变化图 

b) Variation of Dad with scan position 

图 2-11 Dheight 与 Dad 沿扫描线随水平位置变化关系及拟合曲线 

Fig. 2-11 Variation of Dheight and Dad as functions of horizontal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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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在不同点的力调制曲线的测量，不难看出两个不同趋势，一

个是 Dheight 沿扫描线首先增加然后降低，与纳米气泡的轮廓相一致；另外一

个是 Dad 随 Dheight 反向增加，也就是说，当 Dheight 增加时，Dad 反而减小。

反之，当 Dad 减小时，Dheight 增加。Dad 的 小值出现在纳米气泡的顶端，

大值出现在纳米气泡边缘。 
Dad 的变化规律是由于微悬臂探针与纳米气泡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固液

气三相接触线长度沿纳米气泡轮廓线的变化而引起的。当探针与纳米气泡相

互作用发生在纳米气泡边缘时，探针针尖与纳米气泡发生侧向接触，接触线

长度 长。而在纳米气泡 高处，总的接触线长度要小于在其他位置的值。

因此，探针与纳米气泡之间的粘滞力在纳米气泡的边缘地带要大于在纳米气

泡的顶部。Dad 与 Dheight 之间的反向变化关系可以通过图 2-13 所示的模型来

解释。 

 

图 2-12 力调制曲线随扫描位置变化图 

Fig. 2-12 Variation of force modulation curves with scan position 

图 2-13 给出了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示意图。为简化推导，微悬臂探

针针尖由圆柱形针尖代替，针尖半径为 r，纳米气泡曲率半径为 R。 
当探针处于纳米气泡顶部时，圆柱形针尖的直径可以直接看作探针与纳

米气泡接触线（圆形）的直径。当圆柱形针尖在相对纳米气泡顶部水平距离

为 x 的位置与纳米气泡发生接触时，接触线的半径可以表达为 r/cosαx，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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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αx 为位置 x 处所对应的中心角。因此，在水平位置 x 处接触线的直径可

以表达为 22 )/(1/sin1/ Rxrrr xx −=−≈ α 。探针与纳米气泡之间粘滞力

Fad 是由于探针与纳米气泡相互作用时沿固液接触线表面张力引起的。因

此，粘滞力 Fad 正比于接触线的周长 Sx。由于周长与半径的线性关系，可以

得到 xad rF ∝ 。而长度值 Dad 正比于粘滞力 Fad。因此，可以得到关系式

xad rD ∝ 。从 rx 表达式可以看出，rx 随着水平距离 x 的增加而增加，并且满

足圆弧关系，因此，很好地解释了实验测量得到的 Dad 随表面位置的分布关

系。 

 

图 2-13 简化的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示意图 

Fig. 2-13 Schematic of a simplied tip-nanobubble interaction 

结合纳米气泡聚合和力调制模式下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的实验结

果，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鉴别实验测量得到的球冠状物体是否为纳米气泡。在

相同区域扫描得到的 AFM 图像中球冠状突起物的尺寸随扫描载荷的增加或

扫描速度的降低而增加，同时球冠状突起的分布密度降低，并结合力调制模

式曲线队突起物进行探测，如果存在如图 2-10 所示的力调制曲线，则证明

突起物为纳米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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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章小结 

本章应用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在去离子水中实现了聚苯乙烯样品表面纳

米气泡成像并对纳米气泡特征进行表征，揭示了沿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的线张

力对纳米气泡接触角的影响机理并计算得到线张力数值。通过改变 AFM 扫

描参数，发现除增加扫描载荷外，降低探针的扫描速度同样会造成纳米气泡

聚合。通过实验观察和对具体的纳米气泡进行跟踪，揭示了纳米气泡聚合的

过程。提出采用 AFM 的力调制模式曲线分析的方法区分样品表面固体颗粒

和纳米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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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纳米气泡产生纳米凹痕的机理研究 

3.1 引言 

上一章研究显示，当把聚苯乙烯薄膜置于去离子水中后，会在样品表面

产生纳米气泡。当前对纳米气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纳米气泡自身特性以及液

体环境对纳米气泡的影响，而缺少纳米气泡对样品表面作用的研究。本章将

研究在去离子水中纳米气泡的存在对聚苯乙烯薄膜的作用，揭示一种基于纳

米气泡的纳米凹痕形成机理。探讨薄膜厚度以及纳米气泡尺寸对表面形貌变

化的影响。 

3.2 纳米气泡存在对聚苯乙烯表面影响 

固液界面纳米气泡的存在会对样品表面产生影响。图 3-1 给出了聚苯乙

烯表面上纳米气泡对聚苯乙烯薄膜作用的示意图。图中，p 和 R 分别为纳米

气泡内部压强和纳米气泡曲率半径，Fst 为沿纳米气泡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

的表面张力，h 为聚苯乙烯膜的厚度，θ 为沿三相接触线水的接触角。沿纳

米气泡与样品基底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的表面张力会对聚苯乙烯薄膜产生作

用。同时，由上一章研究可以看出，纳米气泡曲率半径非常小，通常为几百

纳米。根据 Laplace-Young 方程，其内部压强将高达十几个大气压。因此，

纳米气泡较高的内部压强与表面张力的相互作用将促使聚苯乙烯薄膜发生形

变，进而产生纳米结构。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探讨纳米气泡的存在对聚苯乙烯

薄膜的影响以及应用纳米气泡在聚苯乙烯表面产生纳米结构的可行性。 

 

图 3-1 纳米气泡与样品基底相互作用示意图 

Fig. 3-1 Schematic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nobubble and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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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表面张力影响分析 

如图 3-1 所示，沿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任意一点的表面力 Fst 可以分解

为两个方向分量：竖直方向分量 Fp 以及水平方向分量 Fh。Fp 和 Fh 都会增

加邻近纳米气泡的聚苯乙烯膜的非稳定性。竖直方向分量 Fp 倾向于向上拉

动聚苯乙烯薄膜，而水平方向分量 Fh 倾向于撕裂聚苯乙烯膜，因此，需要

分别考虑竖直方向力分量 Fp 和水平力分量 Fh 对薄膜的影响。 
作用在三相接触线上的总的表面张力可以表示为 

DFst γπ=       (3-1) 
式中 D —— 圆形三相接触线直径； 
  γ —— 水的表面张力，72 mN/m。 

对总的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进行力分解，得到作用在圆形三相接触线上的表

面张力分量，为 

)90cos()90cos( −=−= θγπθ DFF stp     (3-2) 

同理，作用在三相接触线上的表面张力沿水平方向分量可以表示为 
)180cos()180cos( θγπθ −=−= DFF sth     (3-3) 

采用方程(3-3)，得到三相接触线上沿水平方向各点的拉应力 σ为 
hhDFh /)180cos()/( θγπσ −=⋅=      (3-4) 

从式 (3-4)可以看出，聚苯乙烯膜越厚，拉应力值越小，聚苯乙烯膜越稳

定。聚苯乙烯宏观抗拉强度为 30-60 MPa[124]，采用上一章测量得到的纳米

气泡在聚苯乙烯表面的接触角数值 170°，得到当聚苯乙烯薄膜的厚度值小

于 2.4 nm 时，沿水平方向的表面张力将引起聚苯乙烯薄膜发生破裂。 

3.2.2 内部压强及膜厚影响分析 

根据式(2-5)所示的 Laplace-Young 方程，取纳米气泡的曲率半径为 100 
nm，则纳米气泡内部压强将达到 14.4 倍的大气压强（即 1.46MPa）。由图 3-
1 可以看出，纳米气泡的内部压强将均匀地作用在纳米气泡所覆盖的聚苯乙

烯表面，向纳米气泡外部方向挤压聚苯乙烯分子链，从而使纳米气泡产生变

形。 
探讨聚苯乙烯薄膜时，除了考虑内部压强的影响，还需要考虑膜厚对聚

苯乙烯薄膜机械性能的影响。这是因为聚合物薄膜的厚度值会影响其材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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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根据聚合物的聚合模型，对于宏观聚合物，其聚合物分子相互交织，分

子链纠缠密度较高，从而使聚合物分子的运动受到限制[125]。而在接近聚合

物样品表面以及样品与其他固体的接触面位置，分子链纠缠密度降低，使聚

合物分子的移动性增强，从而导致聚合物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强度减弱。聚合

物分子链堆砌理论[126]，动态分子仿真[127]，以及近来的实验[125]都揭示了在

超薄聚合物表面，分子的纠缠密度极大降低，使分子链之间相互作用减弱，

从而降低了聚合物的强度。 
作为一种聚合物，聚苯乙烯薄膜的厚度也同样会影响其强度。在聚苯乙

烯上表面及其与硅的接触面上，聚苯乙烯分子链的纠缠密度降低，使得聚苯

乙烯薄膜的强度降低。因此，在经受纳米气泡较高的内部压强和沿三相接触

线表面张力时，聚苯乙烯分子将有倾向性地向纳米气泡外部移动。 
综上所述，纳米气泡的存在引入了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固液气三相

接触线上表面张力，另一个是较高的内部压强。当聚苯乙烯薄膜厚度较小

时，聚苯乙烯自身机械强度降低，受表面张力和内部压强的影响，纳米气泡

周围聚苯乙烯薄膜的不稳定性增加，聚苯乙烯薄膜将有可能发生变形，产生

纳米尺寸的表面结构。为验证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厚度约为 3 nm 的聚苯乙

烯薄膜来研究纳米气泡与薄膜相互作用，实验验证表面张力和内部压强对聚

苯乙烯薄膜的影响。 

3.3 疏水表面纳米凹痕形成 

    本文应用第二章所述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研究聚苯乙烯薄膜表面纳米气

泡对基底的作用，采用 RFESP（Veeco，USA）矩形硅微悬臂梁探针进行成

像。为得到聚苯乙烯薄膜，将聚苯乙烯颗粒溶于甲苯溶液中，制成浓度为

0.046%(质量比)的溶液。在应用硅表面之前，对其进行清洗。首先采用丙酮

超声波清洗，然后用去离子水超声波清洗，再将硅片置于烤箱中，去除水

分， 后采用旋涂法将配置的聚苯乙烯溶液涂敷于去除水分后的硅(100)表
面而得到聚苯乙烯薄膜。实验采用偏振光椭圆测量仪(Model L116C, Gaertner 
Scientific Corporation)测量得到的聚苯乙烯膜厚度为 2.8 ± 0.3 nm。在用旋涂

法制备完样品后，将聚苯乙烯样品置入烤箱中，在 45±3°C 温度下放置 4 个

小时以去除可能残留在样品上的甲苯。将样品从烤箱中取出后，首先应用敲

击模式 AFM 在空气中进行扫描，随后将其置于去离子水中进行实验，观察

纳米气泡以及样品表面形貌的变化与在去离子水中浸入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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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浸入去离子水中之前和之后，分别应用 AFM 的敲击模式对样品表面

进行扫描，得到如图 3-2 所示的 AFM 图像。图中各子图上方曲线为从各

AFM 图像箭头所指处得到的样品表面和纳米气泡截面轮廓图。经测量，在

空气中得到的 AFM 图像的 Rq 粗糙度为 0.22 nm，可以看出，聚苯乙烯表面

平整光滑。这一点也可以从图 3-2 a)顶部的截面轮廓图中看出。 
将样品浸入去离子水中大约 10 分钟后，对聚苯乙烯样品进行扫描，发

现纳米气泡分布于整个样品表面，如图 3-2 b)所示。经测量，Rq 粗糙度值由

空气中的 0.22 nm 提高到 1.3 nm。纳米气泡的尺寸并不均匀一致，大致可以

分为两组。大的纳米气泡的宽度和高度分别约为 100 nm 和 6 nm，而小的纳

米气泡的宽度和高度分别约为 50 nm 和 1.5 nm。通过测量，大的纳米气泡

和小的纳米气泡的分布密度分别为 0.68 ×108 /mm2 和 2.0 ×108 /mm2。实验观

察到的纳米尺寸的差异性是由聚苯乙烯表面的不均匀性引起的，尤其是表面

粗糙度。在粗糙表面上，纳米气泡分布密度要低于在相对光滑表面上的密度

值，而纳米气泡的尺寸大于光滑表面上的对应值[54]。 

 

a)空气中               b)去离子水中 

a)In air             b)In deionized water 

图 3-2 敲击模式 AFM 下空气中和去离子水中得到的样品表面图像比较 

Fig. 3-2 Comparison of images of PS coated silicon wafer using tapping mode AFM in air 

and deionized water 

图 3-3 给出了在聚苯乙烯浸入去离子水中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样品

表面和纳米气泡随时间的演变过程。图中各子图上方曲线为从各 AFM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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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箭头所指处得到的样品表面和纳米气泡截面轮廓图。从截面轮廓图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纳米气泡以及聚苯乙烯表面形貌随时间发生了连续变化。 
从浸入时间为 10 min 时得到的图像中可以观察到球冠状纳米气泡，如

图 3-3 a)所示。从纳米气泡截面轮廓曲线中可以看出，此时纳米气泡的表面

轮廓光滑。当浸入时间为 40 min 时，纳米气泡开始收缩。同时观察到环状

结构开始出现在较大尺寸纳米气泡外围区域，如图 3-3 b)所示。这些环状结

构的典型高度为 1.0 nm。在浸入时间为 150 分钟时，环状结构逐渐增高，

典型高度达到 2.0 nm，如图 3-3 c)所示。同时，大部分小尺寸纳米气泡开始

消失，在原来它们存在的位置留下一些纳米级孔状凹痕，这些孔状凹痕的直

径约为 20 nm。 

 
 a) 10 min          b) 40 min       c) 150 min          d) 220 min 

图 3-3 纳米气泡的 AFM 高度以及相位图 

Fig. 3-3 Nanobubble height and phase images 

为避免探针在同一区域反复扫描对样品表面造成破坏，同时排除样品表

面和纳米气泡的变化是由探针扫描引起的可能性，在浸入时间为 22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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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选择另外一个区域进行扫描，得到如图 3-3 d)所示的纳米气泡图像。在

这个扫描区域，所有的小尺寸纳米气泡消失，留下密集分布的纳米孔状凹痕

结构，而大的纳米气泡仍然存在于样品表面。在这些大尺寸纳米气泡周围，

同样存在着环状结构。 
为辅助观察纳米气泡以及表面形貌的演变，图 3-3 同时显示了在每个扫

描时刻测量得到的 AFM 敲击模式相位滞后图。AFM 敲击模式下的相位滞

后信号可以用于揭示被扫描表面材料的机械性质[99]。当样品表面较软时，

扫描过程中测量得到相位滞后要大于在硬表面扫描时得到的相位滞后。相比

较聚苯乙烯来说，由于纳米气泡更软，因此，相位滞后信号可以用来辅助区

分聚苯乙烯表面和纳米气泡。图 3-3 各高度图下方对应的相位滞后图像

中，黑色圆盘状的物体代表纳米气泡，其它区域为聚苯乙烯表面。从图中可

以清晰地看出，在浸入时间从 10 min 延长至 225 min 过程中，小尺寸的纳

米气泡分布密度逐渐降低， 终在 225 min 时完全消失。 

 
a) 10 min       b) 150 min 

图 3-4 纳米气泡三维 AFM 图像 

Fig. 3-4 3D images of a nanobubble 

为更清晰显示沿较大尺寸纳米气泡产生的环状结构，图 3-4 a)和 b)分别

给出了图 3-3 a)和 3-3 c)中白色圆环所圈纳米气泡的三维图。在浸入时间为

10 min 时，纳米气泡表面光滑，其相对基底的高度约为 4.5 nm。当浸入时

间为 150 min 时，纳米气泡发生轻微收缩，相对于基底高度降为 4 nm，并

且在其周围产生了环状结构。由于这个过程没有其他物质的加入，因此，可

以判定环状结构为聚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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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纳米凹痕形成机理 

3.4.1 纳米凹痕形成主要因素 

以上实验数据显示了纳米气泡和纳米凹痕之间极强的关联性，表明在聚

苯乙烯薄膜表面，纳米气泡是纳米凹痕以及环状突起产生的原因。如前所

述，表面张力以及纳米气泡内部的高压强都有可能可以引起聚苯乙烯薄膜发

生形变。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以确定哪种因素在纳米凹痕产生过程中起

主要作用。 

在图 3-3a 中，本文选择了一个中等尺寸的纳米气泡，如图中箭头所

指。这个纳米气泡的截面轮廓如图 3-5 中虚线所示，对所得到的截面轮廓曲

线进行圆弧拟合，得到拟合曲线如图 3-5 中实线所示。拟和得到的纳米气泡

的曲率半径为 83.5 nm，根据高度值和纳米气泡的曲率半径，得到在纳米气

泡边缘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水的接触角 θ为 162.5°。 

 

图 3-5 纳米气泡截面及其拟合曲线 

Fig. 3-5 Cross section profile of a nanobubble and corresponding fitting curve 

将曲率半径代入 Laplace-Young 方程式(2-5)，得到纳米气泡内部压强为

1.85 MPa，远高于大气压强。将测量得到的接触角 162.5°代入式(3-2)，得到

竖直方向力约为 5.4 nN。沿水平方向的拉应力约为 24.8 MPa，接近于宏观

尺度下聚苯乙烯材料的抗拉强度。单纯根据以上数值，依然无法判定在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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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究竟哪种因素起主导作用。但是，通过实验观察，基于以下几点事

实，不难推断出，在纳米凹痕形成过程中，纳米气泡内部压强起到了主要作

用。 
(1) 对比图 3-3 a)，b)和 c)，在图 c)中小尺寸纳米气泡消失的位置恰好

是纳米凹痕产生的位置，它们的位置具有极强的一致性，说明纳米凹痕是在

纳米气泡所覆盖的聚苯乙烯位置产生的。 
(2) 沿大尺寸纳米气泡形成的环状突起也是内部压强产生纳米凹痕的有

力证据。观察可以发现，相比较于环状突起形成之前，产生环状突起后的纳

米气泡外围聚苯乙烯薄膜并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物质守恒，环状突起的产生

必然是其他部分聚苯乙烯分子发生移动的结果，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纳米气泡

所覆盖的部位分子发生移动。内部压强也就是引起聚苯乙烯分子由纳米气泡

内部向外部运动的驱动力。 
(3) 经观察，在较大尺寸的纳米气泡外围区域，并没有出现纳米凹痕或

撕裂结构。如果在聚苯乙烯变形过程中，沿水平方向的表面张力起主要作

用，那么将会在纳米气泡外围区域产生纳米凹痕。而实验中并没有发现这种

现象，因此，对于本实验所采用的聚苯乙烯薄膜来说，水平方向表面张力不

是产生纳米凹痕的主要原因。 
(4) 纳米气泡的尺寸越小，其消失的速度也越快。这是因为小尺寸的纳

米气泡内部压强更高，因而，其对聚苯乙烯的影响也越大，导致聚苯乙烯薄

膜变形也越快。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纳米凹痕形成过程中，竖直方向的表面张力分量

将向上拉动聚苯乙烯分子，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聚苯乙烯环状结构的产生。综

上所述，本实验所采用的聚苯乙烯薄膜，其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分量与纳米

气泡较高的内部压强相结合，共同促进了纳米凹痕的形成。 

3.4.2 纳米气泡尺寸对纳米凹痕影响 

在图 3-3 中，当浸入时间达到 225 min 后，尺寸小于 30 nm 的纳米气泡

全部消失，留下直径约为 20 nm 的孔状纳米凹痕结构，而尺寸大于 50 nm
的纳米气泡始终停留在样品表面。可以看出，纳米气泡尺寸对于纳米凹痕形

成有重要影响。 
为进一步检验纳米气泡尺寸对纳米凹痕形成的影响，取一聚苯乙烯样

品，将其浸入去离子水中，采用敲击模式 AFM 进行成像，得到图 3-6 a)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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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纳米气泡图象。在此样品上，纳米气泡宽度约为 60 nm，略大于图 3-3 中

小尺寸纳米气泡尺寸。将样品保持在水中 225 min 后，将水从样品表面去

除，得到如图 3-6 b)所示样品表面在空气中的 AFM 图像。 
从图中可以看出，样品表面分布着弹坑状纳米凹痕结构，其直径约为

60 nm，与纳米气泡尺寸相当。同时，还可以发现纳米凹痕内部的聚苯乙烯

薄膜高度值小于凹痕外部的高度值，证明在凹痕产生过程中，纳米气泡底部

的聚苯乙烯产生移动。图 3-6 c)给出了图 3-6 b)中箭头所指纳米凹痕的三维

图，图中纳米凹痕内部暗色区域表示较低的高度值。可以看出，在空气中成

像得到的纳米凹痕结构与前面关于纳米气泡内部较高压强导致纳米凹痕的分

析一致。 

 
     a) 去离子水中纳米气泡图像        b) 空气中纳米凹痕图像 

a) Nanobubble images in deionized water          b) Nanoindent images in air 

 
c) 纳米凹痕三维图 

c) 3D image of a nanoindent 

图 3-6 纳米气泡及纳米凹痕 AFM 图像 

Fig. 3-6 3D images of a nano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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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3-3 d)中直径约为 20 nm 的孔状纳米凹痕结构和图 3-6 b)中直径

为 60 nm 的纳米凹痕结构，可以发现大的纳米气泡对于聚苯乙烯的影响与

小的纳米气泡不同。小的纳米气泡首先收缩，在浸入时间为 150 min 时逐渐

消失，在它们原来存在的位置留下孔状纳米凹痕结构。而大的纳米气泡在整

个实验过程中始终存在，在其周围产生聚苯乙烯环状结构。随着浸入去离子

水中时间的增加，环状结构不断增长， 终产生弹坑状纳米凹痕结构。同

时，所产生的纳米凹痕直径随纳米气泡尺寸的增加而增加。 

3.4.3 纳米凹痕形成过程模型 

基于以上实验观察结果及分析，图 3-7 显示了纳米凹痕形成过程的示意

图。图中考虑了纳米气泡的尺寸对于纳米凹痕形成的影响，将纳米凹痕的形

成分为三个阶段，其中，阶段 1 对应于聚苯乙烯表面刚刚浸入至去离子水

中，即图 3-3 a)所对应的纳米气泡和聚苯乙烯薄膜图像；阶段 2 对应于聚苯

乙烯表面浸入去离子水中一段时间后，聚苯乙烯表面开始发生变化，对应浸

入时间为 40-150 min，即图 3-3 b)和 c)；阶段 3 对应于浸入时间超过 220 
min，即图 3-3 d)所示图像。 

 

图 3-7 纳米凹痕形成及纳米气泡演化示意图 

Fig. 3-7 Schematic of the process for nanoindent formation and nanobubble evolution 

阶段 1，在将样品置入去离子水中后，由于表面不均匀，在样品表面产

生不同尺寸的纳米气泡。由于浸入水中时间较短，纳米气泡和聚苯乙烯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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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还没有发生变化。 
阶段 2，样品表面已经浸入水中长达数十分钟。在纳米气泡较高的内部

压强以及沿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的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分量的共同作用下，纳

米气泡覆盖区域的聚苯乙烯分子受到挤压，开始向纳米气泡外部运动，导致

聚苯乙烯环状结构开始出现并随时间缓慢增加。由于环状结构的限制，纳米

气泡同时开始收缩。 
阶段 3，聚苯乙烯表面浸入去离子水中时间超过 225 min，由于小尺寸

纳米气泡具备更高的内部压强，从而使其对聚苯乙烯表面的影响大于大尺寸

纳米气泡。另外，小尺寸纳米气泡对样品表面形貌的改变更加敏感，因此，

一旦表面样品表面形貌的改变程度超过它们所能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小的纳

米气泡开始消失，留下纳米凹痕结构。然而，大的纳米气泡内部压强较低，

如实验现象揭示的那样，大的纳米气泡始终坐落在聚苯乙烯环状结构上。 
综上所述，纳米气泡的存在导致了纳米凹痕的产生。纳米凹痕的产生以

及纳米气泡的演化都与纳米气泡的尺寸相关。小尺寸纳米气泡较高的内部压

强将加快聚苯乙烯表面形成纳米凹痕的速度，而大尺寸纳米气泡始终伴随着

聚苯乙烯环状结构的存在。由于本实验介绍的方法简单可行，因此，可以作

为一种制备纳米结构化表面的方法。同时，本实验揭示的现象对聚合物薄膜

在水溶液中的相关研究与应用有重要指导意义。 

3.5 本章小结 

本章研究了固液界面纳米气泡的存在对聚苯乙烯薄膜的作用。将聚苯乙

烯薄膜置于去离子水中后，随着浸入时间的增加，在大尺寸纳米气泡外围产

生聚苯乙烯环状结构，而小尺寸纳米气泡 终消失，在样品表面留下纳米凹

痕结构。理论分析和实验观察显示，纳米气泡内部较高压强和固液气三相接

触线上沿竖直方向表面张力分量是产生纳米凹痕与聚苯乙烯环状结构的主要

原因。本章的研究结果同时也为在聚苯乙烯表面制作纳米凹痕结构提供了一

种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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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表面纳米结构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研究 

4.1 引言 

第二章中纳米气泡移动和聚合的研究显示，在光滑的聚苯乙烯表面上，

外界干扰将引起纳米气泡的移动和聚合。由于疏水表面上的纳米气泡能够减

小固液接触面上液体流动摩擦力，因此，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期望纳米

气泡能够稳定地存在于疏水表面上，在受到外来干扰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不移

动，或者只进行有限的移动，本文定义这种特性为纳米气泡的非移动性。 
本章研究将提供样品表面结构与纳米气泡非移动性之间的联系，为今后

设计具有表面纳米结构的微通道奠定基础。除了对减小固液界面摩擦力有重

要意义外，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研究也将提供样品表面结构对纳米气泡的影

响的信息，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为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需要改变样品表面结构。本章将在两种具有

微纳米结构的样品表面上研究样品表面结构对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影响。第

一种表面为连续镀膜的聚苯乙烯表面。如第三章所述，当聚苯乙烯表面浸入

水中时间超过 220 min 后，会在纳米气泡的作用下产生纳米凹痕结构。可以

推断，产生的纳米凹痕将会影响纳米气泡。 
第二种表面为部分镀膜的聚苯乙烯表面。在采用旋涂法制备聚苯乙烯表

面时，可以通过改变所使用的聚苯乙烯溶液的浓度得到不同的聚苯乙烯膜厚

度，直到在样品表面上得到离散分布的疏水结构，进而用于纳米气泡非移动

性研究。在部分镀膜的聚苯乙烯表面，疏水结构将与亲水表面共存。将这种

表面浸入水中，以期在疏水结构上产生纳米气泡，而在亲水部分没有纳米气

泡，初步实现对纳米气泡形成控制。 
本章应用接触角滞后相关理论，通过比较在不同表面结构上移动纳米气

泡所需的初始移动力来表征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然而由于接触角滞后是宏观

概念，目前仍不确定其在纳米尺度下是否成立。本章首先将通过接触模式

AFM 下的力-距离曲线验证接触角滞后对于纳米气泡的适用性。随后，应用

接触角滞后理论提出纳米凹痕和疏水岛状结构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理论

模型。 后，分别在以上两种结构上通过实验来验证纳米气泡非移动性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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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纳米尺度动态接触角测量技术 

由于尺寸效应的存在[128,129]，目前仍不清楚接触角滞后等宏观固液气三

相接触性质在纳米尺度下是否仍然成立。由于本章将应用接触角滞后理论建

立纳米结构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理论模型，有必要通过实验验证接触角

滞后对纳米气泡是否仍然成立。由于传统的测量方法已经不能够在纳米尺度

下测量接触角，因此需要建立一种纳米尺度动态接触角测量技术。本文将首

次提出应用 AFM 接触模式下的力-距离曲线，通过研究探针-纳米气泡相互

作用来验证接触角滞后对于纳米气泡的适用性。该方法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

纳米尺度动态接触角可行的测量方法。 

4.2.1 动态接触角测量模型建立 

探针-纳米气泡在接触模式 AFM 中的相互作用模型如图 4-1 所示。图

中，θadv 和 θrec 分别为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液体动态前进角和动态后退角，

γLV 为液体表面张力，h(x)为三相接触线与探针底部之间的竖直距离，α 为探

针针尖锥形角的一半。 

 
          a) 进给运动相互作用模型    b) 收缩运动中相互作用模型 

  a) Model for extending movement     b) Model for retracting movement 

图 4-1 接触模式 AFM 下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模型 

Fig. 4-1 Model for tip-nanobubble interaction in contact mode AFM 

首先假设在纳米气泡所处的长度尺度上，接触角滞后仍然成立，即三种

接触角满足如下关系：θrec < θs < θadv，其中 θs 为静态接触角。当探针相对于

样品表面做进给和收缩运动时，表面张力沿探针针尖竖直轴方向的力分量将

由于动态接触角 θrec 和 θadv 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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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固液气三相接触线周长长度为 s(x)，则 s(x)可以表示为高度值 h(x)的
线性函数， 

)( )( xhcxs =        (4-1) 
式中 c —— 比例系数，取决于探针针尖形貌，为常数。 

图 4-1 a)中，探针相对于纳米气泡做进给运动。在三相接触线上，探针

针尖将受到表面张力的作用，其作用方向为图中 γLV 所指方向。对探针所受

表面张力进行分解，得到探针在进给运动中所受竖直方向分力为 

)cos()()(, recLVe xsxF θαγγ +=     (4-2) 

式中 Fγ,e —— 探针在进给运动中所受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分量。 
同样，对收缩运动中探针所受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进行分解，得到如下关系

式 

)cos()()(, advLVr xsxF θαγγ +=     (4-3) 

式中 Fγ,r —— 探针在收缩运动中所受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分量。 
将式(4-1)分别代入式(4-2)和(4-3)中，可以看出竖直方向表面张力分量

Fγ,e 和 Fγ,r 均为高度值 h(x)的线性函数。因此，分别求式(4-2)和(4-3)关于高

度数值 h(x)的导数，得到如下关系式 

)cos(
)(
)(,

recLV
e c
xdh
xdF

θαγγ +=      (4-4) 

)cos(
)(
)(,

advLV
r c
xdh
xdF

θαγγ +=      (4-5) 

由此可以看出，假如接触角滞后在纳米尺度上仍然成立的话，由于式(4-4)
和(4-5)右边部分均为常数，因此，在实际测量过程中，竖直分力 Fγ,e 和 
Fγ,r 将随距离 h(x)线性变化，且其斜率应该分别等于式(4-4)和(4-5)右侧所对

应的数值。因为角度 θrec ≠ θadv，Fγ,e 和 Fγ,r 随 h(x)变化的斜率也将不同。 

4.2.2 动态接触角实验测量 

上一小节在接触角滞后理论对纳米气泡仍然成立的假设下推导出了接

触模式下探针所受竖直方向表面张力分量随作用距离变化的数学模型。为

验证以上模型是否成立，从而确定接触角滞后对于纳米气泡研究的适用

性，这一小节将采用 AFM 接触模式下的力-距离曲线，分别在进给和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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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中测量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过程中探针所受竖直力。 
为得到探针-纳米气泡之间较长的相互作用距离，确保图 4-1 所示的探

针-纳米气泡接触模式能够发生，需要在一个较大尺寸的纳米气泡上测量力-
距离曲线。为此，使用第二章所采用的方法，在样品表面施加较高载荷，

促使纳米气泡发生移动和聚合，得到高度约为 90 nm 的纳米气泡。然后，

结合 AFM 的批量力曲线模式分别在包含和不包含纳米气泡的样品区域进行

力-距离曲线测量。 
在不包含纳米气泡的扫描区域进行测量，得到如图 4-2 所示的力-距离

曲线。图 4-2 b)中曲线为图 4-2 a)中长方形所圈区域曲线的局部放大图。为

验证扫描过程中探针工作的稳定性，图 4-2 中显示了在不同测量点得到的三

组力-距离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是进给运动还是收缩运动，这三组

力-距离曲线均能很好地相互吻合，体现了测量过程中探针极佳的工作稳定

性。从曲线的变化还可以看出，在探针与样品表面接触之前，微悬臂的偏

转信号并不保持为常数，而是随逼近距离变化的周期波动信号。这是由于

在压电陶瓷反复进给和收缩运动中，由样品表面所反射的激光信号与由

AFM 微悬臂上表面所反射的信号相叠加造成的[130]。由于这种周期性波动信

号不是力引起的，因此需要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消除。 
随后，在包含纳米气泡的区域进行力-距离曲线测量，在纳米气泡顶部

所对应的扫描位置得到的力-距离曲线如图 4-3 所示。图 4-3 b)中曲线为图

4-3 a)中长方形所选区域曲线的局部放大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与在没有纳

米气泡的区域得到的力-距离曲线不同，当压电陶瓷管竖直运动位置处于 40 
nm 和 150 nm 之间时，探针和纳米气泡将发生作用，导致微悬臂进给和收

缩运动的偏转信号不重合。 
类似于力调制模式下在纳米气泡上测量得到的微悬臂振幅信号随压电

陶瓷管位移变化曲线，图 4-3 上的 A 点代表了吸入点。在该点微悬臂探针

针尖与纳米气泡直接接触，探针开始穿透纳米气泡。从点 A 到点 B，纳米

气泡与探针发生相互作用，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AFM 微悬臂将发生偏

转。从点 B 开始，探针针尖开始与聚苯乙烯相互接触。由于为固体之间的

硬接触，作用力大，使得微悬臂偏转信号随压电陶瓷管竖直位移线性增

加。在收缩运动中，由于粘滞力的作用，探针并没有在 A 点对应的压电陶

瓷竖直位置与纳米气泡分离，直到 AFM 微悬臂的弹性变形足够大，从而克

服粘滞力的作用， 终在 C 点探针与纳米气泡分离。与力调制模式中相

似，AC 之间的距离是探针与纳米气泡之间粘滞力引起的。 



第 4 章 表面纳米结构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研究 

- 53 - 

 
a) 力-距离曲线 

a) Force-distance curve 

 
b) 局部放大曲线 

b) Enlarged curves for selected area 

图 4-2 在样品基底上得到的力-距离曲线及其局部放大图 

Fig. 4-2 Force-distance curves obtained on the sample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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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力-距离曲线 

a) Force-distance curve 

 
b) 局部放大曲线 

b) Enlarged curves for selected area 

图 4-3 在纳米气泡上得到的力-距离曲线 

Fig. 4-3 Force-distance curves obtained on a nano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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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图 4-3 显示了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曲线，然而由于作用力比较

小，导致微悬臂探针偏转值较小，同时，信号自身波动较大，使得实验测量

得到的信号不能够直接用来表征探针-纳米气泡的相互接触。为解决这个问

题，本文取图 4-2 中三组曲线的平均值，将得到的信号作为基准信号从图 4-
3 所示曲线中剔除，得到单独由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引起的微悬臂偏转

分量，如图 4-4 所示。图 4-4 b)为图 4-4 a)长方形所圈区域局部放大图。 
在图 4-4 中，点 A 位置对应于图 4-3 中的吸入点。在这点，探针与纳米

气泡迅速接触。随着压电陶瓷竖直位置的减小，探针与纳米气泡相互作用增

强，体现为微悬臂偏转电压的增大。收缩运动中，C 点同样对应于图 4-3 中

的 C 点，探针与纳米气泡 终分离。除此之外，从图 4-4 中可以清楚地看

出，在 60 至 120 nm 的压电陶瓷管位移之间，进给和收缩运动曲线的斜率

存在明显差异，经计算，分别为-0.0534 N/m 和-0.0168 N/m。由于在相互作

用过程中，图 4-6 中 AB 段和 BC 段中任意一点与点 B 之间的距离可以看作

方程(4-4)和(4-5)中的分离距离 h(x)，因此，两个斜率的存在且数值差异验证

了模型(4-4)和(4-5)的推导，即对于纳米气泡的相关研究，接触角滞后仍然

成立。这里需要指出，当式(4-4)和(4-5)右侧中比例系数 c 和探针针尖锥形角

的一半 α 已知时，可以通过式(4-4)和(4-5)分别求出纳米尺度下液体的动态

前进角和动态后退角。 

4.3 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理论模型 

由于纳米气泡的移动是外部干扰的结果，为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需

要增加纳米气泡在经受外部干扰时的抵抗力。图 4-5 为纳米气泡在三种聚苯

乙烯表面上的示意图。图中，实线为纳米气泡自然状态的轮廓曲线，虚线为

纳米气泡在探针干扰下有移动趋势时的轮廓曲线，图 4-5 a)上方大箭头标示

了探针运动方向。图 4-5 a)，b)和 c)所示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纳米气泡在平整

的聚苯乙烯连续膜表面、在产生了纳米凹痕的聚苯乙烯表面、以及在聚苯乙

烯岛状结构表面上的情形。本章通过计算在以上三种表面结构上移动纳米气

泡所需的水平力来衡量纳米气泡的非移动性。 
对于图 4-5 中的各种情形，当纳米气泡发生移动时，作用在纳米气泡前

端和后端的表面张力沿水平方向分量分别可以表示为 Ff 和 Fb。当外界扰动

施加在纳米气泡上的力大于这两个力的合力的时候，纳米气泡将发生移动，

本文称此时对应的外界驱动力为初始移动力，表示为 Finit。初始移动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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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力-距离曲线 

a) Force-distance curve 

 
b) 局部放大曲线 

b) Enlarged curves for selected area 

图 4-4 单独由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引起的偏转信号 

Fig. 4-4 Cantilever deflection purely induced by tip-nanobubbl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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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张力分量 Ff 和 Fb 应满足如下关系 
Finit = Fb- Ff       (4-6) 

因此，通过比较纳米气泡在以上每种表面结构上所需的初始移动力 Finit

的大小可以得到纳米气泡非移动性。 

 

a)在平整疏水表面 

a) On smooth hydrophobic surface 

 
b)在纳米凹痕结构上 

b) On nanoindent 

 
c)在岛状结构上 

c) On island structure 

图 4-5 纳米气泡在不同表面结构上示意图 

Fig. 4-5 Schematic of nanobubble on different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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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应用接触角滞后理论计算初始移动力。Furnmidge 于 1962 年推

导了一个方程用于描述液滴在倾斜表面上的运动，并建立了接触角滞后与滑

移角之间的关系[131]。这一关系之后被广泛用于研究液滴的移动与操纵[132]。

滑移角是指液滴在某个斜面上保持无加速度下滑时所对应的斜面的倾斜角。

将液滴滴在一倾斜样品表面，缓慢提高样品表面的倾斜角，直到液滴开始滑

动，此时对应的样品表面的倾斜角即为液滴在此表面上的滑移角。 

 

图 4-6 液滴沿斜面滑移示意图 

Fig. 4-6 Schematic of a droplet sliding downward along a slope 

    图 4-6 表示一个液滴沿倾斜样品表面做无加速度滑移的示意图。图中，

ɸ 为滑移角，θadv 和 θrec 分别为液体的前进角和后退角。虚线和实线分别表

示液滴在滑动了 dl 距离前后的侧面轮廓图。在滑移了 dl 的过程中，由重力

所做的功 W 可以表示为 
dlmgW  sinφ=       (4-7) 

式中 m —— 液滴质量； 
  g —— 重力加速度。 
当液滴向下滑动时，表面张力所做的功可以表示为[131] 

advLVrecLV wdlwdlW θγθγ coscos −=    (4-8) 
式中 γLV —— 液气接触面表面张力； 
  w  —— 垂直于液滴滑动方向液滴宽度。 
联立方程(4-7)和(4-8)，得到滑移角和动态接触角之间的关系如下， 

)cos(cossin advrecLV wmg θθγφ −=     (4-9) 
    由方程(4-9)可以看出，对于在倾斜表面上的液滴，重力沿平行于斜面

方向的分力为液滴滑移的驱动力，表面张力沿斜面方向的合力为阻碍力。而

之所以存在沿斜面不平衡的表面张力，正是由于动态接触角(θadv>θrec)的存

在。当斜面倾角达到滑移角时，液滴将得到足够大的驱动力以克服动态接触

角造成的不平衡的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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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证明，对于纳米气泡，接触角滞后仍然成立。基于以上液滴沿

倾斜角滑移的分析，本文将根据动态接触角建立移动纳米气泡所需的初始力

模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液滴与纳米气泡是截然不同的物体，但是仍

然可以应用液滴沿斜面运动的分析来解释纳米气泡的移动现象。这是因为从

本质上来说，无论移动纳米气泡还是移动液滴，需要克服阻碍力是一样的，

即由接触角滞后引起的不对称的表面张力沿运动方向的分力。因此，只要接

触角滞后对于纳米气泡仍然成立，以上理论就可以用来研究纳米气泡的移

动。 
图 4-7 为纳米气泡在水平表面移动的示意图，Finit 为水平初始力，箭头

指示纳米气泡移动方向，dl 为纳米气泡移动距离，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纳

米气泡在移动前后的表面轮廓。不同于液滴的接触角定义，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纳米气泡前端角度为液体的动态后退角，而在后端的角度为动态前进

角，这与液滴的动态接触角的方向恰好相反。 

 

图 4-7 纳米气泡移动示意图 

Fig. 4-7 Schematic of a nanobubble sliding 

在水平方向，纳米气泡所受的力为外界干扰引起的驱动力和表面张力沿

水平方向分量。因此，在纳米气泡被移动前，施加在纳米气泡上的水平初始

力 Finit 必须大于由于接触角滞后(θrec<θadv)引起的沿水平方向的表面张力合

力。纳米气泡在水平力 Finit 作用下滑移 dl 的距离过程中，外界对纳米气泡

所做功 W 可以表示为 
dlFW init= .          (4-10) 

在这个过程中，由不平衡的表面张力沿水平方向分量所做的功可以表示为 
( ) ( )recLVadvLV wdlwdlW θπγθπγ −−−= coscos    (4-11) 

式中 w —— 纳米气泡宽度，可以表示为 w = 2R。 
联立式(4-10)和(4-11)，得到驱动纳米气泡所需的初始力， 

[ ])cos()cos( recadvLVfbinit wFFF θπθπγ −−−=−=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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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12)也就是图 4-5 a)中在光滑表面移动纳米气泡所需初始力的表达式。

从上式可以看出，一旦 AFM 微悬臂探针施加在纳米气泡上的力大于 Finit，

纳米气泡将发生滑移。 
下面分析图 4-5 b)所对应的纳米气泡在纳米凹痕上移动的情形。这里假

设在微悬臂探针作用下，纳米气泡沿水平方向移动一虚拟距离 δ。这一虚拟

距离将导致沿纳米气泡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固体表面形貌发生改变，而表面

形貌的改变将使纳米气泡前端和后端固液接触线所处表面相对于水平面分别

产生 αb 和 αf 的倾斜角，如图 4-5 b) 所示。这两个倾斜角的存在将改变固液

气三相接触线上的表面张力相对于水平方向的角度，进而改变表面张力沿水

平方向分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力 Fb 和 Ff 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π - (θadv + αb) 和 π - 

(θrec – αf)均应为锐角。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事实。角度 π - (θadv + αb)表示

在纳米气泡后端表面张力相对于纳米气泡移动反方向的倾角。因为纳米气泡

弧线的曲线方向向外，因此，角度值 π - (θadv + αb)必须大于 0。由前面的测

量可知，纳米气泡的动态前进角 θadv 大于 90°，而角度 αb 为正，所以，角度

π - (θadv + αb)应该小于 90°。综合以上事实，不难得出 π - (θadv + αb)为锐角的

结论。同理，π - (θrec – αf)表示在纳米气泡前端的表面张力与纳米气泡正向

运动方向之间的夹角。因为纳米气泡的弧线方向向外，因此角度 π-(θrec – αf)
大于 0。同时，αf 的存在使得角度 π - (θrec – αf)值要大于 π - θrec，除非当角度

αf 足够大以至于使角度 π - (θrec – αf)大于 90°。如果这样，在纳米气泡前端的

表面张力沿水平方向分力方向为负，将进一步增加移动纳米气泡所需的力。 
基于以上分析，在图 4-5 b)中所需要的用于移动纳米气泡的初始力 Finit

可以表示为 

[ ]))(cos())(cos( frecbadvLVfbinit wFFF αθπαθπγ −−−+−=−=    (4-13) 

比较式(4-12)和(4-13)，可以看出在方程(4-13)中 cos(π - (θadv + αb))大于方程

(4-12)中与其对应的部分 cos(π-θadv)，而方程(4-13)中的数值 cos(π - (θrec – αf))
小于方程(4-12)中其对应部分 cos(π - θrec)。因此，图 4-5 b)中所需要的初始

力 Finit 要大于图 4-5 a)中所需要的初始力 Finit。 
    对于图 4-5 c)，即纳米气泡在部分镀膜的聚苯乙烯膜岛状结构上。当虚

拟距离 δ 产生时，假设纳米气泡后端倾斜角保持不变，而在前端由于表面形

貌发生改变产生的切面倾斜角为 αf。同图 4-5 b)中的分析，在图 4-5 c)中移

动纳米气泡所需要的初始力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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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cos( frecadvLVfbinit wFFF αθπθπγ −−−−=−=   (4-14) 

参照对图 4-5 b)的分析，在图 4-5 c)中所需要的初始力 Finit 同样大于在图 4-5 
a)中需要的数值。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相比较于光滑的疏水表面，纳米凹痕结构

以及岛状疏水结构均可以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 

4.4 纳米气泡非移动性实验验证 

4.4.1 样品制备 

本文分别采用连续镀膜聚苯乙烯表面上的纳米凹痕结构和部分镀膜的聚

苯乙烯表面的岛状结构来研究纳米结构对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影响。使用旋

涂法在硅表面上得到以上样品表面。 
首先将聚苯乙烯颗粒(分子量：350,000, Sigma-Aldrich)溶于甲苯中，配

制成不同浓度的聚苯乙烯溶液。将硅片切割成 1 cm × 1 cm 尺寸大小的样

品，首先采用丙酮进行超声波清洗 30 min，将丙酮清洗过的硅片再次采用

去离子水进行清洗 10 min，之后，用氮气将样品吹干。随后，采用旋涂法

将聚苯乙烯溶液旋涂在硅片上，实验所采用的旋涂仪转速为 500 rpm。 
在采用旋涂法制备聚苯乙烯样品时，所得到的聚苯乙烯膜的厚度随聚苯

乙烯溶液浓度的增加而增加，由部分镀膜表面变成连续镀膜表面[133]。本文

分别将浓度为 0.20% (重量比) 和 0.04% (重量比)的聚苯乙烯的甲苯溶液旋

涂于硅(100)表面，得到连续镀膜和部分镀膜的聚苯乙烯表面。采用偏振光

椭圆测量仪测量所得到的连续镀膜的聚苯乙烯薄膜厚度为 29.3 ± 1.6 nm。 
对所得到的聚苯乙烯样品在空气中采用敲击模式 AFM 进行成像，得到

如图 4-8 所示 AFM 图像。连续镀膜的聚苯乙烯表面光滑，没有发现任何表

面结构，其表面粗糙度 Rq 粗糙度为 0.21 nm。而在部分镀膜的聚苯乙烯表

面上分布着一些聚苯乙烯的岛状结构，岛状结构的高度约为 7 nm，整个表

面 Rq 粗糙度值为 3.2 nm。 
随后，将样品表面置于去离子水中保持 220 分钟以便在表面上产生纳米

凹痕结构。为研究纳米气泡非移动性，对每个表面分别按次序施加 95%, 
80%, 95%, 60%, 和 95%自由振动幅值的载荷。因此，一共有三次 95%自由

振动幅值的扫描，第一个用来检查纳米气泡的初始状态，后两个分别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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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气泡在 80%和 60%高载荷下扫描后纳米气泡的状态。80%和 60%的高

载荷被用来检验纳米气泡非动性。在液体中实验完成后，将水从样品表面移

走，用敲击模式对样品表面进行成像以检验样品表面形貌变化。 

4.4.2 基于纳米凹痕的纳米气泡的非移动性 

当把连续镀膜聚苯乙烯表面置入去离子水中 220 min 后，应用 AFM 的

敲击模式，以 95%的振动幅值对表面进行扫描，在样品表面得到纳米气

泡，如图 4-9 a)所示。随后，施加 80%振动幅值的较高成像载荷，发现在扫

描区域内无法观测到纳米气泡，如图 4-9 b)所示。当在扫描区域内再次施加

95%的扫描载荷时，再次得到纳米气泡图像，如图 4-9 c)所示。相比较于图

4-9 a)，尽管在图 4-9 c)中有些纳米气泡消失，然而很多纳米气泡仍然停留

在原位置。 

 
a) 连续镀膜聚苯乙烯表面      b)部分镀膜聚苯乙烯表面 

         a) Continuously coated PS film      b) Partially coated PS film 

图 4-8 空气中样品表面 AFM 图像 

Fig. 4-8 AFM images of sample surfaces in air 

为衡量纳米气泡非移动性，本文提出纳米气泡非移动率 ζ 的概念，即在

高载荷扫描后，扫描区域内纳米气泡分布密度与原纳米气泡分布密度的比

值。非移动率越高，则纳米气泡非移动性越强。在 80%振动幅值扫描后，

纳米气泡在整个扫描区域内的非移动率为 83.3%。进一步增加扫描载荷至

60%的振动幅值后，与 80%振动幅值扫描现象一样，发现在整个扫描区域内

纳米气泡消失，如图 4-9 d)所示。然而当第三次在表面上施加 95%振动幅值

的扫描载荷后，纳米气泡再一次出现，同时纳米气泡尺寸进一步增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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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进一步减少，对应的非移动率为 67%，如图 4-9 e)所示。 
由以上一系列实验现象，可以推断，在图 4-9 b)与图 4-9 d)中，纳米气

泡始终存在于样品表面。之所以没有得到它们的图像是因为微悬臂探针刺入

了纳米气泡，直接与样品表面接触，导致探针直接对样品表面进行成像。因

此，在纳米气泡所在位置得到的图像为固体表面的像，而不是纳米气泡图

像。 

 
a) 95% 振动幅值      b) 80%振动幅值       c) 95%振动幅值 

      a) 95% setpoint       b) 80% setpoint           c) 95% setpoint 

 

d) 60% 振动幅值           e) 95%振动幅值 

 d) 60% setpoint            e) 95% setpoint 

图 4-9 连续镀膜聚苯乙烯表面在去离子水中 AFM 图像 

Fig. 4-9 AFM images of continuously coated PS film in deionized water 

在图 4-9 b)与图 4-9 d)中纳米气泡的存在可以通过力调制曲线进行证

实。本文在第二章中提出了采用 AFM 力调制曲线验证纳米气泡存在，这里

应用力调制模式验证在这两幅图像中纳米气泡的确存在于样品表面。在得到

图 4-9 d)后，在图中箭头所指的位置结合 AFM 的批量力曲线模式进行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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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曲线测量，在得到的力调制曲线中选择对应于 Dheight 值 高的曲线，如图

4-10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测量区域存在纳米气泡，所测量纳米气泡

的高度约为 15 nm。 
随后，对图 4-9 e)中箭头所标示的纳米气泡进行分析，取纳米气泡 高

点所对应的截面曲线，并对截面曲线进行圆弧拟合，得到如图 4-11 所示曲

线。图中，虚线为纳米气泡轮廓曲线图，实线为纳米气泡圆弧拟合曲线。从

图中可以看出，纳米气泡的高度约为 14 nm，接近于图 4-10 测量得到的

Dheight 数值。因此，可以看出，在图 4-9 b)和图 4-9 d)中，纳米气泡仍然存在

于样品表面。 
通过比较图 4-9 a)，c)和 e)，可以看出，在扫描载荷增加的过程中，纳

米气泡的分布密度随着其尺寸的增加而降低。根据第二章的研究，这是纳米

气泡移动与聚合的结果。尽管纳米气泡随成像载荷的逐步增加而发生聚合，

然而这里纳米气泡的非移动性要明显优于图 2-8 e)中或其他人实验报告中纳

米气泡的非移动性[16]。在图 2-8 中，当扫描载荷由 95%增加到 90%后，纳

米气泡即发生聚合，所对应的非移动率为 12%，远远低于在本章 80%扫描

载荷下 83.3%的非移动率。 

 

图 4-10 力调制曲线 

Fig. 4-10 Force modulation curve 

这两组实验的区别是浸入水中的时间不同。在第二章纳米气泡发生聚合



第 4 章 表面纳米结构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研究 

- 65 - 

的实验里，样品浸入水中后即进行成像。然而，本章实验是将样品浸入水中

220 min 中后对样品进行成像。根据第三章中纳米气泡产生纳米凹痕的实验

事实，在聚苯乙烯浸入水中后，纳米气泡较高的内部压强与固液气三相接触

线上的表面张力的共同作用将产生纳米凹痕。纳米凹痕的产生与样品浸入水

中的时间有关。 

 

图 4-11 纳米气泡截面及其拟合图 

Fig. 4-11 Section profile of nanobubble and corresponding fitting curve 

 

图 4-12 纳米凹痕 AFM 图像 

Fig. 4-12 AFM image of nanoindent 

对于本章使用的连续镀膜的聚苯乙烯膜，同样，纳米气泡也将产生纳米

凹痕。为验证在本实验中是否产生了纳米凹痕，在上述实验完成后，将水从

表面移走。应用 AFM 的敲击模式对样品表面进行成像，得到如图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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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象。从图中可以看出纳米凹痕遍布整个样品表面，其尺寸与纳米气泡相

当。与没有纳米凹痕的聚苯乙烯的平整表面比较，纳米凹痕的存在提高了纳 
米气泡在其上的非移动性。这一系列实验同时也验证了方程(4-13)的推导，

证明在疏水表面上的纳米凹痕结构可以提高纳米气泡的非移动性。 

4.4.3 基于岛状结构的纳米气泡非移动性 

在将部分镀膜的聚苯乙烯样品置于去离子水中后，应用 AFM 的敲击模

式以不同的载荷扫描样品表面，得到如图 4-13 所示一系列 AFM 图像。在各

子图中圈出 200 nm × 400 nm 的扫描区域用于跟踪纳米气泡的移动与聚合。 

 
a) 95% 振动幅值      b) 80%振动幅值       c) 95%振动幅值 

      a) 95% setpoint       b) 80% setpoint           c) 95% setpoint 

 
d) 60% 振动幅值           e) 95%振动幅值 

 d) 60% setpoint            e) 95% setpoint 

图 4-13 连续镀膜聚苯乙烯表面在去离子水中 AFM 图像 

Fig. 4-13 AFM images of continuously coated PS film in deionized water 



第 4 章 表面纳米结构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研究 

- 67 - 

在采用 95%的载荷对样品进行扫描后，得到如图 4-13 a)所示的 AFM 图

像。从图中可以看出，纳米气泡出现在聚苯乙烯岛状结构上，而在样品表面

的亲水部分，没有发现纳米气泡。与在连续镀膜的聚苯乙烯表面上的实验步

骤一致，在得到图 4-13 a)所示 AFM 图像后，采用 80%振动幅值的载荷对样

品进行扫描，得到图 4-13 b)所示 AFM 图像。同样，由于微悬臂探针针尖刺

入纳米气泡并与样品表面接触，使得所得到的图像为样品表面图像，而非纳

米气泡图像。 
随后，再次采用 95%振动幅值的扫描载荷对样品进行成像，得到如图

4-13 c)所示图像。对比图 4-13 a)和图 4-13 c)可以发现，图中方框所圈部位

内的纳米气泡发生聚合，而其它位置纳米气泡则没有发生移动和聚合。在整

个扫描区域内，80%振动幅值扫描所对应的非移动率为 84.6%，远高于在光

滑的聚苯乙烯表面 90%载荷扫描时对应的纳米气泡非移动率。 
在图 4-13 c)的圈定位置，可以发现半个纳米气泡图像。这个不完全的

纳米气泡图像是由于纳米气泡的移动造成的。图 4-13 c)的扫描方向是由上

至下。当对纳米气泡进行成像时，开始阶段纳米气泡没有移动，因此，能够

得到此纳米气泡的图像。在 AFM 微悬臂探针的扰动下，此纳米气泡 终被

移动，并与其左侧的另一个较大尺寸的纳米气泡发生聚合，得到半个纳米气

泡图像，同时，在其左侧得到一个更大尺寸的纳米气泡。 
随后，在整个扫描区域内进行 60%振动幅值的扫描，得到如图 4-13 d)

所示 AFM 图像。为检验纳米气泡的 终状态，再次采用 95%振动幅值的成

像载荷进行扫描，得到如图 4-13 e)所示的纳米气泡图像。在选定区域，所

有纳米气泡聚合为一个单个纳米气泡。整个扫描区域内的非移动率为

69%。 
在图 4-13 a)，c)，d)和 e)中用箭头标示出了一个聚苯乙烯岛状结构及其

上的纳米气泡。通过测量在图 a)和图 c)中纳米气泡的中心点位置与岛状结

构边界的距离，发现在此岛状结构上的纳米气泡发生了移动。在图 4-13 a)
中，中心点与边界之间距离为 110 nm，而在图 4-13 c)中，距离变为 85 
nm，因此，纳米气泡向右侧移动了大约 25 nm。然而，即便是将扫描载荷

施加到 60%的振动幅值，在整个扫描过程中，这个纳米气泡始终没有离开

聚苯乙烯的岛状结构，更没有消失。 
图 4-14 a)和 b)分别显示了在图 4-13 d)和图 4-13 e)中箭头所指位置的三

维图。由于图 4-13 d)测量过程中的载荷较高，使得成像得到的图象可以看

作固体基底的像，而图 4-13 e)中为纳米气泡的像。从三维图中可以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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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聚苯乙烯的岛状结构以及纳米气泡的结构。岛状结构的顶部表面轮廓较

为平整，在这些岛状结构上坐落着纳米气泡。 
通过以上实验观察，可以发现尽管纳米气泡可以在岛状结构上发生移动

以及聚合，但是在实验过程中没有任何纳米气泡移出岛状结构。岛状结构本

身限制了纳米气泡的移动，提高了纳米气泡的非移动性。这一系列实验也验

证了方程(4-14)的推导，证明疏水的岛状结构可以提高纳米气泡的非移动

性。 

 

         a) 岛状结构图像      b) 纳米气泡图像 

a) Island-like structure image    b) Nanobubble image 

图 4-14 三维 AFM 图像 

Fig. 4-14 3D AFM images 

4.5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传统技术无法对纳米尺度动态接触角进行测量的问题，采用

AFM 的力-距离曲线测量在进给和收缩运动中作用在探针上的竖直方向表面

张力的变化，验证了动态接触角的概念对于纳米气泡仍然成立，建立了动态

接触角的一种可行的测量方法。随后，针对纳米气泡易于移动的问题，从提

高纳米气泡稳定性的角度出发，提出纳米气泡的非移动性概念。应用动态接

触角相关理论，通过计算在纳米凹痕结构和疏水材料岛状结构上移动纳米气

泡所需的水平初始力，建立了这两种结构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理论模

型。随后，分别在具有纳米凹痕结构和疏水材料岛状结构的样品表面施加较

高的扫描载荷，实验证实了以上两种结构对于提高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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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固液界面滑移长度测量方法的研究 

5.1 引言 

本章将采用接触式以及敲击模式 AFM 法在亲水表面，疏水表面，以及

超疏水表面测量滑移长度，初步建立并实验验证滑移长度与纳米气泡尺寸及

分布密度之间的关系。针对当前采用接触模式 AFM 测量边界滑移时无法消

除静电力对测量结果影响的问题，本文提出采用双低速逼近法来确定在探针

向样品表面逼近过程中由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同时，针对在疏水

与超疏水表面表面的粗糙度和材料疏水性会同时影响滑移长度测量结果的问

题，本文提出虚拟固液接触面法，通过对实验测量得到的固液接触面位置进

行修正，消除粗糙度对测量的影响。经过以上处理，对现有接触模式 AFM
的滑移长度测量技术进行改进。同时，引入敲击模式 AFM 法在不同润湿性

表面测量滑移长度，结合实验测量得到的滑移长度数值与纳米气泡的尺寸和

分布密度，建立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 

5.2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关系模型 

根据流体力学相关知识，固体与流体之间气体层的存在将提高流体的流

动速度，如图 5-1 a)所示。图中，上平板以一定速度向右运动，两个平板之

间的液体在上平板带动下做剪切滑动，液体与下平板之间存在一厚度为 hg

的气体层。 

 
a) 气体层           b) 纳米气泡 

a) Gas layer                 b) Nanobubble 

图 5-1 固液界面流体流动示意图 

Fig. 5-1 Schematic of fluid flow at solid-liquid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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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假设气体层在流体的带动下发生剪切流动，在气体层与下平板，以

及气体层与液体之间不存在边界滑移，即速度连续变化。因此，对于图 5-1 
a)所示情形，有以下方程成立， 

g

gw
ghz

g
ghz

w
w h

v
z

v
z

v
gg

,|| ηηη =
∂

∂
=

∂
∂

==      (5-1) 

式中 ηw ——  液体黏度； 
  ηg ——  气体黏度； 
  vw ——  流体流速； 
  vg ——  气体流速； 
  vw,g —— 液体与气体接触面气液流速。 
根据滑移长度定义式(1-1)，有以下方程成立， 

ghz
w

gw z
vbv =∂

∂= |,       (5-2) 

联立方程(5-1)和(5-2)，得到滑移长度与液体和气体黏度以及气体层厚度之

间的关系，为 

g
g

w hb
η
η=        (5-3) 

考虑到气体层的存在将使液面相对于固体墙平移 hg 的位移，为得到相对于

固体墙的滑移长度值，需要从式(5-3)中减去气体层自身厚度，调整后的滑

移长度值为 

g
g

w hb ⎟
⎟
⎠

⎞
⎜
⎜
⎝

⎛
−= 1

η
η        (5-4) 

在常温下水和空气的黏度分别为 ηw =851.5 µPa s 和 ηa = 18.6 µPa 
s[134]。从式(5-4)可以看出，由于 ηw/ηa 较高，在常温下空气层将导致大约 45
倍其厚度值的滑移长度，极大提高了流体流速。 

以上模型是基于连续气体层假设，然而实验观测到气体通常以离散分布

的纳米气泡的形式存在于固液接触面。因此，需要对以上模型加以改进，使

其能够应用于纳米气泡的分析。 
在图 5-1 b)中，下平板上存在离散分布的纳米气泡。纳米气泡高度为

Hb，在整个表面的分布密度为φ 。为研究纳米气泡与滑移长度之间的关系，

这里引入纳米气泡的等效气体膜厚度 hb。将高度为 Hb，分布密度为φ 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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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气泡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样品表面，即得到纳米气泡的等效气体膜厚度， 
φbb Hh =         (5-5) 

将 hb 代入方程(5-4)以取代式中 hg，即得到纳米气泡尺寸、分布密度与滑移

长度之间的关系，为 

φ
η
η

b
g

w Hb ⎟
⎟
⎠

⎞
⎜
⎜
⎝

⎛
−= 1       (5-6) 

从式(5-6)中可以看出，滑移长度将随纳米气泡尺寸以及分布密度的增加

而增加。通过测量纳米气泡的尺寸、分布密度以及样品表面的滑移长度，即

可实验验证式(5-6)。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将分别采用接触模式和敲击模式

AFM 测量不同润湿性样品表面的滑移长度值。 

5.3 实验装置及样品制备 

5.3.1 实验装置 

为提高测量过程中的信噪比，本文采用较大尺寸的玻璃球测量滑移长

度。这样做有以下一些优点。 
首先，在粗糙表面，玻璃球与样品表面在竖直方向的接触位置取决于玻

璃球尺寸和样品表面起伏的大小和几何分布。相比较于小尺寸玻璃球，大玻

璃球有较大的弧线。因此，实验过程中能够保证球体与样品表面之间的相互

作用发生在较大区域，使在粗糙表面上的测量具备统计特性。而如果采用小

尺寸玻璃球，则需要测量在样品上不同采样点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平

均。在前人实验中，半径大约为 10 至 12 µm 的玻璃球曾经被用来测量滑移

长度[90,91,93]。然而，在这些实验中，样品表面相对光滑，Rq 粗糙度值小于

12 nm。由于超疏水表面粗糙度值较高，小尺寸玻璃球已不能满足要求，需

要应用较大尺寸的玻璃球进行测量。 
其次，施加在球体上的流体压力与球体半径平方成正比。采用大尺寸玻

璃球将增加测量过程中的有效信号，提高信噪比。 
另外，大尺寸玻璃球的应用将减小施加在微悬臂上的流体压力引起的微

悬臂形变。当微悬臂带动玻璃球向样品表面逼近时，微悬臂体与样品表面之

间的流体将同时受到挤压，施加于微悬臂自身的流体压力可以表示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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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 微悬臂长度； 
 w —— 微悬臂宽度； 
 v —— 微悬臂运动速度； 
 α —— 微悬臂工作过程中的倾斜角度； 
 β —— 系数，可以表达为 )sin/( αβ LD= 。 

由式(5-7)可以看出，施加在微悬臂上的流体压力 Fbeam 随着微悬臂与样品表

面之间分离距离 D 的增加而减小。当采用大尺寸的玻璃球时，微悬臂与样

品之间的分离距离也将相应增加，因此作用在微悬臂上的流体压力也会相应

减小。 
同纳米气泡研究，本章采用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进行滑移长度测量。为

实现流体挤压实验，将直径大约为 40 µm 的苏打石灰玻璃球 (9040, Duke 
Sci. Corp., Palo Alto, CA)用环氧树脂胶(Araldite, Bostik, Coubert, France)粘在

氮化硅矩形微悬臂(ORC8, Veeco)梁末端。在苏打石灰玻璃片上用静态液滴

法进行接触角测量，得到的接触角为 20.3±1.5°。因此，苏打石灰玻璃是亲

水材料。 
为得到带玻璃球的 AFM 微悬臂梁，本文在光学显微镜 (Optiphot-2, 

Nikon)下利用自制三维微操纵台将玻璃球粘在微悬臂末端。通常采用无针尖

的微悬臂梁制作带玻璃球的探针。但是当玻璃球尺寸远大于探针针尖高度

时，也可以应用一般微悬臂梁制作带玻璃球的探针。由于本文将采用的玻璃

球尺寸较大，而微悬臂探针针尖高度较小（约为 3 µm），所以，本文将采用

带针尖的微悬臂梁制作探针，其制作过程如图 5-2 所示。 
首先使用双面胶将微悬臂梁固定在一薄板(如硅片)的末端，旋转微悬臂

梁使探针朝下，随后将带着微悬臂的薄板固定在三维微操作台上。取两个玻

璃片，在其中一片上放置环氧树脂胶，而在另外一片上喷洒苏打石灰玻璃

球。将带环氧树脂的玻璃球置于显微镜下，调整三维微操纵台，使微悬臂探

针恰好处于环氧树脂上方，如图 5-2 a)所示。接着调整显微镜工作台，在玻

璃片的带动下，环氧树脂胶向微悬臂探针针尖缓慢移动，直至两者相互接

触，如图 5-2 b)所示。这时，少量环氧树脂胶将被涂抹在微悬臂探针针尖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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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定位环氧树脂胶      b)涂抹环氧树脂胶 

    a) Locating epoxy glue         b) Picking epoxy glue 

 
    c)定位目标玻璃球              d)拾取目标玻璃球 

          c) Locating a target glass sphere    d) Picking up the glass sphere 

图 5-2 将玻璃球粘在微悬臂末端过程示意图 

Fig. 5-2 Schematic of gluing a glass sphere to the end of a cantielver 

调整工作台，使微悬臂探针远离玻璃片。将带环氧树脂的玻璃片从显微

镜工作台上取下，将带玻璃球的玻璃片放置在显微镜工作台上。调整显微镜

工作台，并确定要粘取的目标玻璃球，如图 5-2 c)所示。调整三维操作台，

使微悬臂探针恰好在玻璃球上方，调整操作台高度，使带环氧树脂胶的微悬

臂探针针尖向玻璃球缓慢移动，直至将球粘在微悬臂末端，缓慢提升微悬

臂，如图 5-2 d)所示。将微悬臂从薄片上取下，待玻璃球牢固后即可使用。

将玻璃球粘好后，分别应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进行扫描，得到如图 5-3
所示侧视图和正视图。图 5-3 a)为一带玻璃球的探针的侧视图，图 5-3 b)为
在 SEM 下扫描得到的正视图。 

在应用以上探针进行滑移长度测量之前，需要确定微悬臂弹性系数。本

文首先在将玻璃球粘在微悬臂末端，随后采用热噪音法进行弹性系数测量
[135]。在通过热噪音确定微悬臂弹性系数的方法中，需要测量微悬臂梁在热

噪音驱动下在其固有频率附近的振动幅值及振动的质量因数。本实验采用锁

相放大器 (Model 7280, AMETEK Inc. Oak Ridge, TN)采集微悬臂热噪音频谱

信息，通过对得到的频谱进行拟合，得到微悬臂谐振频率以及振动的质量因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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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样品制备 

本文分别在亲水、疏水和超疏水表面测量滑移长度。云母作为亲水表

面，其接触角约为零。为制备其余两个表面，将液态环氧树脂试剂

(Epoxydharz L®, No. 236349, Conrad Electronics, Hirschau, Germany)以及固化

剂(Harter S, Nr 236365, Conrad Electronics, Hirschau, Germany)混合均匀，然

后采用铸模的方法制作光滑的环氧树脂表面，用作疏水以及超疏水表面的基

底 材 料 。 疏 水 以 及 超 疏 水 表 面 分 别 通 过 alkane n-hexatriacontane 
(CH3(CH2)34CH3) (purity of ≥99.5%, Sigma-Aldrich, USA) 以 及 荷 叶 腊

(nonacosane-10,15-diol and nonocosan 10-ol)在环氧树脂基底上通过热蒸发法

自组装而成。下面将介绍其制作过程。 

 

a)侧视图          b)正视图 

a) Side view                 b) Front view 

图 5-3 探针的光学显微镜和 SEM 图 

Fig. 5-3 Optical microscopy image and SEM image of the probe 

首先将平滑的环氧树脂基底放入一真空腔中，腔内大气压约为 4 kPa。
分别将 500 µg n-hexatriacontane 树脂与 2000 µg 荷叶腊置于一发热片上。将

环氧树脂调整至发热片上方大约 2 cm 处，加热发热片至 120°C，此时树脂

与荷叶腊开始蒸发，附着在环氧树脂基底表面。随后，将带有 n-
hexatriacontane 的样品置于室温下三天，使树脂结晶产生纳米结构[136]。此

后，将样品置入烤箱中加热至 85°C 保持三分钟，后将样品迅速移至 5°C 冰

箱中停止疏水表面的再结晶过程。这样就完成了疏水表面的制备，其接触角

大约为 91 ± 2.0 º。对于由荷叶腊制作而成的样品，将其置入结晶室中 7
天，保持温度为 50°C 并且导入乙醇气体，将会在样品表面生成管状纳米结

构，所制作的超疏水样品的接触角为 167 ± 0.7º。 
在样品制备完后，使用敲击模式 AFM 分别对亲水，疏水以及超疏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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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扫描成像，设置扫描尺寸为 5 µm × 5 µm，扫描载荷为 95%的自由振

动幅值，得到如图 5-4 所示 AFM 图像。经测量，三个样品表面的 Rq 粗糙度

分别为 0.2 nm，11 nm 和 178 nm。 

 
  a)亲水表面         b) 疏水表面           c)超疏水表面 

   a) Hydrophilic surface       b) Hydrophobic surface    c)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图 5-4 亲水、疏水和超疏水表面在空气中的 AFM 图像 

Fig. 5-4 AFM images of hydrophilic, hydrophobic an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in air 

5.4 接触模式 AFM 滑移长度测量 

本节将对现有的接触模式 AFM 滑移长度测量技术进行改进，应用改进

的技术分别在亲水、疏水和超疏水表面测量滑移长度。 

5.4.1 测量原理 

图 5-5 左图为应用接触模式 AFM 测量滑移长度的示意图。半径为 R 的

球粘在 AFM 微悬臂末端。样品在压电陶瓷管的驱动下以较高速度向玻璃球

运动。在球体与样品表面之间的液体将会被挤压出两者之间的空隙。随着固

液界面的边界条件不同，受挤压的液体的速度场分布也将不同，如图 5-5 
右图所示。如果在样品表面与流体之间无边界滑移，流体速度将在固液接触

面上减小为零。反之，如果在流体与固体表面之间存在边界滑移，则流体流

速将增大。 
在样品表面向玻璃球接近过程中，受挤压的液体会反作用于球体，产生

流体压力。实验过程中，流体压力可以通过测量 AFM 微悬臂偏转获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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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样品表面之间的分离距离则可以通过测量压电陶瓷管位移测得。实验测

得流体压力随分离距离 D 变化的数据后，根据方程(1-3)，(1-4)和(1-5)即可

确定滑移长度值 b。 
为得到滑移长度 b，通常对实验测得的数据进行 小二乘拟合。根据样

品与固体球的材料，可以分别采用方程(1-3)和(1-4)，或者(1-3)和(1-5)的组

合方式。在这些方程中，黏度 η 已知，而球半径 R 可以通过光学显微镜或

SEM 精确测量。因此，只有滑移长度为未知变量，通过拟合即可求出滑移

长度值。 

 

图 5-5 接触模式 AFM 滑移长度测量及速度场分布示意图 

Fig. 5-5 Schematic of slip length measurement with contact AFM and corresponding 

velocity profiles 

然而，在进行数据拟合前，需要对实验测量数据进行处理，消除微悬臂

弯曲对球体与样品间测量距离以及逼近速度的影响，并确定静电力以及作用

在微悬臂上流体压力对所测量的玻璃球上流体压力的影响。将微悬臂探针的

竖直偏转分量与测量得到的压电陶瓷信号相叠加即可得到玻璃球与样品之间

实际的分离距离，对所得到的分离距离进行时间上的微分即可得到真实的接

近速度。 
综上所述，采用接触模式 AFM 进行滑移长度测量的步骤可以分为：(1)

确定玻璃球-样品实际分离距离以及逼近速度；(2)确定由静电力引起的微悬

臂偏转量；(3)确定由作用在微悬臂上的流体压力产生的偏转量；(4)将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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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以及作用在微悬臂上的流体压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从总的偏转信号

中去除，将所得的偏转信号与微悬臂的弹性系数相乘， 终得到实际的流体

压力随分离距离变化的数据。对数据进行非线性 小二乘拟合，即可得到偏

移长度信息。 

5.4.2 静电力引起微悬臂偏转确定方法 

本文提出双低速逼近法确定由施加在玻璃球上的静电力所引起的微悬臂

偏转分量。在双低速逼近法中，分别采用两个较低的速度使样品表面向玻璃

球逼近。在逼近过程中静电力不随逼近速度变化，而流体压力正比于逼近速

度，因此，结合两种不同逼近速度下的信号，可以确定由静电力引起的微悬

臂偏转分量。 
假设所采用的速度分别为速度 1 和速度 2，其中速度 2 为速度 1 的两

倍。选择低速逼近是为了减少作用在玻璃球上的流体压力，使得在逼近过程

中微悬臂的形变主要由静电力引起。对于速度 1，微悬臂总的偏转信号可以

表示为 

elechydro SSS += 1_1       (5-9) 

式中 S1     —— 速度 1 逼近时测量得到的总微悬臂偏转信号； 
  Shydro_1 —— 速度 1 逼近时流体压力产生的微悬臂偏转信号分量； 
  Selec   —— 由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信号。 
对于速度 2，总的偏转信号可以表示为 

elechydro SSS += 2_2       (5-10) 

式中 S2    —— 速度 2 逼近时测量得到的总微悬臂偏转信号； 
  Shydro_2—— 速度 2 逼近时流体压力产生的微悬臂偏转信号分量。 

由于速度 2 为速度 1 的 2 倍，根据方程(1-3)，流体压力正比于接近速

度，因此，有以下关系式成立， 

1_2_ 2 hydrohydro SS =       (5-11) 

联立方程(5-9)至(5-11)，由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可以表达为 
212 SSSelec −=          (5-12) 

因此，对速度 1 和速度 2 下测量得到的信号根据式(5-12)进行处理，即可得

到由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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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亲水表面滑移长度测量 

亲水表面上固液界面边界条件的研究是边界滑移研究的基本问题，而目

前对于亲水表面是否存在边界滑移，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议。本节将改进现

有的接触模式滑移长度测量技术，应用改进的技术在亲水表面进行滑移长度

测量。采用的玻璃球的直径为 42.4±0.8 µm，经测量，微悬臂的弹性系数为

1.5±0.1 N/m。 
5.4.3.1 静电力分量确定 

为确定图 5-4 a)中所示的亲水表面向玻璃球逼近时的静电力分量，本文

所选择的速度 1 和速度 2 分别为 0.4 以及 0.8 µm/s。实验测量直接得到 AFM
微悬臂偏转信号随压电陶瓷管位移变化的曲线。将微悬臂偏转信号与压电陶

瓷管位移信号相叠加，即得到在接近速度分别为 0.4 以及 0.8 µm/s 时微悬臂

总偏转信号随玻璃球-样品表面分离距离的变化曲线，如图 5-6 所示。图 5-6 
b)中曲线为图 5-6 a)中方框所选区域局部放大图。 

从图 5-6 中放大区域可以看出，逼近速度为 0.8 µm/s 时得到的微悬臂偏

转信号略大于逼近速度为 0.4 µm/s 时得到的数值。这是因为 0.8 µm/s 的逼

近速度下得到的流体压力要大于 0.4 µm/s 时的流体压力，而静电力相同。

对以上两个信号采用式(5-12)计算，得到完全由静电力产生的微悬臂偏转分

量，如图 5-6 b)所示。 
为验证以上信号处理，图 5-6 a)同时显示了单独由流体压力引起的微悬

臂偏转量。因为逼近速度非常低，相对于总的偏转信号而言，单独由流体压

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量比较小。这也说明在测量过程中静电力是引起微悬臂

偏转的主要因素，证实了实验速度选择的正确。通过流体压力分量曲线可以

看出，速度为 0.8 µm/s 的流体压力产生的偏转信号大约为速度为 0.4 µm/s
时流体压力分量的 2 倍。 

为测量滑移长度，实验将在较高的逼近速度下首先测量微悬臂总的偏转

信号随分离距离的变化曲线，随后，在总信号中减去以上计算得到的单独由

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 终得到在高速逼近下单独由流体压力引起

的微悬臂偏转量。 
5.4.3.2 流体压力分量以及实际接近速度的确定 

一旦静电力分量确定后，采用 28 和 56 µm/s 的较高逼近速度在云母表

面测量滑移长度。样品表面在进给和收缩运动中微悬臂偏转信号随分离距离

的关系分别如图 5-7 a)和 b)所示。对实际的分离距离关于时间进行微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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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际的逼近速度，如图 5-7 中小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靠近样品表

面位置，由于流体压力增大，微悬臂偏转随之加大，使得玻璃球向远离样品 

 
a) 微悬臂偏转信号 

a) Cantilever deflection signal 

 
b) 局部放大图 

b) Enlarged curves of the selected area 

图 5-6 双低速逼近实验数据 

Fig. 5-6 Experimental data obtained with two low approach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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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方向运动，而压电陶瓷管的进给速度保持恒定，因此玻璃球与微悬臂之

间的相对速度随着分离距离的减小而减小。而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将使得

计算得到的流体压力小于实际值，直接导致错误的实验结论。 

 
a) 逼近速度为 28 µm/s 

a) Approach velocity of 28 µm/s 

 
 

b) 逼近速度为 56 µm/s 

b) Approach velocity of 56 µm/s 

图 5-7 微悬臂偏转随分离距离变化曲线 

Fig. 5-7 Cantilever deflection as a function a separation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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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总的微悬臂偏转信号后，将由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值从

总信号中去除，即可得到单独由流体压力引起的信号分量，如图 5-7 所示。

可以看出，56 µm/s 接近速度下测量得到的由流体压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

量要远大于 28 µm/s 速度下测得的数值。 
除了静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外，还需要考虑由微悬臂自身的流体

压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图 5-7 中，在远离样品表面位置，进给和收缩

运动曲线之间的距离大小反映了由微悬臂自身感受到的由流体压力引起的微

悬臂偏转值大小。由于这部分信号与速度成正比，因此，在 56 µm/s 逼近速

度下测得的信号要大于在 28 µm/s 速度下测得的数值。为得到完全由微悬臂

自身所受流体压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信号，需要将探针抬高至远离样品表面

的位置，以相同速度做流体挤压实验，此时探针的偏转信号不随压电陶瓷竖

直方向位置改变而改变，可以近似看作是由作用在微悬臂上的流体压力单独

引起的。将测得的信号从图 5-7 中的去除静电力分量之后的信号中消除，即

得到单独由作用在玻璃球上的流体压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 
5.4.3.3 亲水表面上的非滑移边界条件 

经过以上数据处理后，即可得到单独由作用在玻璃球上的流体压力引起

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将此微悬臂偏转值与微悬臂弹性系数相乘，得到作用在

玻璃球上的流体压力，如图 5-8 中各数据点(每 20 个数据取一点)所示。 

 

图 5-8 流体压力随分离距离变化曲线及其拟合曲线 

Fig. 5-8 Hydrodynamic force as a function a separation distance and corresponding fitting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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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样品表面与玻璃球都是亲水表面，因此使用方程(1-3)和(1-5)对所

得的流体压力数据进行拟合，得到的拟合曲线如图 5-8 中实线所示。对 28
和 56 µm/s 逼近速度下的数据进行拟合得到的滑移长度分别为 1.6±1.5 和

0.7±1.0 nm。可以看出，测量得到的滑移长度值非常小，与误差范围相当。

因此，可以判定在亲水表面固液接触面满足非滑移边界条件。 

5.4.4 疏水和超疏水表面滑移长度测量 

通过以上实验，本文对现有的接触模式 AFM 边界滑移测量技术进行了

改进，并应用改进的测量技术在亲水表面得到非滑移边界条件。在接下来的

内容里，本文将应用改进的接触模式 AFM 法在疏水以及超疏水表面测量滑

移长度，探索材料疏水性对边界滑移影响。 
由于超疏水表面粗糙度值通常比较高，而粗糙度同时是影响边界滑移的

一个因素，因此，在通过实验研究表面疏水性对边界滑移影响时，很难排除

粗糙度对于测量结果的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虚拟固液接触面

法，排除表面粗糙度对于边界滑移长度测量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将探讨玻

璃球向样品表面的逼近速度对滑移长度测量的影响。 
由于在疏水以及超疏水表面上，流体压力预计比在亲水表面低，这里采

用较低弹性系数的微悬臂梁进行滑移长度测量，采用热噪声法测得的弹性系

数约为 0.16±0.02 N/m，实验选取的玻璃球的直径为 41.7±0.7 µm。 
5.4.4.1 流体压力测量以及粗糙度处理 

图 5-9 a)为在疏水和超疏水表面以 28 µm/s 的逼近速度进行流体挤压实

验得到的微悬臂偏转信号随压电陶瓷竖直方向位移变化的实验曲线。图中同

时给出了在亲水表面数据的数据，用于与疏水和超疏水表面数据进行比较。 
用同样的方法对图 5-9 a)中各表面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单独由流

体压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将其与微悬臂梁弹性系数相乘，得到流体压

力随玻璃球与样品表面之间分离距离变化的曲线，如图 5-9 b)所示。在每个

样品表面上，流体压力随着分离距离的减少而逐渐增加。在相同分离距离

处，疏水表面上流体压力明显小于亲水表面上的流体压力，而超疏水表面上

的流体压力又小于疏水表面上的流体压力。 
对于图 5-9 b)所示的疏水与超疏水表面，在进行数据拟合之前需要对分

离距离进行额外处理以消除粗糙度对测量的影响。相比较于亲水表面而言，

疏水以及超疏水样品表面较为粗糙，存在一些表面突起和沟状表面结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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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样品表面逼近时，玻璃球会在表面突起结构上与样品发生硬接触。而处于

这些突起结构之间的液体将减小作用在玻璃球上的流体压力，使测量得到的 

 
a) 微悬臂偏转随压电陶瓷位移变化曲线 

a) Cantilever deflection as a function of piezo tube displacement 

 
b) 流体压力随分离距离变化曲线 

b) Hydrodynamic force as a function of separation distance 

图 5-9 不同润湿性表面测量得到的微悬臂偏转及流体压力 

Fig. 5-9 Cantilever deflection and hydrodynamic force on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wet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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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压力小于在光滑表面上得到的流体压力值，表现为边界滑移程度的提

高。然而，这是由于表面粗糙度引起的，不能真实体现固液界面的边界条

件。尤其在探索表面润湿性对边界滑移影响时，需要消除粗糙度对测量影

响，而目前还没有相应方法。 
为探索样品疏水性对固液界面边界滑移的影响，本文提出虚拟固液接触

面法用来消除表面粗糙度对测量的影响。由于样品表面的中心面把样品表面

轮廓分成上下两部分，这两部分表面轮廓与中心面之间所组成的体积相等。

本文把样品表面的中心面作为实际计算滑移长度时玻璃球与样品表面发生接

触的位置，称之为虚拟固液接触面。 
在样品表面的测量区域内，首先计算每条扫描线上峰-中心面距离，将

在各扫描线上计算得到的峰-中心面距离进行相加平均，将得到的平均值作

为实际测得的接触位置与计算接触位置的偏移距离。对于疏水和超疏水表

面，本文对 AFM 扫描得到的表面形貌数据进行处理，分别得到了 34 nm 和

185 nm 的偏移距离。将所得的偏移距离与图 5-9 b)中得到的分离距离相加，

即得到实际数据拟合所需的分离距离。 
5.4.4.2 滑移长度值及其与逼近速度的非相关性 

根据 5.4.3 中的测量结果，在亲水表面上不存在边界滑移。在得到流体

压力随分离距离的变化曲线后，假设在玻璃球与水的界面不存在边界滑移，

而在样品表面与水的接触界面存在边界滑移，对疏水以及超疏水表面的实验

数据应用方程(1-3)和(1-4)进行拟合，拟合后的数据分别如图 5-10 a)和 b)所
示。 

图 5-10 中实线为拟合曲线，数据点为测量得到的流体压力数据(每 20
个数据取一个点 )。在疏水以及超疏水表面拟合得到的滑移长度分别为

44±10 nm 和 257±22 nm，数据显示边界滑移随样品表面的疏水性增加而增

加。 
Craig 等人[91]以及 Zhu 和 Granick[89]分别应用接触模式 AFM 和 SFA 以

不同逼近速度测量固液界面滑移长度，发现滑移长度随逼近速度的增加而增

大。为探讨流体挤压实验中逼近速度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本文应用 56 
µm/s 的逼近速度分别在疏水及超疏水表面上进行滑移长度测量，其实验曲

线如图 5-10 所示。 
图中 FLow 与 FHigh 表示在各表面上分别以 28 µm/s 和 56 µm/s 的速度逼

近样品表面得到的流体压力。对每个表面，图 5-10 同时给出 28 µm/s 逼近

速度下测量的实验数据的 2 倍值曲线，将其与在 56 µm/s 逼近速度下测量得



第 5 章 固液界面滑移长度测量方法的研究 

- 85 - 

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个曲线完全重合，证明应用 AFM 在固液接

触面上测量得到的滑移长度与逼近速度的选择无关，这点与 Craig 以及 Zhu
等人得出的边界滑移与逼近速度有关的结论相反。 

 
  a) 疏水表面 

  a) Hydrophobic surface 

 

b) 超疏水表面 

b)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图 5-10 疏水及超疏水表面滑移长度测量 

Fig. 5-10 Slip length measurement on hydrophobic an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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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敲击模式 AFM 滑移长度测量 

在接触模式滑移长度测量中，需要考虑微悬臂自身偏转对分离距离和

逼近速度的影响，实验数据后期处理较为复杂。为简化测量，本文提出采用

敲击模式 AFM 测量滑移长度。在应用敲击模式 AFM 进行滑移长度测量

中，样品以非常低的速度逼近玻璃球，同时，探针带动玻璃球以其谐振频率

进行振动。微悬臂探针的振动幅值和相位信号被用来计算施加在玻璃球上的

流体动力阻尼系数，应用得到的阻尼系数计算滑移长度。在敲击模式 AFM
方法中，微悬臂探针的偏转信号被用来确定玻璃球与表面之间硬接触位置。

粘在微悬臂末端的玻璃球直径为 42.4±0.8 µm，而微悬臂探针弹性系数为

1.5±0.1 N/m。 

5.5.1 测量原理 

如图 5-11 所示，在应用 AFM 敲击模式测量边界滑移方法中，平面样品

表面以非常低的速度逼近半径为 R 的玻璃球。不同于接触模式下静止放置

的玻璃球，在敲击模式 AFM 法中，微悬臂带动玻璃球在外力激励作用下以

其固有频率振动。这时，微悬臂与玻璃球之间的距离也将发生振荡变化，并

引起作用在玻璃球上的流体压力以及玻璃球与样品表面之间流体速度场的振

荡变化。在样品向玻璃球逼近过程中，玻璃球与样品表面之间流体速度场振

幅如图 5-11 右侧图所示。 

 

图 5-11 敲击模式 AFM 滑移长度测量及速度幅值场分布示意图 

Fig. 5-11 Schematic of slip length measurement with contact AFM and corresponding 

profiles of amplitude of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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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用敲击模式 AFM 滑移长度测量，将方程(1-3)改写为 

dt
dD

dt
dD

D
RfF HH γηπ −=−=

26*      (5-13) 

式中 γH —— 流体动力阻尼系数，其它参数与方程(1-3)相同。当样品表面

向粘在微悬臂末端并且振动的玻璃球逼近时，作用在微悬臂上的总阻尼系数

γtot 可以表示为 

0γγγ += Htot        (5-14) 
式中 γ0 —— 基本阻尼系数，与样品和玻璃球之间分离距离无关。当微悬

臂以其固有频率振动时，总阻尼系数与基本阻尼系数之间满足以下关系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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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0 —— 微悬臂远离表面时在外部激励下的自由振动幅值； 
A  —— 在任意位置微悬臂震动幅值； 
Q0 —— 微悬臂在远离样品表面时的质量因数； 
φ  —— 在任意位置的相位偏移。 

当微悬臂梁在远离样品表面位置并被以振幅为 Ad 的压电陶瓷组件激励时，

微悬臂振动幅值 Aω与激励频率 ω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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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ω0 —— 微悬臂固有频率。通过上式，微悬臂固有频率与质量因数可

以通过对实验测得的微悬臂的频率与幅值之间的关系进行拟合得到。 
 通过方程(5-15)可以看出，流体动力阻尼系数与分离距离之间的关系可

以通过测得的振幅与相位数据得到。然后，联立方程(5-13)与(1-4)或(5-13)
与(1-5)对计算得到的阻尼系数进行拟合，则可得到滑移长度数据。通过实

验测量振动幅值 A 和相位偏移随分离距离的数据，将数据代入方程(5-15)，
即可得到流体动力阻尼系数随分离距离的变化曲线。 

为得到微悬臂梁的固有频率以及质量因数，在包含其固有频率的频率范

围内激励微悬臂，采用锁相放大器或频谱分析仪分析得到的频谱信号，即微

悬臂振动幅值随驱动频率的关系。然后应用方程(5-16)对数据进行拟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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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悬臂的固有频率和质量因数。随后，应用微悬臂固有频率驱动微悬臂梁上

下振动。当玻璃球在远离样品表面振动时所对应的振动幅值为 A0，所对应

的相位值则可以做为微悬臂振动的基准相位。为减小测量过程中的流体压

力，样品以小于 0.2 µm/s 的速度向玻璃球逼近。在样品向玻璃球逼近过程

中，应用锁相放大器(Model 7280, AMETEK Inc. Oak Ridge, TN)同时记录微

悬臂振动幅值以及相位信息。 
与接触模式 AFM 相比较，敲击 AFM 方法下的数据处理过程较为简

单。通过微悬臂的偏转信号的变化可以直接得到实际接触位置，进而确定玻

璃球与样品表面之间的分离距离。然而，由于用于计算流体动力阻尼的方程

由简单谐振子模型推导而来，当分离距离小于 200 纳米时，阻尼系数变得非

常大，微悬臂的高阶振动不能忽略。因此，当分离距离小于 200 nm 时，阻

尼系数不能够通过方程(5-15)计算得到。 

5.5.2 振幅、相位与微悬臂偏转信号测量 

为得到微悬臂的谐振频率以及质量因数，本文采用 6 kHz 至 14 kHz 的

频率在玻璃球远离样品表面时激励微悬臂，得到其振动幅值与频率之间的关

系，如图 5-12 所示。 

 

图 5-12 AFM 振动幅值随激励频率变化的实验及其拟合曲线 

Fig. 5-12 Excitation spectra and corresponding fitting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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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数据点表示实验测量得到的振动幅值，而实线为拟合曲线。应用

方程(5-16)对数据进行拟合，得到质量因数以及微悬臂固有频率分别为 5.2 ± 
0.2 和 11.7 ± 0.1 kHz。记录下微悬臂在远离样品表面时的自由振动幅值和

相位信号。为减少玻璃球向表面逼近过程中产生的流体压力，从而减少微悬

臂偏转量，本文采用 0.16 µm/s 的逼近速度使样品表面向玻璃球逼近。在逼

近过程中，用锁相放大器记录微悬臂振动的幅值和相位信号。这里需要注

意，方程(5-15)为简单谐振子模型，为使用此模型，要求微悬臂振动幅值远

远小于测量范围大小。本文选择微悬臂振动幅值约为 2.8 nm，远远小于约

为 4000 nm 的测量范围。 
在亲水、疏水以及超疏水表面上的幅值和相位信号随压电陶瓷管位移的

变化曲线如图 5-13 所示。微悬臂振动幅值与相位信号都随着压电陶瓷位置

的减小而减小，表明流体压力阻尼系数逐渐增加。此外，亲水表面上的幅值

信号随压电陶瓷位置的变化比在疏水表面和超疏水表面更加剧烈，表明在亲

水表面上流体压力阻尼系数要高于后者。 
在敲击模式中微悬臂偏转信号中的作用与其在接触模式 AFM 中不同。

在接触模式中，微悬臂偏转信号被用来计算流体压力，同时需要考虑微悬臂

偏转信号对玻璃球与样品表面分离距离的影响。而在在敲击模式 AFM 中，

由于逼近速度很低，从而微悬臂偏转信号较低，因此微悬臂偏转信号可以直

接被用来确定接触玻璃球与样品表面硬接触的接触位置，微悬臂偏转信号发

生转折的位置即可被认为是球体与样品发生硬接触的位置，如图 5-13 b)所
示。同时，在逼近过程中压电陶瓷的位移也可以直接作为玻璃球与样品表面

之间的分离距离。 

5.5.3 阻尼系数及滑移长度确定 

将以上测量得到的微悬臂振幅和相位信号随分离距离变化的曲线代入方

程(5-15)，得到总的流体动力阻尼系数随玻璃球与样品之间分离距离的变化

曲线，如图 5-14 a)所示。 
当分离距离大于 200 nm 时，总阻尼系数按照亲水、疏水以及超疏水的

顺序逐渐减小，说明边界滑移程度随着样品表面疏水性的提高而增强。而在

分离距离小于 200 nm 的位置，计算得到的阻尼系数随距离减小而迅速减

小。如前所述，由于方程(5-15)是基于简单谐振子振动模型推导而来。当分

离减小时，阻尼系数将迅速增大，微悬臂的质量因数小于 1，方程(5-15)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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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适用。为准确计算，本文对分离距离大于 500nm 的数据进行拟合。 

 
a) 振幅信号 

a) Amplitude 

 
b) 相位和微悬臂偏转信号 

b) Phase and cantilever deflection signal 

图 5-13 敲击模式滑移长度测量数据 

Fig. 5-13 Experimental data in tapping mode AFM measurement of slip length 

同接触模式 AFM 滑移长度测量，由于疏水以及超疏水表面粗糙度较

高，需要对测量得到的分离距离进行调整。在对流体动力阻尼系数进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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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分别将 34 和 185 nm 的分离距离与实验测量得到的分离距离相加，

得到不同表面上流体动力阻尼系数随分离距离变化的数据，如图 5-14 b)。 

 
a) 总相对阻尼系数 

a) Total relative damping coefficient 

 
b) 拟合曲线 

b) Fitting curves 

图 5-14 流体动力阻尼系数及其拟合曲线 

Fig. 5-14 Hydrodynamic damping coefficient and corresponding fitting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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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云母与水的接触面上不存在边界滑移，采用方程(5-13)并令 f*=1
对在云母表面上得到的数据进行拟合，得到其拟合曲线。发现在云母表面，

拟合曲线能够很好地与实验数据吻合，进一步证实非滑移边界条件在亲水表

面仍然成立。而对疏水和超疏水表面，假设在玻璃球上无边界滑移，而在样

品表面上存在边界滑移，采用方程(5-13)与方程(1-4)的组合对数据进行拟

合，分别在疏水和超疏水表面得到 43±10 nm 和 236±18 nm 的滑移长度。 
表 5-1 总结了样品表面性质以及分别由接触模式和敲击模式 AFM 方法

测量得到的滑移长度值。对于疏水和超疏水表面而言，用这两种方法得到的

滑移长度值非常接近。本文在疏水表面上测得的滑移长度值与应用 PIV 方

法测得的滑移长度值近似[138]。而对于超疏水表面，采用不同方法，如 PIV
法，AFM 法和流变仪法得到的数据差别比较大，从 100 nm 至几个

µm[27,85]。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的测量过程可以看出，接触模式和敲击模式 AFM 边

界滑移测量方法各有优劣。在接触模式 AFM 法中，需要充分考虑微悬臂偏

转对分离距离以及逼近速度的影响，使得数据处理过程复杂，数据处理的不

当将导致错误的结论。在敲击模式 AFM 法中，由于逼近速度很低，可以忽

略流体压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简化数据处理过程。然而从有效测量范

围来讲，接触模式法要优于敲击模式法。在接触模式中，当分离距离小于

100 甚至 10 nm 时，数据仍然有效，这对于在纳米尺度上研究边界滑移至关

重要。然而，在敲击模式 AFM 法中，在接近样品表面位置，计算所依赖的

模型不再适用。 
表 5-1 滑移长度测量结果 

Tab. 5-1 Measured slip length 

表面种类 Rq 粗糙度
(nm) 

平均峰-中心

面距离 
(nm) 

接触角 (deg) 
接触模式 
滑移长度 

(nm) 

敲击模式

滑移长度 
(nm) 

亲水表面 0.20 ±0.01 0.40 ± 0.01 ~ 0 ~ 0 ~ 0 
疏水表面 11.0 ± 0.3 34 ± 1 91 ± 2.0 44±10 43±10 

超疏水表面 178 ± 5 185 ± 5 167 ± 0.7 257±22 236±18 

5.6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关系实验验证 

本文在本章第二节中推导了纳米气泡与滑移长度之间关系的简单模型，

这一节将采用敲击模式 AFM 对纳米气泡进行成像，结合纳米气泡尺寸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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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密度验证第二节中的模型。图 5-15 为应用 AFM 进行滑移长度测量时纳米

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关系示意图。 

 

图 5-15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关系示意图 

Fig. 15 Schematic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obubbles and boundary slip 

本文采用敲击模式 AFM 在去离子水中分别对三个样品进行扫描成像。

应用 95%的振动幅值扫描，在云母表面没有观察到任何表面结构，如图 5-
16 a)所示。然后再采用 85%的振动幅值对表面进行成像，得到如图 5-16 b)
所示 AFM 图像。比较两次成像，没有发现任何改变。 

 

    a) 95%振动幅值         b) 85%振动幅值 

           a) 95% setpoint                  b) 85% setpoint 

图 5-16 亲水在水中 AFM 图像 

Fig. 5-16 AFM image of hydrophilic surface i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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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疏水表面，当进行 95%的振动幅值扫描时，发现冠状突起分布在

整个表面，如图 5-17 a)所示。其表面宽度和高度分别约为 150 nm 和 6 nm。

为确认这些物体是否为纳米气泡，在应用 85%的振动幅值进行扫描后再次

应用 95%的振动幅值扫描，发现在整个样品表面球冠状突起尺寸变大，同

时，其分布密度降低，如图 5-17 b)所示。 

 
    a) 95%振动幅值      b) 85%振幅扫描后 95%的振幅扫描 

           a) 95% setpoint          b) 95% setpoint after 85% setpoint scan 

图 5-17 亲水表面在水中 AFM 图像 

Fig. 5-17 AFM image of hydrophilic surface in water 

由于超疏水表面过于粗糙，无法应用 AFM 进行纳米气泡成像。这里将

结合图 5-17 a)中纳米气泡的尺寸和分布密度来校验方程(5-6)对应的模型是

否对疏水表面成立。 
图 5-17 a)中，纳米气泡的高度 Hb 大约为 6 nm，通过计算，纳米气泡大

约覆盖 20%的样品表面面积，即φ =0.2，取水和空气的黏度分别为 ηw =851.5 
µPa s 和 ηa = 18.6 µPa s，将以上数值代入方程(5-6)，在疏水表面上得到由

纳米气泡引起的理论滑移长度值为 53.7 nm。这与通过接触模式测量得到的

44 nm 和敲击模式得到的 43 nm 的滑移长度值接近。 
从以上实验以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纳米气泡的存在能够产生边界滑

移。对疏水表面，纳米气泡的存在可以通过敲击模式 AFM 液体中成像得

到，从而验证理论模型。由于材料的疏水性有利于纳米气泡的形成，因此，

可以推断超疏水表面是通过增加样品表面纳米气泡的分布密度以及尺寸来提

高边界滑移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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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当前采用接触模式 AFM 测量边界滑移时，静电力和表面粗糙

度影响测量结果的问题，采用双低速逼近法和虚拟固液接触面法分别确定静

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和修正实验测量得到的固液接触面位置，改进现

有方法。针对接触模式 AFM 法滑移长度测量数据处理复杂的问题，提出采

用敲击模式 AFM 法测量滑移长度简化测量过程。应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在亲

水表面、疏水表面及超疏水表面测量滑移长度，研究了表面润湿性与边界滑

移之间的关系，并结合 AFM 测量得到的纳米气泡图像，在疏水表面初步建

立了纳米气泡尺寸和分布密度与滑移长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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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应用 AFM 研究了固液界面纳米气泡与样品基底的相互作用，改进

了接触模式 AFM 边界滑移测量方法并提出采用敲击模式 AFM 法对不同润

湿性表面进行了测量，初步建立了纳米气泡尺寸及分布密度与边界滑移之间

的关系。论文取得了如下创造性研究成果： 
(1) 揭示了纳米气泡在聚苯乙烯表面产生纳米凹痕的机理，并应用纳米

气泡在聚苯乙烯表面产生了纳米凹痕，结果表明纳米气泡较高的内部压强与

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上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分量共同作用引起聚苯乙烯薄膜发

生变形，从而产生纳米凹痕结构。 
(2) 应用改进的微悬臂夹持器对纳米气泡特征进行表征，揭示了沿固液

气三相接触线的线张力对纳米气泡接触角影响机理并计算得到线张力数值。

通过改变 AFM 的扫描参数，观察纳米气泡的尺寸及分布密度变化，确定了

影响纳米气泡成像的实验条件并揭示纳米气泡的聚合过程。 
(3) 针对疏水表面纳米气泡易于聚合的问题，从提高纳米气泡稳定性的

角度出发，提出了纳米气泡非移动性概念；通过理论分析在不同表面结构上

移动纳米气泡所需的初始移动力，建立了纳米凹痕结构和疏水岛状结构提高

纳米气泡非移动性的模型，并在具备纳米结构的聚苯乙烯样品表面实验验证

模型正确性。 
(4) 针对纳米尺度固液气三相接触线动态接触角目前无法测量的问题，

采用 AFM 接触模式下的力—距离曲线，通过比较进给和收缩运动中施加在

探针针尖上表面张力沿竖直方向分量，结合探针-纳米气泡相互作用模型，

实验验证了在纳米尺度下，接触角滞后概念仍然成立，同时也提出了一种纳

米尺度固液气三相接触线动态接触角的可行测量方法。 
(5) 针对当前采用接触模式 AFM 测量边界滑移时，静电力和表面粗糙

度影响测量结果的问题，采用双低速逼近法和虚拟固液接触面法分别确定静

电力引起的微悬臂偏转分量和修正实验测量得到的固液接触面位置，改进了

接触模式 AFM 边界滑移测量方法。同时，提出采用敲击模式 AFM 法测量

滑移长度以简化测量过程。应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在亲水表面、疏水表面及超

疏水表面测量滑移长度，研究了表面润湿性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并结合

AFM 测量得到的纳米气泡图像，在疏水表面初步建立了纳米气泡尺寸和分

布密度与滑移长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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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展望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建立基于纳米气泡的纳米结构化表面制备方法。本文通过纳米气泡

在聚苯乙烯表面得到纳米凹痕结构，为纳米结构化表面制备提供了一种思

路。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需要进一步研究纳米气泡产生纳米凹痕的各种影

响条件，通过改变样品表面物理和化学性质，控制纳米气泡的分布密度以及

尺寸，从而建立一种基于纳米气泡的纳米结构化表面制备方法。 
(2)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实现对纳米

气泡尺寸和分布密度控制的基础上，实验测量对应的滑移长度值，考虑纳米

气泡自身形状和特性对边界滑移的影响，完善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关系

模型。 
(3) 将纳米气泡应用于流体学。结合纳米气泡可控性研究，对微纳米流

体学中的管道进行疏水化处理或生成表面纳米结构，在实际应用中检验纳米

气泡对减小固液界面摩擦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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