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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液体在固体通道内流动时，固体表面会对运动的液体产生一个阻力，随

着机械设备的小型化与微型化，这个阻力的影响会随着通道的表面积与体积之

比的上升而显著增强，于是在微纳尺度下如何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已经成

为机械工程领域热门研究方向之一。 
针对该问题，本文研究了微纳尺度下电场对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影响。

从宏观尺度下聚苯乙烯表面的电润湿效应研究入手，进而研究微观尺度下电

场对固液界面纳米气泡分布特性的影响以及电场对固液界面表面电荷和边界

滑移的影响以建立电场与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之间的关系模型。 
本文以 AFM 为工具，在外加直流和交变电场条件下，研究了宏观尺度下

在平滑的疏水材料聚苯乙烯薄膜表面上液滴的表面张力、接触角和接触角滞

后，分别研究了直流及交变电场下电润湿效应的变化规律。发现了接触角滞后

不随直流电场强度的变化而变化，但随交变电场强度及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现

象，利用固液气三相接触线的力学分析解释了该现象，为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

阻力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途径。 
在微观尺度下，首先分别研究了去离子水、盐溶液、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

中纳米气泡在外加电场下的变化规律，发现了纳米气泡的大小的随外加正向

（由表面指向液滴）电场强度的增加而增大这一不同于宏观下的尺度效应。建

立了一个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该现象。通过对表

面处理的方法使表面电荷密度增加，减小了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增加了纳米

气泡的数量，进一步验证了所建立的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 
建立了一个边界滑移长度的表达式，并开发了一种制备洁净胶体探针的方

法，进而实现了对液体的边界滑移长度更准确、便捷的测量。通过电场中表面

电荷的变化与边界滑移长度的对比验证了边界滑移长度随表面电荷密度的增加

而减小的理论，是该理论的首次实验验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固液界面上固体分

子与液体分子的相互作用力可以影响边界滑移长度的理论，为研究边界滑移产

生机理提供了一个重要实验证据。 
针对气体滑移测量中所存在的争议，建立了一个测量结果与探针振动幅

值不相关且采用较大分离距离的改进的气体边界滑移的实验方法，利用该方

法验证了气体与固体间存在着有限长度的边界滑移，并测量了三种表面上的

空气滑移长度。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 

- II - 

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及实验研究结果，综合分析了电场对接触角滞后、

纳米气泡、边界滑移、电粘度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可以利用外加电

场减小接触角滞后、减小纳米气泡接触角、增大边界滑移长度，减弱电粘度

效应，进而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 
综上所述，本文系统地研究了电场对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的综合影响，认

为外加电场是减小阻力、提高系统效率的一个有效途径。利用电场减小液体在

固体表面流动阻力的方法为微纳机电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 
 

关键词：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纳米气泡；边界滑移；电润湿；电粘度；表面

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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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liquid flow, the solid surface subjects to a drag which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micro/nano mechanical systems which have large surface area to volume 
ratio. The method to reduce the drag in liquid flow is of interest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based on theoretically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a method which can reduce drag in liquid flow by applying electric field 
is developed. The effects of electric field on surface wetting, nanobubbles, 
boundary slip and electroviscosity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Among which, the 
surface wetting, boundary slip and electroviscosity can affect the drag in liquid 
flow directly while the effect of nanobubbles on the drag of liquid flow is not clear 
y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aobubbles and boundary slip was mostly studi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anobubbles on drag of liquid flow.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of boundary slip of air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anobubbles and slip 
length under electric fie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obubbles and boundary slip 
is studie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e effect of nanobubbles on the drag and the 
mechanism of boundary slip are studied as well. 

At the macro scale, the role of electric filed on the interface of solid and liquid 
is mainly reflected on the contact angle and 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which is 
known as electrowetting. The effect of DC and AC electric filed on the contact 
angle and 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are studied resp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verified the electrowetting theoretical model. The 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is found 
to keep constance with changing DC electric filed and change with changing AC 
electric field. The mechanics analysis on the contact line of solid, liquid and air can 
explain the phenomenon which provides an approach to reduce the drag between 
solid and liquid. The study of electrowetting at the macro scale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at the micro scale of the role of electric field on nanobubbles and 
boundary slip. 

At the micro scale, the role of applied electric filed on nanobubbles in DI 
water, saline and oxygen supersaturated saline are studied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diameter of nanobubbles are found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applied voltage 
while the number of nanobubbles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applied voltage. 
This is a scale effect of nanobubbles. A model based on the charge on nanobubbles 
is built to explain the trend. By the pretreatment of the surface, the surface charge 
density increased while the average diameter of nanobubbles decreas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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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nanobubbles increased which further validate the model built in this 
study. 

Develop an expression and a new method to produce clean colloid probe for 
measuring slip length more accurately. Based on the compare of the boundary slip 
and surface charge in electric filed, validate the slip length will decrease when the 
surface charge density decreases, which is the first time confirm this theory by 
experiment. The study result support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interaction force 
between solid molecule and liquid molecule can affect the boundary slip, providing 
an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boundary slip.  

Devolop an improved meathod which can provide more separate distance and 
multiple drive amplitude to measure the boundary slip of air. Prove that the finite 
boundary slip of air is exist.The boundary slip of air on three different surfaces 
were measured as well.  

By summary the previous study and the experiment results of the change of 
CAH, nanobubbles, boundary slip and surface charge under applied electric fie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lied electric field and the drag of liquid flow is 
analyzed, proposed that the drag of liquid flow can be decreased by applying 
electric filed. 

In summary, the role of electric filed on the drag of liquid flow is studied 
systematic. Appling electric field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reduce drag and enhance 
system efficiency. The method of using electric filed to reduce drag in liquid flow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direction for the micro and nano-mechanical system’s 
development. 
 
Keywords: drag in liquid flow, nanobubbles, boundary slip, electrowetting, 

electroviscosity, surfac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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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1.1 课题的研究背景 

纳米科学与技术近年来已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热点之一，纳米科学与技术取

得的研究成果为诸多其它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应运而生

的微机电系统（MEMS）和纳机电系统(NEMS)在生物、化学、医学以及生物

医学领域有着引人瞩目的业绩  [1]。微型医学检测和微型治疗设备就是在微纳

机电系统的基础上成功研发出来的医学设备，现代医疗技术中的靶向给药 [2-

4]、微创治疗和基因分析是微纳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创新应用范例 [5-8]。在这些系

统和设备中，药品或化学试剂在微纳米尺寸通道内的通畅、快速和准确的传送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微纳米尺寸下的流体动力学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 
相对于宏观尺度，微纳米尺寸通道具有内壁表面积与体积之间比例较大的

特点，这个特殊性使得在宏观尺度下可以忽略的固体表面对流体流动的阻力在

微纳米尺度下反而是一个更为重要考量因素。所以，在微纳米尺度下如何控制

和减小流体流动阻力成为微纳科技研究的热点之一，特别在微纳机电系统中有

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利用相关研究成果将有望大幅提升微

纳机电系统的性能。 
传统的流体力学理论认为，在固体和流体的交界面上流体在各个方向上的

速度为零（固液间无相对运动），即传统流体力学中“Navier-Stokes”方程[9-11]

的边界条件。而近来研究发现，在某些条件下的流固交界面上的流动速度并不

等于零（即>0），也就是紧贴固体的那层流体分子相对于固体之间存在相对运

动[10-15]。将这种情况的边界条件称为滑移固体-流体边界条件；而传统理论中

流体在交界面速度为零的边界条件称为非滑移固体-流体边界条件 [16]。显而易

见，研究边界上的滑移对减小流体流动阻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在研

究中已经发现，在以水作为流体的固体表面的润湿性和边界滑移有着密切的联

系，在疏水以及超疏水表面可以观测到边界滑移的现象，且滑移程度的大小也

和润湿性有着一定的联系 [15,17]。由于边界滑移是减小流体流动阻力的一种较

为直接的方法 [18,19]。所以如何测量边界滑移，如何控制和增加边界滑移就具

有非常大的学术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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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扫描隧道显微镜（STM,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和原子力显

微镜（AFM，Atomic Force Microscope）诞生以来，研究人员在更小尺度下进

行的观测实验获取了一些重要实验数据与发现，固液界面上的纳米气泡就是其

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重要成果之一。研究表明，当疏水或超疏水表面被浸入水

或某些其它溶液时，会在固液表面形成球冠状气泡，其尺寸通常在数十纳米到

数微米不等，高度在 5-100 nm 左右，这种气泡被称为固液界面上的纳米气泡
[20-24]。无论是从直观角度还是表面力学分析的角度，纳米气泡改变了固体与

液体的接触面状态，势必对固体对液体的流动阻力产生影响。  
最早关于纳米气泡的报道源于 Israelachvili 和 Pashleyv 的实验[25]，浸在水

中的两个疏水固体表面相互靠近时，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无法用范德华力解释的

长程力。这种作用力的范围在 10-100nm 之间[20,26-28]。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

三种不同解释这种长程力的假说，一是认为在疏水物质表面水无法保持体相水

的结构，这种水结构的变化导致两个疏水表面间存在着长程引力；二是认为疏

水长程作用力是疏水表面诱导的静电作用引起的；三是认为在固液界面存在纳

米气泡 [29]，纳米气泡接触时导致产生长程力。在许多研究中人们发现前两种

说法的理论与实验结果都有明显的不符而被否定。第三种假说的纳米气泡理论

虽然没有发现明显矛盾，但仍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可直接证明该假说成立。直

到以 AFM 为代表的系列仪器诞生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在液体环境下观测柔软结

构的有效手段以后，研究人员纷纷在大量的实验研究中探寻第三种假说的佐证

数据。在 2000 至 2010 的十年间，人们借助 AFM 取得了大量的纳米气泡观测

图像[20,26,30-36]，固液界面间存在纳米气泡的假说逐渐被广泛接受。近年来关于

纳米气泡的研究文献不断涌出，在这些文献中，有人推测是纳米气泡在一定程

度上减小了流体流动的阻力，在寻找实验数据的支持；还有人认为纳米气泡可

能是边界滑移的成因[23,37,38]，也在探寻理论依据。在微纳研究领域，关于纳米

气泡的形成机理、影响纳米气泡分布的因素、纳米气泡对流体流动阻力以及边

界滑移的影响等问题在近些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

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关于纳米气泡对于固液之间相对运动阻力的影响的研

究成果多数都只停留在其特定环境下取得的一些表象描述，有的实验的结果的

重复一致性也受到质疑，所以目前尚不足以给出一个清晰和系统的定论。  
在以水作为流体的边界滑移和固液界面纳米气泡的研究中，固体表面的

润湿性（疏水性）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疏水表面与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已

有数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超疏水表面的自清洁和高粘度特性吸引了诸多学者
[1,39]，这是由于疏水表面在基于水作为载体的微纳尺度下的生物医学应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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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要的作用[40]。 
研究发现外加电场可以对固液表面张力也就是对固体表面的润湿性（疏水

性）产生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电润湿效应 [41-44]，电润湿由于可以灵活地操

作固体表面在疏水及亲水状态间切换，从而广泛的应用在药物传送、电子墨水

显示等相关领域 [2,3,46]。在宏观尺度下，电润湿效应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

个别方向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应用阶段，然而，电润湿效应是否可对固液相对

运动阻力产生影响仍缺乏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在微观尺度下，与疏水性密切相

关的纳米气泡和边界滑移在外加电场的情况下是否会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如果

有变化则变化的机理又是怎样？是否可以通过电场来控制流固间的相对运动阻

力？这些问题引出了固液边界状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当固体与液体接触时，由于固体分子和液体分子对电子的束缚能力不同等

原因会在固体表面产生一个带电层，被称为表面电荷。纳米气泡在近年也被普

遍认为是表面带电的。外加电场势必会影响表面电荷的性质及纳米气泡分布特

性。同时表面电荷也被认为可能与边界滑移有着一定的联系 [47]，表面电荷本

身由于电粘度效应也对流体流动阻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8]。于是外加电场、

表面电荷、纳米气泡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纳米气泡形成机理、增加边界滑

移、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的阻力提供了一条解决路线。  
与此同时，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也始终是相关问题的研究热点

之一。由于纳米气泡和边界滑移有着“疏水性”这一共通的纽带，很多学者尝

试建立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联系，希望借此进一步建立纳米气泡的分布

与流体流动阻力之间的联系。有分析实验提出，边界滑移的来源就应该是纳米

气泡 [23,49]，但这些理论与实验仍存在着众多疑点，还需研究人员付出更加艰

辛的劳动。值得一提的是，空气也可作为流体的一种，也在许多实验中被发现

在固气接触面上存在滑移 [50-54]。这种滑移与纳米气泡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固

气接触面上存在滑移也会直接否定“纳米气泡是边界滑移的来源”理论基础。

但其相关实验、理论目前尚存在着较大争议 [55]。这是由于气体边界滑移的测

量难度较高，手段较为单一所致。所以，许多学者采用各种方法开展该问题的

研究，力图取得更有价值的实验数据。 
综上所述，流固界面上相关问题研究，包括润湿性、边界滑移、纳米气泡

和表面电荷等研究，其目的都是为减小固液间摩擦阻力、提高微纳米机电系统

工作效率。通过以上相关问题的研究，寻找到一种综合方法以有效减小流体流

动阻力成为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 

- 4 -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在外加电场作用下研究润湿性、纳米气泡、边界滑

移和表面电荷的变化，探讨在电场作用下表面电荷、纳米气泡、边界滑移的相

互影响机理，找出电场对流体在固体表面流动阻力的综合影响，进而研究减小

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的一种可行方法。通过对气体边界滑移的探索性研究，尝

试从液体和气体的实验结果的对比中获得对流体边界滑移机理的一些解释，并

以此在边界滑移与纳米气泡的关系问题上找到新的突破。  
目前多数相关研究均使用两种表面材料，一种是聚苯乙烯，另一种为十八

烷基三氯硅烷（OTS，Octadecyltrichlorosilane）的自组装分子薄膜（SAM，

Self-assembled monolayers）。前者作为一种常见的聚合物近年来有着广泛的应

用，聚合物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硅及硅氧化物，某些聚合物表面良好的疏水特性

为其在微纳流体系统中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40]；另一种是自组装分子薄

膜，简单来讲就是分子通过分子间及其与基底分子间的吸附作用而自发形成的

一种排列有序的单层或多层分子膜 [56]。由于其制备相对较为简单且有序性较

高、缺陷较少和结构稳定等优点，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其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的

发展。譬如在分子器件技术、分子生物学、微电子技术、传感技术、表面材料

（制膜）工程和金属防腐技术等方面应用研究较多，应用前景良好。OTS 也

是一种常见的自组装分子膜制备原料，早在 1980 年，Sagiv 等人就在硅片表

面上成功利用 OTS 制备出了自组装分子膜[57]，从而开启了自组装膜的高速发

展时代。由 OTS 制备的自组装分子膜表面具有较强的疏水性、且表面光滑，

同样具有着十分广泛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电场对宏观尺度下的液滴接触角以及接触角滞后影响的研究，是研究电场

对微观的固液边界状态的影响的前提，同时电场对接触角滞后的影响也为减小

固液间流动阻力提供新的途径。假定纳米气泡可以减小固液间的摩擦力，那么

对纳米气泡的大小、分布密度和稳定性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外加电场的

方式影响纳米气泡的分布规律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固液界面表面电荷所产生的双电层不仅可以影响液体的

流动速度，同时也会影响到液体的边界滑移长度 [47]。但该理论始终缺乏有效

的实验验证。通过外加电场的方式改变表面电荷，测量此时边界滑移的变化趋

势，验证表面电荷密度影响边界滑移长度的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可

以更好的理解边界滑移的机理，同时可以找到一种在不改变液体或固体表面本

身的前提下，减小液体在固体表面流动阻力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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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气体边界滑移存在性研究及对纳米气泡和边界滑移在电场作用下的变

化的对比分析，寻找到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关系，进而分析纳米气泡对液体

流动阻力的影响，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通过对利用电场减小液体在固体表面流动阻力的研究，为提高具有微纳导

管的微电机、微机械系统的运行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向，有着非常广

阔的市场前景。 

1.3 电润湿效应的研究现状 

电场对固液界面相关特性影响的研究始于宏观尺度下的电润湿效应，其

研究已跨越三个世纪，如今已有多项成果走向了应用。飞利浦公司的电子墨

水技术就是典型代表之一[45]。 
电场可以改变表面在亲水、疏水甚至超疏水状态间的相关特性，研究人

员利用这些特性，开展了许多应用方面的研究。 

 
图 1-1 电润湿效应示意图 

Figure 1-1 Schematic drawing of electrowetting 

电场中润湿性的改变实际上是固液间表面张力的改变，如图 1-1，在电

场中，固液接触面的表面张力会随所施加电压的增大而减小，假定电场方向

垂直于表面，变化的固液表面张力可以表示为： 

2

2
10 CVV slsl  )()(                     (1-1) 

式中  C——样本系统的等效电容；  
V——为所加电压； 

)(Vsl ——为固液间在电压 V 下的表面张力； 

)0(sl ——为固液间初始表面张力。 

 液滴在固体表面的接触角 可以用 Young’s Equation 来描述： 

coslvγslγsvγ                 (1-2) 

将 Young’s Equation 和式 1-1 结合，可以得到固体表面水滴的接触角在

电场中变化的关系方程，称为 Young-Lippman Equation[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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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γ
CV

θθ
2

+cos=cos
2

0                     (1-3) 

式中  lv ——为气液间表面张力； 

0 ——为液滴初始接触角； 

 ——为在强度为 E 的电场中的液滴的接触角。 
水的接触角的变化表示固体表面润湿性的变化，所以这种现象被称为电

润湿效应。1875 年，法国科学家 Lippmann 在实验中观察到了如果在汞和电

解液之间加电场，就会出现毛细作用降低的现象，随即提出了至今仍被广泛

认为是电润湿理论基石的 Young-Lippmann 方程[58]。1981 年，美国贝尔实验

室的 Beni 给出了电润湿的相关动力学研究结果 [59]。近年来，电场对固液界

面表面张力的影响得到了广泛证实，Bhushan, Quilliet, Mugele 等人已先后证

明了电场可以使表面在超疏水、疏水、亲水间切换[42-44]。1993 年，Berge 等

人在液体与导电基底之间加入了介电层[60]，以尽可能的消除曾影响电润湿应

用的电解现象的发生，这被称为基于介电层的电润湿，开启了又一个电润湿

研究的新时代，各种基于介电层的电润湿应用也层出不穷。在众多应用中，

对微小液滴的控制移动引起了微纳科技工作者的重视， Bhushan，Lee，
Pollack 等学者均实现了利用电润湿效应对微小液滴以及对较小尺度下流道内

的流体的控制 [44,61,62]。在这些研究工作中，对流动阻力影响较大的接触角滞

后成为了研究的关键点。 
下雨时人们发现大雨点会从窗户的玻璃上滑落，而小雨点则停留在玻璃

上，这是因为随着尺度的减小，表面的不匀质带来的粘滞力的影响大幅提

升。在微流体应用中，这种现象导致了对液滴移动操作时有一个并不希望存

在的阈值力，减弱这种阈值力尤为重要。所谓接触角滞后是指前进接触角和

后退接触角的差值，一般来说，接触角滞后越小，液滴的可移动性就越高。

减小接触角滞后是解决微液滴操作时的阈值力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63]，一些

学者利用施加震动的方式来减小接触角滞后 [64]，但显然这种方法在微纳尺度

下从惯性角度来讲并不可取。电场对接触角的影响使得对接触角滞后的控制

成为可能， Li 和  Mugele 利用交变电场成功的减小了盐溶液在特氟龙 
AF1600 表面上的接触角滞后 [65]，为利用此方法减小液体流动阻力进行了可

行性研究。 
无论是电场对接触角抑或是接触角滞后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电场

对固液接触面状态的影响，这种宏观尺度下影响系统的研究对减小宏观尺度

下的流体流动阻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电场对微观尺度下固液接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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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纳米气泡、边界滑移等问题的提供了基础。直流下的电润湿效应相关的

研究和讨论已较多，但仍缺乏对疏水表面的去离子水和盐溶液在交变电场下

的接触角、接触角滞后的系统全面的研究。 

1.4 固液界面纳米气泡的研究现状 

目前所观测到的纳米气泡的形状大多呈附着在表面的圆球形，多数纳米气

泡通常在 20nm 以内，直径小于 1um[21,22,24]。表面上存在的这些气泡得到了学

者们广泛的关注，因为在它们极大的拉普拉斯压力下本应在几秒钟之内就消失
[66]。但事实上已有的研究证明了这些纳米气泡可以在表面存在数小时之久
[67]， 而且在 30-50 °C 范围内[24]， 在低达 -6 MPa 的气压下和在较强物理搅

动下都可以保持稳定[68, 23]，Lou 等人和 Ishida 利用 AFM 首次对纳米气泡进行

成像[20,31]，这是 AFM 液下对柔软微小物体成像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更多的

实验证据不断涌现，例如在 AFM 增大扫描载荷时观测到了纳米气泡的融合现

象，聚苯乙烯表面置于去离子水中一定时间后（225 min）在表面观测到了气

泡所形成的的压痕，纳米气泡的存在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纳米气泡被认为主要

出现在疏水表面上，例如金[69]、高序热解石墨（HOPG）[70]、硅烷化的硅片[71]

以及聚苯乙烯表面[72]等。在这些疏水表面，纳米气泡可自发地生成。 
对纳米气泡的研究最近集中在其分布特性、成因和对流体阻力的影响方

面。如通过使用二氧化碳的加压极性溶剂 [67]，以及电化学方法[70,73]可以改变

纳米气泡的分布特性，除此之外，样品的表面粗糙度、液体温度等因素也都被

证明可以影响纳米气泡的分布特性，多种溶液混合的使用则可以增加纳米气泡

的产生数量和长程流体力，例如甲醇和水的置换法 [74,75]。Wang 和  Bhushan
对纳米气泡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研究了纳米气泡的融合 [23]。通过对以上研

究方向的总结可以发现，目前对纳米气泡分布特性的影响方法均通过改变表面

或者液体的性质来实现，灵活性较差，在不改变溶液及表面的情况下对纳米气

泡分布特征的控制方法仍然缺乏系统研究。 
1983 年，Somasundaran 等人提出了纳米气泡表面带有负电荷[76]，但该观

点的实验论证由于手段限制始终充满争议，仍未在学界得到公认。假如纳米气

泡带有负电，当外加电场时，电场本身以及表面存在的双电层将会对纳米气泡

的分布特性以及稳定性有较大影响，这将为对纳米气泡分布特性的控制提供一

种新的手段。 
纳米气泡的多年研究，但至今仍然缺少系统的分析和统一的观点。其中最

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纳米气泡与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的关系，至今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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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或强有力的实验证明。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

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但也始终充满争议，缺乏足够的验证试验。缺

乏实验支持是纳米气泡研究中的普遍问题，这是由于纳米气泡本身的难以测量

和影响因素较多的原因。 
虽然纳米气泡的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释，但其应用范例已层出

不穷，不仅仅局限于减小流体阻力方面，同时在生物、工程和医学等方面有

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例如，纳米气泡可以用来当做运输药物的载体 [77]，可以

用来当做造影剂或药物追踪剂 [78]。当纳米气泡与氧气联系起来时更在环境和

药物治疗方面有着很多的潜在应用。如图 1-2 所示为纳米尺寸氧气气泡的一

些应用领域。在污水处理方向，纳米气泡可以用来为水排毒，并帮助降解水

中的有机物成分[79]。在药物治疗方向，氧气的纳米气泡可以用来当做造影剂
[80]，还可以用于溶栓和炎症的有针对性的释氧治疗 [81,82]。在 Uchida 等人的

研究中，氧气的纳米气泡还可以用来捕捉污染废水中的杂质 [83]，如图 1-3。
而氧气的过饱和溶液 RNS60 中有着大量的氧气的纳米气泡，该溶液跨越不同

疾病模型，显示出了强有力的抗炎和细胞保护作用 [84]。虽然氧气的纳米气泡

有着广泛的应用，但针对富氧溶液中的纳米气泡的研究却非常少，多数研究

集中在去离子水以及盐溶液中。 

 
图 1-2 氧气的纳米气泡的应用示意图 

Fig.1-2 Flow chart showing some applications of oxygenated nanobubbles - 

 
图 1-3 氧气的纳米气泡在废水处理中应用的一个实例 [83] 

Fig.1-3 An example of application of oxygenated nanobubbles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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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和其它流体动力学方面的潜在应用中，对纳米气泡特别是氧气的

纳米气泡的大小、分布密度的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由电润湿效应可知电场

可以改变固液间的表面张力，对宏观尺度下的液滴的形貌的控制已经得到了

深入的研究。然而电场对微观尺度下的纳米气泡的形状、分布等特性的影响

尚相当缺乏，宏观尺度下的张力变化是否在微观尺度下仍然成立缺乏理论以

及实验的支持。若直接套用电润湿效应，纳米气泡的气液固三相接触线的张

力分析如图 1-4 所示，可见由于固液间表面张力随电场强度增加而下降，故

纳米气泡应呈现收缩趋势。但由于纳米气泡的很多性质均与宏观气泡截然不

同，例如前文所述纳米气泡被认为带有负电，带有负电的纳米气泡在电场下

势必会受到影响，加上表面电荷在电场下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对纳米气泡分

布特性的影响更加复杂，而电场下的纳米气泡分布特征如何变化仍缺乏实验

支持。特别是电场对不同溶液中的纳米气泡特别是有着众多应用前景的氧气

纳米气泡是否有着类似的影响规律，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对理解纳米气泡

的特性和控制纳米气泡的分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 1-4 纳米气泡三相接触线表面张力分析 

Fig.1-4 Analysis of the surface tensions at the contact line of nanobubbles 

1.5 边界滑移问题的研究现状 

边界滑移问题关系着流体力学理论最根本的边界条件，纳米级别的边界

滑移距离在今天已经显得不那么的“微小”，各种测量手段的革新使得测量

边界滑移不再遥不可及。然而，对边界滑移的测量依然存在着众多的条件限

制，且从测量边界滑移到控制并利用边界滑移依然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本节

从边界滑移理论的发展、边界滑移的测量方法以及边界滑移与纳米气泡之间

关系等三个方面介绍边界滑移问题的研究现状。 

1.5.1 边界滑移理论的发展 

1823 年，Navier 提出，在固液界面上流体的流动速度不为 0，其速度与

流体流速在垂直于界面方向上的梯度成正比，即边界速度 Vb 可表示为[10]： 

dy
dvbVb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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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为垂直于表面的坐标； 
v——为流体流动的切向速度； 
b——为长度量纲的一个比例系数。 

由于比例系数 b 通常较小，故边界滑移模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固液界面

向下方移动了 b 个距离，于是长度量纲的比例系数 b 便被称作边界滑移长

度，用来度量边界滑移的程度。 
自边界滑移理论提出至 21 世纪初，关于固液界面边界条件的争论就一

直存在，1938 年，Goldstein 在《当代流体力学发展》中指出，如果存在边界

滑移，将会非常小。国际上，纳米这一长度单位是在 1960 年才开始采用，

纳米尺度下的边界滑移在 20 世纪前期的确已经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随着

测量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扫描探针显微镜家族（SPMs）在 20 世纪末的

蓬勃发展，纳米尺度已不再是测量技术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纳米尺度下的

边界滑移在微纳系统中也不再可以忽略。在疏水表面，边界滑移的存在已经

获得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滑移长度由几纳米到几百纳米之间不等 [15]。而

亲水表面目前则通常被认为具有非滑移边界条件。 
边界滑移的产生原因是关于边界滑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多数学

者认为只有在疏水表面上才存在边界滑移，所以很多人只将在疏水表面存在

的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联系起来[15,23,47]。Wang 等人将纳米气泡简化为气体层

模型，认为纳米气泡的存在可以被等效为是在固液之间放置了一层气体层，

正是气体层的存在导致了边界滑移现象。在疏水表面上测量了纳米气泡的分

布特性后通过模拟计算推测出了气体层模型下的边界滑移长度，其结果与边

界滑移长度实测结果基本吻合 [23,49]，但由于仅对一种表面进行研究，其研究

结果无法证明气体层模型的有效性。对于微米结构表面来说，液体完全充盈

表面的状态被称为 Wenzel 态，而液体不完全充盈表面的状态被称为 Cassie
态（如图 1-5 所示），对于同一种材料构成的表面，相对于 Wenzel 态而言

Cassie 态拥有较高的边界滑移长度和较大的接触角（即较强的疏水性）
[85,86]，所以 Cassie 态中表面上的残留气体被认为是影响边界滑移长度的关

键，研究证实了气体在固液界面上的覆盖面积比例将影响到等效的边界滑移

长度。该研究支持了固液界面上的气体对边界滑移存在着影响的说法，但由

于研究的气体在尺度上与纳米气泡相差较大，仍然无法证明纳米气泡就是边

界滑移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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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Cassie 态与 Wenzel 态 

Fig.1-5 Cassie State and Wenzel State 

除了纳米气泡之外，Bocquet 和 Barrat 等人还利用流固界面上，固体分

子与流体分子间的作用力来解释边界滑移长度 [47,87]。他们认为流体在固体表

面的流动与固体间的相互运动一样，存在着阻碍相对运动的阻力，在流固界

面这种阻力源于分子间的作用力。由于这种阻力的存在，降低了最贴近固体

的流体的流速，进而影响了整个速度场。在存在边界滑移的表面，这种类似

摩擦力的阻力无法将最贴近固体表面的流体流速降为 0。Bocquet 和 Barrat 认

为，边界滑移长度与决定着固液界面分子相互作用力的固体表面性质以及流

体的密度分布等因素相关，并利用对流固界面的摩擦分析，推导出了一个计

算边界滑移长度的理论公式。但由于分子间作用力较为复杂，这一边界滑移

长度的理论公式很难完成实际计算，该理论也就很难进行分析验证，目前的

实验只能从侧面对该理论给予支持。例如 Craig 等人采用 AFM 测量蔗糖溶液

在自组装膜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发现滑移长度随粘度的增加而增大 [88]。实

验结果支持了分子间作用力影响边界滑移理论的一个推论：边界滑移长度与

液体的粘度成正比。利用分子间作用力来解释边界滑移的理论并没有否认纳

米气泡对边界滑移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它否定了纳米气泡是边界滑移的唯

一来源。 
由于边界滑移的研究具有的广阔应用前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

所有对其研究的最终目标都是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尽可能地增大边界滑移长

度，或者说控制边界滑移的程度，这将大幅提高相关微纳米机械系统的运行

效率。然而同对纳米气泡的处理方式类似，目前增大边界滑移长度的方法更

多的是集中在对表面和溶液的处理上，如超疏水表面上可以得到较大的边界

滑移长度 [23,49,87,89]，但由于表面制备困难、表面较为脆弱、表面材料限制、

表面粗糙度较高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Joly 等人提出了边界滑移长度

与表面电荷相关，表面电荷密度越低，边界滑移长度越长[47]，这为灵活的控

制边界滑移长度提供了支持，但目前仍缺乏实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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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边界滑移长度的测量方法 

测量边界滑移的方法包括流量测量法、粒子跟踪测速法、表面力仪法以

及 AFM 方法。其中，利用 AFM 的方法根据 AFM 的工作模式不同，又分为

动态法和接触法。以下介绍几种常见的测量方法： 
（1）流量测量法     在利用流量测量法测量边界滑移的实验中，使用

流变仪测量扭矩，最终得到滑移长度[90-92]。如图 1-6 所示为锥板型流变仪的

原理图，这是流变仪中最为常用的几何形状，它将在样本上产生一个均匀的

剪切速率。当一个半径为 R 椎角为一个非常小的角θ0 的锥面板以角速度Ω

旋转，则等效边界滑移长度 beff 可以用测量的扭矩 M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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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流量测量法实验设置示意图 [93] 

Fig.1-6 Schematic drawing of a cone-and-plate rheometers[93] 

利用该方法测量边界滑移实验过程较为简单，Lee 等人 [90]和 Lee 与

Kim[91]分别利用商用流变仪（AR2000，TA 仪器，扭矩范围 0.1 到 200 
mNm，角速度 10-8 到 300 r/s）在硅的光刻微结构表面测得边界滑移长度。 

然而，Bocquet 等人 [94]提出了关于该方法测量边界滑移长度的一些问

题，他们认为使用流变仪测量边界滑移长度的准确性偏低。他们发现测量的

不确定度与滑移长度的数量级相同，这就导致了结果的极大不确定性，通过

该方法是否可以确认表面存在滑移也需要仔细推敲。 
（2）粒子跟踪测速法     另一种较为直接的测量边界滑移的方法为粒

子跟踪测速法，利用对粒子的图像分析测速直接得到流体的速度场。在这个

方法中，液体的速度场可以被高精度测量，利用方程 s
s

vb v z





提取边界滑

移长度，其中 sv 和 sv
z




是流体接近表面的速度和剪切速率。 

使用粒子测速跟踪法较为常见的方式是测量嵌入的荧光颗粒在水中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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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Joseph 等人研究了超疏水的碳纳米管（CNT）森林表面上的水流流速
[95]。如图 1-7 所示。通过控制入口和出口压差控制驱动流。通常情况下通过

大数值孔径（NA=1.3）来进行观察以实现狭窄的景深，提高测量精度。在整

个微通道内，垂直方向上的扫描使得焦平面的位置和测量的速度剖面可以调

整。焦平面则由压电陶瓷控制。Joseph 测量了 CNT 森林表面上的速度场，并

利用预估算的 Poiseuille 参数进行拟合，获取出滑移长度。 

 
图 1-7 粒子跟踪测速法测量边界滑移实验设置示意图 [95] 

Fig.1-7 Experimental particles imaging velocimetry setup  [95] 

该方法同样存在着测量精度不高的问题，对于较短的边界滑移长度敏感

度不足，对所研究流体也存在着较多限制。 
（3）AFM 动态模式    Bhushan 等人利用 AFM 的动态模式测量了疏水

表面以及超疏水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 [19,23,49]。根据探针不同，AFM 可以对

0.1nN 的力敏感 [1]，这极大地提升了测量精度。当一个振动的球状表面在液

体中接近一个平面时，球状表面受到流体力会影响其振动幅值，使其产生衰

减。而当任一表面上存在着边界滑移时，会影响流体力的大小，进而影响其

阻尼系数。将尖端粘有光滑小球的探针（胶体探针）应用在 AFM 上，以谐

振频率振荡，并在 AFM 的驱动下以一定速度接近平面，AFM 将记录小球振

动的幅值及相位，通过对阻尼系数的分析，可以推算出边界滑移长度。 
通常使用被证明亲水、无边界滑移的玻璃小球制作的胶体探针，当振动

小球接近表面时，其阻尼系数可以表示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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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为接近表面由于受到流体力产生幅值衰减的阻尼系数；  

0 ——为远离表面时和表面无关的粘性阻尼系数；  

A——为小球振动的幅值； 
——为小球振动的相位； 

A0——为远离表面时小球的固有振动幅值；  
Q0——为远离表面时小球的品质因数。 
除 H 外，其它参数均可由 AFM 测量得出。故可推导出 H 值。 

 

 
图 1-8 AFM 动态模式测量边界滑移原理示意图  

Fig.1-8 Schematic drawing of principle of measuring slip length by AFM in dynamic mode  

H 与小球和表面分离距离 D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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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为小球半径； 
——为液体动态粘度； 

b ——为边界滑移长度； 
*f ——校正系数。 

校正系数 *f 的表达式与两个表面是否存在边界滑移有关，式 1-7 中所示

为小球是无滑移玻璃球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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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M 的动态模式对较小的力比较敏感，可大幅提高测量边界滑移的精

度，但由于其模型未考虑高阶振动，影响了其测量的准确性，特别当滑移长

度较短时，动态模式误差较大（更接近表面时的高阶振动无法忽略），故动

态模式对于滑移长度较大的超疏水表面更为适用，而对于滑移长度较短的疏

水表面，则应采用 AFM 的接触模式。 
（4）AFM 接触模式    AFM 接触模式测量边界滑移长度的方法与动态

模式的原理类似，当小球被驱动接近表面时会受到一个流体力，当表面或者

小球存在边界滑移时，作用在小球上的流体力会受到影响，通过分析流体力

的变化，可以推导出边界滑移长度。 
当半径为 R 的小球以速度 V 接近表面时，其所受流体力可表示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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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D







            

          （1-７） 

校正系数 *f 的表达式与两个表面是否存在边界滑移相关，式 1-７中所

示为小球为无滑移玻璃球时的情况。在开始实验之前，应首先对小球的半径

R，液体的粘度  ，探针的弹性模量 k 进行精确测量，实验后通过拟合可以

得出边界滑移长度 b。 
AFM 接触式测量边界滑移长度原理上拥有比动态模式更高的测量精确

度，但由于需要测量更多的参量，引入了多个参数的不确定度，且分析计算

拟合复杂度高。此外，小球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力还会影响所测流体力，必须

从所测合力中剔除，而单独测量的静电力同样加大了最终结果的不确定度。 

1.5.3 边界滑移与纳米气泡关系的研究现状 

固液界面上存在纳米气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表面存在边界滑移的必要条

件。早在 1983 年，Ruckenstein 和 Rajora 就通过理论分析，得出边界滑移只

发生在固液间存在气体的部分，而不在固液接触面上直接发生的结论 [98]。

1999 年，Boehnke 等人的实验有力地证实了纳米气泡是边界滑移的直接来源
[99]，他们将实验装置处于真空中时，没有观察到疏水表面有边界滑移的存

在，同时疏水表面之间也不存在长程吸引力，证明表面不存在纳米气泡。当

将实验装置置于空气中时，在疏水表面测得了边界滑移长度，同时发现了疏

水表面之间存在着长程吸引力，说明表面存在纳米气泡。边界滑移与纳米气

泡有着同时存在现象，这使得纳米气泡导致了边界滑移存在的理论被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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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所认可。 
2010 年，Wang 等人 [23,49]在有纳米气泡的疏水表面测量了边界滑移长

度，同时利用 AFM 对纳米气泡成像，得到了纳米气泡的三维尺寸以及分布

特征，建立了一个将纳米气泡等效为气体层的模型，并利用连续流体理论，

认为是气体的低黏度导致了边界滑移，通过计算得出了气体层所产生边界滑

移长度理论值，与实验值对照时发现基本吻合。该实验再次为纳米气泡是边

界滑移的来源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由于实验样本单一，理论分析中假设条

件过多，无法排除吻合仅是偶然现象的可能。 
Steinberger 等人和 Hyväluoma 等人 [100]证明了微米结构表面的气液接触

面的形状不同，对边界滑移的影响也不同，如图 1-9 所示，当接触角增大到

一定程度之后，Cassie 态的边界滑移长度会较 Wenzel 态更小。 
这一研究成果使得学者们猜测纳米气泡不仅可以导致固液界面的边界滑

移，其接触角还将对滑移长度产生影响，这就说明单一从体积等效的空气层

模型并不能模拟纳米气泡对边界滑移的影响。根据 Steinberger 等人和

Hyväluoma 等人的研究可以推测，纳米气泡的接触角越小，对液体在固体表

面的流动的促进作用越大，而当纳米气泡的接触角大到一定程度时，反而会

阻碍液体在固液界面上的流动。 

 
图 1-9 Cassie 态微米结构表面气液接触面形状与边界滑移长度的关系，虚线为当液体充

满孔洞时的边界滑移长度 [100] 
Fig.1-9 Evolution of the slip length with a menisci shape. The dashed line corresponds to 

numerical value in the hydrophilic case when the liquid fills the  hole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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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术界普遍认为纳米气泡是边界滑移的来源，且纳米气泡的接触角会

影响影响边界滑移长度时，气体有限长度边界滑移的发现使得人们不得不重

新审视该理论，因为同为流体的气体如果存在着和液体类似的随表面不同而

不同的有限长度边界滑移，会否定液体的边界滑移完全由纳米气泡产生的理

论。 
Maali 和 Bhushan 利用与测量液体边界滑移相似的方式，通过 AFM 的动

态模式对玻璃表面（液体环境下无边界滑移）的空气滑移进行了测量，实验

结果显示气体存在着较大的边界滑移 [51]，Honig 等人则利用热噪声法测量玻

璃表面的空气边界滑移长度，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50]，然而测量气体滑移的实

验结论引起了很大争议，有的学者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利用 AFM 的动态模

式测量边界滑移时，测量结果的大小是随驱动振幅变化的，测量出的边界滑

移长度只是实验中出现的误差 [55]。气体边界滑移的发现除了其本身重要的应

用前景外，对研究流体的边界滑移原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仍需进一

步实验分析论证。 
如 1.5.1 中所述，Bocquet 和 Barrat 认为边界滑移是由表面性质决定的

[49,87]，是液体分子与固体分子相互作用力的体现，表面存在气体分子并非其

必要条件。液体的边界滑移和其接触角直接相关，接触角越大，边界滑移越

大，并猜想在完全不润湿表面，即接触角为 180°的表面，可获得无穷大的

边界滑移长度。在该理论中，纳米气泡成为影响边界滑移的非主导因素之

一。该理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但由于具体的理论计算和实验验证均存

在着极大的难度，故至今仍没有直接的实验论证，研究停留在理论阶段。 
固液界面的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

的结论，对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关系的研究是研究纳米气泡对流体流动性产

生影响的重要方向，如果确认了纳米气泡对边界滑移的影响便可以通过改变

纳米气泡的分布特性从而影响边界滑移长度，进而影响流体流动阻力，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1.6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系统地的研究电场对固液界面上边界状态的影响。从电场中的固液

表面张力、纳米气泡、边界滑移和表面电荷密度入手，分析电场中液体流动

阻力所受影响。通过对气体边界滑移的存在性研究探讨流体边界滑移的来源

以及固液界面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关系，进而讨论纳米气泡对固液间相对

运动阻力的影响。通过对以上研究内容的综合分析建立一种减小固液间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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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阻力的有效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聚苯乙烯表面电润湿效应的研究     测量聚苯乙烯表面液滴在直

流电场下接触角、接触角滞后的变化并验证理论模型，进而研究接触角及接

触角滞后随交变电场峰谷值、频率变化而变化的规律，找出利用电场减小液

滴在固体表面移动阻力的方法。 
（2）聚苯乙烯表面纳米气泡在电场下分布特性的研究     对水、盐溶

液、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聚苯乙烯表面上的纳米气泡在外加电场下利用

AFM 成像，找出纳米气泡分布特性随外加电场强度变化的规律，建立电场强

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理论模型，并设计实验验证该模型 
（3）自组装分子膜表面边界滑移长度与外电场关系的研究     采用一

种改进的 AFM 接触式方法测量 OTS 的自组装分子膜在水及盐溶液下的边界

滑移长度的变化情况，结合表面电荷密度在外电场下变化的定性研究，验证

表面电荷与边界滑移长度之间的关系。 
（4）有限长度气体边界滑移存在性研究     通过对气体边界滑移的测

量确认气体边界滑移的存在，进而综合电场下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实验结

果分析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关系。 
（5）综合分析电场对流体流动阻力的影响     综合外电场下边界滑移

变化的实验结果、电场下纳米气泡变化的实验结果，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关

系的分析结论，结合电粘度效应即表面电荷对流体流动阻力影响的理论分

析，讨论电场对流体流动阻力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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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聚苯乙烯表面的电润湿效应研究 

2.1 引言 

聚苯乙烯作为一种常用的聚合物，经常被用于制备疏水表面。以旋涂的

方法在洁净的硅片表面镀一层聚苯乙烯薄膜即可得到接触角约为 94°的疏水

表面。以聚苯乙烯为代表的聚合物由于其成本低和易于加工等优点，被越来

越多的应用于微纳机电系统中 [101-103]。疏水性是研究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

基础，所以对聚苯乙烯表面电润湿效应的研究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

为对聚苯乙烯以及其它类似的光滑疏水表面上的纳米气泡、边界滑移在电场

中变化的研究提供了宏观参考与前提。本章对聚苯乙烯表面接触角及接触角

滞后在交变电场下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与直流电场下的情况进行了对

比。 
在研究交变电场下以硅为基底的聚苯乙烯表面电润湿效应时，发现由于

聚苯乙烯薄膜的电容效应和表面存在电荷，正负电压交替的交变电场会击穿

脆弱的聚苯乙烯薄膜（厚度小于 100 纳米），并产生电流及热量，使镀膜破

损。因此，本文在施加交变电场时叠加了一个直流电场，使得电场只发生强

度变化，而方向不发生改变，以达到保护聚苯乙烯薄膜不被击穿的目的。 

2.2 实验装置及样品制备 

在电场中的实验如图 2-1 所示。取一片 P 型掺杂的硅片（晶向 1-0-0，电

阻率：1-20 Ω/m，Silicon Quest International），在其正面以热生长方式附着了

一层约 300nm 厚的二氧化硅层。将硅片切割成 1cm×1cm 正方形小片后先在

丙酮溶液中进行超声清洗，然后在异丙醇溶液中进行超声清洗并用洁净空气

吹干。将聚苯乙烯颗粒（分子量 35000，Sigma Aldrich）置于甲苯溶液中并

放入超声清洗机 1h，使聚苯乙烯颗粒充分溶解，得到重量体积比 1%的聚苯

乙烯溶液，以 2000r/min 的速度旋涂在备好的洁净硅片上。为避免表面有溶

剂残留，将样本取出后放置在 53℃的恒温箱内 4h。用椭偏仪（型号

L116C，Gaertner Scientific Corporation）测量制备好的样本的镀膜厚度，得

到聚苯乙烯薄膜的厚度约为 66 nm。将制作好的聚苯乙烯样本用导电银粉漆

粘在金属样本基底上，用导线将金属基底与电源的一极相连。用移液器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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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去离子水，滴在聚苯乙烯表面上，并测试其接触角为 94°。用细不锈钢导

线插入去离子水中，另一端与电源另一极相连，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实验原理示意图 

Fig.2-1 Schematic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用信号发生器（型号 33120A，HP）产生一个加有偏置的方波电信号，

并通过功率放大器（型号拖油瓶 50，Ling-Altec Electronics Inc.）放大。直流

电场和方波交变电场经放大后先后施加到基底和去离子水两端，直流偏置电

压在 0 到 30V 内变化。交变电压的峰值为 30V，谷值为 0V，频率由 0.5 Hz
变化到 100 kHz 可调。液滴的形状由一台高速相机记录（FS100，Canon）。
所获的图像在计算机上利用软件 Scion Image 分析并测量接触角，用五个测

量结果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接触角数据，以减少不确定度。实验在恒温实验室

内进行，温度控制在 20 ºC ，湿度为 35-40 %。 
接触角滞后测量采用是膨胀/收缩法，即将微针头插入液滴中，缓慢向液

滴中注入去离子水，液滴逐渐膨胀，记录液滴和表面接触线移动前的最大接

触角作为前进角。每次操作可以得到两个前进角数据。再缓慢从液滴中吸走

部分去离子水，液滴逐渐收缩，记录液滴和表面接触线移动前的最小接触角

作为后退角。前进角与后退角做差得到接触角滞后的数值。为防止液滴蒸发

影响数据准确性，每次实验过程在 10min 之内完成。 
当绝缘表面层（例如聚苯乙烯）放置在电极之间时，表面会产生静电

荷；当其放置在半导体硅基底上时，在基底上会产生另一层电荷。当另一种

绝缘体（例如二氧化硅）与聚苯乙烯组合时，也会在二氧化硅、二氧化硅与

聚苯乙烯的接触面及硅表面产生额外电荷。由于这些电荷的存在，当所在电

场方向发生改变时，电荷会在电极间运动，产生一个放电电流，同时产生一

定的热量。这就会对脆弱的聚苯乙烯表面有破坏作用 [104]，考虑到这些因

素，在交变电压上叠加一个偏置直流电压，使交变电压的最小值高于 0 V，

使得电场只发生周期性强度变化，而电场方向保持不变。 
本实验分别施加直流电场和交变电场，并测量不同电压下的接触角及接

触角滞后的变化，在施加交变电场时还研究了交变电场的频率对接触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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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滞后的影响。 

2.3 直流电场下接触角及接触角滞后的变化 

直流电场下电润湿效应的模型是研究所加电压与接触角之间的关系的基

础，同时基于实验结果对理论模型分析和修正也是研究电润湿效应的方法之

一。 

2.3.1 直流电场下的电润湿效应模型 

当一个电压 V 施加到基底与液滴之间时，固液接触面的表面张力会随之

减小，导致固液接触角随之减小，如前文所述，接触角与所加电压 V 的关系

如式 1-2 所示，为讨论方便，在此处重写 Young-Lippmann 方程： 

lv

CV



2

2

0  coscos                     (2-1) 

式中  0θ ——为表面的初始接触角，即无任何电场下的接触角； 

θ ——为在场强为 E 的电场下的接触角; 
C——为系统等效单位面积电容； 

lvγ ——为气液界面表面张力。 

产生电容效应的绝缘层由两层物质构成：第一部分为氧化硅层，第二部

分为聚苯乙烯薄膜，系统的等效电容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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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1，C2——分别为氧化硅层和聚苯乙烯薄膜的单位面积电容； 

1d ， 2d ——分别为氧化硅层和聚苯乙烯薄膜的厚度； 

1ε ， 2ε ——分别为氧化硅和聚苯乙烯的介电常数； 

0ε ——是真空的介电常数。 

将式 2-1 与式 2-2 合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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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ε ， 1ε ， 2ε ， 1d ， 2d 和 lvγ 均为已知量，故电润湿系数 k 可通过式

2-4 计算获得。同时，k 值还可以由式 2-3 通过实验测得的不同电压下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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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拟合得出。通过式 2-3 不难看出，k 值体现了电润湿效应的效率，同样的

电压下，k 值越大，电润湿效应就越明显。 
在实验中，当 P 型掺杂硅、二氧化硅、金属导体接触时，由于表面功函

数的不同，会产生空间电荷层，空间电荷层会减弱系统的电容效应，这样就

导致从实验结果中拟合的 k 值小于理论计算得出的 k 值。 

2.3.2 直流电场下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首先测量直流电场下聚苯乙烯表面去离子水的接触角及接触角滞，如图

2-2 所示为不同强度直流电场下的液滴的侧向照片，从此组照片中可以清晰看

到接触角的变化。电压由 0 V 逐渐加强到 30 V，去离子水的接触角由 94°逐

渐减小到 74°，当撤去所加电场后，接触角并没有返回至 94°的原始接触

角，而是反弹至 83°。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接触角滞后对

接触角变化的影响，接触角滞后会阻碍接触角的变化，使其无法回到初始值。

二是当施加电场后，系统内部存在着一些空间电荷层，移除外界电场后，这些

电荷层依旧存在，形成了新的内部电场，使得接触角无法回到初始值。  

 
图 2-2 直流电场下液滴的形状变化 

Fig.2-2 The change of the shape of droplet under DC electric field 
 

 
图 2-3 直流电场强度与接触角的关系 

Fig.2-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act angle and applied volat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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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角的测量值与所加电压的关系如图 2-3 所示。同时为了便于分析，接

触角的余弦值与所加电压的关系也在画在图 2-3 中。用式 2-3 拟合接触角的余

弦值，便可以得到θ0 和 k 的拟合值：θ0=95°，k =3.26×10-4V-2，在拟合精

度 R2 值为 0.99 的情况下，可以用下式计算不同电压下液滴的接触角: 
cosθ = cos95° + 3.26×10-4V2                      (2-5) 

k 的计算值可以通过式 2-4 求得，为了便于比较，表 2-1 列出了 k 的计算

值及拟合值。表中的两个 k 的计算值中第一个是对应实验中测试样本的数据，

另一个计算值忽略了二氧化硅层，以比较多个绝缘层对电润湿效应效率的影

响。对实验中实际使用的样本取二氧化硅层厚 1d = 300 nm, 聚苯乙烯薄膜厚

2d = 66 nm，对忽略二氧化硅层的模拟样本取 1d = 0 nm, 2d = 66 nm。其它参数

为 ： 1
0

28 . 8 5 4 1 0    F/m ( 2=N/V ), 21(SiO ) 4.42  , 2(PS) 2.55   and 

72.75lv   mN/m[105]。 

表 2-1 k 的计算值与 k 的实验拟合值的比较 
Table 2-1. Comparison of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the fitted value  of k 

基于式 2-4 的 k 的计算值 基于式 2-3 的 k 的拟合值  
d1 = 0 nm, d2 = 66 nm d1 = 300 nm, d2 = 66 nm 

3.26 410×  
23.5 410×  6.49 410×  

 

  
显然，二氧化硅层的存在极大的减小了 k 值的大小，也就是说，降低了电

润湿效应的效率，但即便考虑了二氧化硅层的影响，拟合结果对比理论计算结

果仍然较小。这是由于空间电荷层的存在，进一步降低了电润湿效应的效率。

由结果对比可知，在金属和液体之间使用绝缘介质时，电润湿效应的效率会随

着绝缘介质层的厚度增加而降低，同时空间电荷层的存在进一步减弱了电润湿

效应。但与此同时，没有绝缘介质的电润湿过程会有电解效应，产生电流，绝

缘介质层太薄又容易被电场击穿等，所以应权衡选择介质的材料、厚度等相关

参数。 
接触角滞后与所加直流电压的关系如图 2-4 所示，在电压为 0V ，20V，

30V 时，接触角滞后分别为 28°，26°和 29°。可以看出，与接触角的变化

不同，接触角滞后在直流电场中的变化并不明显，通过对固液接触线上水平方

向的力学分析可以理解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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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接触角滞后与所施加直流电场强度的关系 

Fig.2-4 The 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as a function of applied voltage 
 

 
图 2-5 固液接触线力学分析示意图 

Fig.2-5 Schematic of the balance of horizontal forces at the contact line between surface and 
water. 

如图 2-5 所示， lvγ ， svγ 分别为气液、气固界面的表面张力， )(Vsl 为随所

加电压 V 变化的固液界面表面张力， advFmax 是液滴接触线前进（扩张方向）所

需要克服的最大锁紧力，相应的， recFmax 为液滴接触线后退（收缩方向）所需克

服的最大锁紧力。这两个锁紧力被假设拥有相同的数值大小但相反的方向，于

是就有： 
当液滴前进（扩张）时： 

adv
slsvadvlv FV max)(cos                    (2-6) 

当液滴后退（收缩）时： 
rec

slsvreclv FV max)(cos                    (2-7) 

其中， adv 和 rec 分别为前进角和后退角，则它们的差值即为接触角滞后

的大小。如前文所述，当施加电压 V 时，固液界面表面张力由 )0(slγ 减小到

)(Vγsl ，而其它参数均保持不变，根据式 2-1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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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

slsl
advrec

V





)()(
coscos




0
              (2-8) 

这说明当施加外界电场时，前进角与后退角的余弦值变化相等，在实验

中，表面张力的变化较小，导致前进和后退角的余弦值变化也相应较小，于是

前进角和后退角的大小就有着近似的变化，这就导致作为它们差值的接触角滞

后的变化不明显。 
通过对在直流电场下聚苯乙烯表面的去离子水的电润湿效应的实验及理

论分析，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在聚苯乙烯的固液环境下附加电场的方法，测量

了宏观尺度下外加直流电场时的表面张力，接触角，接触角滞后，分析了影

响电润湿效应效率的几个因素。在实验和理论两方面证明了直流电场对液滴

的接触角滞后影响较小，这为研究交变电场下的电润湿效应打下了理论和实

验基础。 

2.4 交变电场下接触角及接触角滞后的变化 

将聚苯乙烯表面去离子水置于交变电场下，测量其接触角、接触角滞后，

此时变化的参数就不仅是交变电压峰谷值，还包括频率。图 2-6 为交变电场下

去离子水滴的形状，施加的交变电压的最小值为 0V。图 2-6 中交变电压的峰

值为 30V，故其峰谷值即为 30V。 

 
图 2-6 交变电场下液滴的形状 

Fig.2-6 The shape of the droplet under AC electric field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 

- 26 - 

在交变电场下，水滴的接触角随电场周期性变化，在较低频率下，这种跳

动可以被观察到，被称为液滴的“舞动”。“舞动”的液滴的接触角是动态变化

的，故取其接触角最大时和最小时的两个图像作，其中接触角最小值时液滴的

形状被标注为“低”，接触角最大值时液滴的形状被标注为“高”。当频率到达

100Hz 及以上时，这种“舞动”微小到肉眼无法观测，故用一个图像表示其形

状。不同幅值、不同频率下的接触角的变化规律如图 2-7 所示。 

 
a) 频率 

a)  Frequence 

 
b) 峰值 

b)  Peak value 

图 2-7 交变电场峰值，频率对接触角、接触角滞后的影响 
Fig.2-7 Effect of the P-V value and frequency of applied AC field on the contact angle and 

contact angle hyste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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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7（a）中可以看出，接触角的大体趋势是随着所施加交变电压频

率的上升而变大。在 100Hz 以下时，接触角的低值先是基本不变，随后升

高，而接触角的高值则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到达 100Hz 时，高值与低值

接触角同时升高到同一个值，之后随着频率的升高继续升高，但升高的幅度减

小，到达 10kHz 时，接触角的升高趋势就很不明显了，此时的接触角约为

82°，仍低于初始接触角。数据表示，随着频率的升高，交变电场下的电润湿

效应会有所减弱，但当频率升高到一定值时，对电润湿效应的影响就非常有限

了，在高频下，电润湿效应依然存在。 
接触角滞后在交变电场下与频率的关系同样表示在图 2-7（a）中，与直

流下的接触角滞后不同，在交变电场下接触角滞后随着频率的变化有了较为明

显的变化，且变化的趋势与静态的接触角类似：即随着频率的上升而变大，但

在高频时变大的趋势不明显，最终在 10kHz 时接触角滞后的值约为 22°，仍

然小于在直流电场下测得的接触角滞后。 
通过式 2-6 与式 2-7 可以解释此现象，在交变电场下，式 2-6 与式 2-7 同样

有效，但应注意此时的固液表面张力 )(Vγsl 是一个随电场周期变化的值，对前

进角来说 )(Vγsl 与 advFmax 同向，故其取最小值时液滴更容易前进（扩张），于是同

直流情况下相同，前进角在施加电压后下降，
lv

slsl
adv

V





)()0(cos 
 。而对

后退角来说，固液表面张力 )(Vγsl 与 recFmax 反向，故其取最大值时液滴更容易后

退（收缩），此时 0cos  rec ，于是在交变电场下，后退角并不会发生明显改

变，前进角的下降和后退角的保持不变导致了接触角滞后相较直流电场下较

低。 
不同频率下所加交变电压峰值与接触角的关系如图 2-7（b）所示，可以

看出，去离子水的接触角在外加高频交变电压时，随着电压峰值的增加基本不

变，而当减小交变电压频率时，接触角随着交变电压峰值的增加而下降，其下

降速度随着频率的减小而增加。实验中发现当所施加交变电压峰值小于 16V，

或电压频率高于 10kHz 时，电润湿效应已无法观测，所以为测量聚苯乙烯表

面的去离子水在交变电场下的电润湿效应，应采用较低频率、较高峰值的交变

电压。 
通过在交变电场下聚苯乙烯表面去离子水的电润湿效应的研究，得到了

交变电场下电润湿效应的特点，相比直流电场，交变电场下的电润湿有如下

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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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较低频率的交变电场下，接触角滞后显著减小，利用它可以影

响液滴在固体表面的流动阻力，这使得交变电场在减小液体流动阻力方面有

许多潜在应用。 
（2）虽然交变电场可以对接触角滞后进行控制，但交变电场的电润湿

效应只有在所加电压拥有较大峰值和较低频率时才较为显著。 
（3）在以硅为基底的聚苯乙烯表面，为防止电场方向改变时击穿表面

镀膜，应采用施加最小值为 0V 的交变电压实现交变电场下电润湿。 

2.5 本章小结 

本章外加电场采用了施加直流电压和不改变符号、幅值周期变化的交变

电压，通过建立理论模型以及对电场下液滴接触角、接触角滞后的测量，研

究了以硅为基底的聚苯乙烯表面去离子水的电润湿效应。 
（1）通过对在直流电场下聚苯乙烯表面的去离子水的电润湿效应的实

验及理论分析，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在聚苯乙烯的固液环境下附加电场的方

法，测量了宏观尺度下外加直流电场时的表面张力，接触角，接触角滞后，

分析了影响系统电润湿效应效率的几个因素。在实验和理论两方面证明了直

流电场对液滴的接触角滞后影响较小。 
（2）通过在交变电场下聚苯乙烯表面去离子水的电润湿效应的研究，

得到了在较低频率的交变电场下，接触角滞后显著减小，利用它可以实现固

液流动相对阻力的控制；交变电场的电润湿效应只有在所施加交变电压拥有

较大峰值和较低频率时才明显；在以硅为基底的聚苯乙烯表面，为防止电场

方向改变时击穿表面镀膜，应通过施加不改变符号，幅值周期变化的交变电

压来实现交变电场下的电润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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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电场对固液界面纳米气泡分布特性的影响 

3.1 引言 

在第 2 章中，利用电场对置于固体表面的水滴的形貌、特性进行了控

制，置于固体表面上的液体中的纳米气泡的分布特性在电场中是否也受电场

作用的影响呢？纳米气泡自被发现之日起就被认为和固液之间的相对运动阻

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目前尚无公认的结论，一种说法认为纳米气泡增加了

固体表面的表面粗糙度，相当于增加了表面与流体的有效接触面积，使得固

液界面的流动阻力增大，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纳米气泡减小了固液之间的相对

运动阻力，还有人认为纳米气泡是疏水表面边界滑移的成因。无论是哪种说

法，固液界面上的纳米气泡由于改变了固液之间原有的接触状态，对于固液

间相对运动阻力来说必然有影响，如果可以通过电场对纳米气泡的大小、密

度、形状等特性进行控制，则可间接地影响固液间的相对运动阻力。 
然而，由宏观到微观往往有着巨大的差异，根据电润湿理论，在电场下

的气泡由于固液界面表面张力的减小，电场下的纳米气泡应该是存在着收缩

趋势。但纳米气泡已被证实有许多特性和宏观下的气泡不同，纳米气泡在电

场下的变化规律仍需实验探索。 
由于聚苯乙烯表面已多次被证实表面有稳定的纳米气泡存在 [32,41,72]，所

以本章对不同溶液中聚苯乙烯表面上的纳米气泡在电场中进行成像，探求纳

米气泡分布规律与所施加电压之间的关系。在实验过程中施加电场的方式与

第 2 章中所述相同。 

3.2 实验装置及样品制备 

聚苯乙烯样本的制备以及电场的设置与第 2 章一致。首先将样本在空气

中利用 AFM 成像，如图 3-1 所示，得到在 1 × 1 µm 区域内的 RMS 值为

0.29 nm，峰谷值为 1.1nm。接触角利用接触角测试仪（型号 290，  Rame-
hart Instrument 公司）测得去离子水的接触角为 94± 1.5°，表面样本为疏水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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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空气中聚苯乙烯表面的 AFM 图像 

Fig.3-1 The AFM imgae of PS in air 

实验中使用了四种溶液分别是：去离子水，盐溶液（Invitrogen 公司），

氧气饱和盐溶液（ PNS60，Revalesio 公司，盐浓度 0.9%，氧溶解度 12 
ppm，后文记为 Saline 1），氧气过饱和盐溶液（RNS60，Revalesio 公司，盐

浓度 0.9%，氧溶解度 55 ppm，后文记为 Saline 2）。其中盐溶液中包含氯化

钾（ KCl） 200 mg/L，磷酸氢钾（ KH2PO4） 100mg/L，氯化钠（ NaCl）
8000mg/L， 7 水合磷酸氢钠（ Na2HPO4-7H2O ） 160mg/L ，合计盐浓度

0.9%。 
氧气的饱和盐溶液 PNS60 是通过对浓度为 0.9%的氯化钠溶液（pH 值

5.6）在 4℃及 1 个标准大气压下以 7.8 mg/s 的速度通氧气制备；过饱和溶液

RNS60 的制备则在同样的过程中，在容器中放置保持 3450r/min 的旋转转子

使盐溶液产生 Taylor–Couette–Poiseuille 流 [84,106]。两个过程产生的流体立即

放入玻璃瓶（KG-33 硼硅玻璃，Kimble-Chase 公司）并用灰色氯化丁基橡胶

瓶塞（美国药典等级为 6 级，West Pharmaceuticals 公司）密封，以保持压

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溶出物。24h 后测试 RNS60 时，氧含量为 55±5 ppm。

在化学上，可认为 RNS60 包含水，0.9%的氯化钠和 50-60 ppm 的氧气。 
溶液中气体的含量已被证明对纳米气泡的分布特性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67]，溶液中气体的含量与外加电场对纳米气泡的分布特性的综合影响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特别是氧气的稳定过饱和溶液 RNS60，在生物医学等方面有

非常好的实际意义与应用前景 [107,108]。 
实验中利用 AFM 对纳米气泡成像，AFM 工作在轻敲模式，轻敲模式也

被称为敲击模式、动态模式等等。不同于 AFM 最典型的接触模式，在此模

式中，探针被压电陶瓷驱动在其谐振频率处激振，扫描时探针仅周期性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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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通过控制敲击时振幅下降的比例，可控制敲击力的大小。利用轻敲模

式可以对柔软表面成像，纳米气泡的测量就是其经典应用之一。 
实验中使用的 AFM 为 Demession 3000 辅以 Nanoscope IV 控制器

（Bruker Instruments 公司）。当在液体环境中进行扫描时，探针安装在一个

聚三氟氯乙烯液体夹持器（DTFML-DD）上，当探针在液下工作时，夹持器

中的压电陶瓷可以直接驱动探针，以完成 AFM 的相关操作过程，见图 3-2。 
实验中所使用的探针为专为液下扫描设计的氮化硅探针 PNP-TR

（Nanoworld，纳沙泰尔，瑞士），该探针为三角形探针，针尖的尖端半径小

于 15 nm，探针的典型刚度为 0.32 N/m，为获得更好的反射信号，探针表面

镀有铬/铝。扫描中驱动频率接近探针在液下的固有频率，用 95%自由振幅对

固液界面扫描，即当振幅下降为自由振幅的 95%时认为接触表面，可使得施

加在纳米气泡上的力较小，扫描频率设置为 1Hz，对 1 μm×1 μm 区域扫

描。所有纳米气泡的图像均在标准环境下获得（温度为 22+/-1℃，湿度为

45-55% RH）。在不同的电场强度下，同一区域至少成像两次，以确保纳米气

泡的形貌改变不是由扫描本身所引起。 
 

 
图 3-2 AFM 对纳米气泡成像示意图 

Fig.3-2 Schematic of the setup for imaging nanobubble using AFM 

为将电场加到系统中，将一根细导线插入到夹持器与样本之间的液体

中，并尽可能接近样本，但需要保持不接触，导线的另一端接到直流电源的

一极，直流电源的另一极与承载样本的金属样本盘相联，操作过程中需避免

液体中的导线与样本或探针的接触。实验过程中，首先将直流电源关闭，对

系统做短路测试，确定正负极导线之间以及导线与样本表面之间没有任何接

触之后，开始对固液界面扫描，得出无电场条件下纳米气泡图像，之后打开

直流电源，阶梯式提高施加在样本两测的电压，分别对不同电压下的固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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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纳米气泡成像，测量过程中选择多个不同区域成像，以避免扫描本身对纳

米气泡的影响引入到实验结果中造成误差过大。在实验过程中，监测直流电

源输出电压，当样本表面被击穿，系统短路，电压下降时，应及时切断直流

电源。 
为进一步探索电场对纳米气泡产生影响的机理，在实验中采用了另外一

种改变表面电荷的方式。利用去静电枪（ZEROSTAT 3，Sigma-Aldrich 公

司）将带负电的离子放置在聚苯乙烯表面上。当操作去静电枪释放离子时，

每次操作所释放的负离子的总电量为 1.5C。这些电荷绝大部分会在几纳秒之

内被空气中的氧气分子捕捉，假定平均每个氧气分子获得两个电子，在标准

环境下，则所产生的带电氧气分子数量可以通过 1.5C 除以 2 个电子电量

（2×1.6×10-19C）计算获得，再将分子数量与标准环境下一个氧气分子的体

积（22.4 L/ 6.02 × 1023）相乘，便可得到每次所产生氧气的体积约为 0.2ml。
这些氧气足以对样本表面产生影响。在实验过程中，首先对去离子水下聚苯

乙烯表面的纳米气泡成像，其次将样本用去离子水清洗，用清洁空气烘干，

再用去离子枪处理表面，之后放置去离子水滴，对去离子水下表面上的纳米

气泡用轻敲模式下的 AFM 成像。带有离子的表面在与去离子水接触时所产

生的表面电荷密度的变化情况则需要对静电力测量来进行标定。 
对纳米气泡的图像利用软件 SPIP（Image Metrology 公司）进行数据分

析，可以得到气泡的数量、平均直径、覆盖面积比例等参数。实验在恒温实

验室内进行，温度控制在 20 ºC ，湿度为 35-40 %。 

3.3 实验结果及分析 

3.3.1 不同溶液下的纳米气泡成像 

首先对聚苯乙烯表面分别在去离子水，盐溶液，氧气的饱和盐溶液，氧

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的纳米气泡成像，分析不同溶液成分对纳米气泡大小、

密度等分布特征的影响，同时也为研究电场及表面电荷对纳米气泡的影响提

供参考依据。不同溶液中的纳米气泡如图 3-3, 3-4 所示，经多幅图像统计的

气泡直径的数量分布也在图 3-3, 3-4 中画出。 
由图中可直观看出不同溶液中纳米气泡直径及数量的差异，经软件分

析，得到不同溶液中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气泡总数（1um2 区域内）以及气

泡覆盖面积比例，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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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去离子水及盐溶液下的纳米气泡及其尺寸数量分布 

Fig.3-3 Nanobubbles on PS surface in DI water and saline 
 

 
图 3-4 氧气的饱和及过饱和溶液下的纳米气泡及其尺寸数量分布 

Fig.3-4 Nanobubbles on PS surface in saline 1 and sali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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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不同溶液中纳米气泡分布特性的变化汇总 
Table 3-1 The distribution of nanobubbles in different solutions. 

 平均直径 气泡总数（1um2 区域内） 覆盖面积比例 

去离子水 45 nm 105 18% 

盐溶液 17 nm 209 8% 

氧气饱和盐溶液 47 nm 46 9% 

氧气过饱和盐溶液 71 nm 41 20% 

 
由表中数据可知，在聚苯乙烯表面，盐溶液下的纳米气泡相对去离子水

下的较小，溶液中加入氧气后，气泡直径增大，平均直径增大到与去离子水

中纳米气泡平均直径相当，氧气浓度继续增加，可得到更大的气泡平均直

径。同时，盐溶液中的纳米气泡虽然数量多，但总体积最小；在氧气饱和盐

溶液中，虽然覆盖面积没有明显增加，但由于气泡高度大幅提高，仍然可知

气泡总体积增加；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气泡覆盖面积比例与去离子水相

当，同样的，由于气泡的平均高度更高，所以气泡的总体积也更高。数据表

明溶液中的气体含量越高，纳米气泡的气体总量也相应越高，同时盐浓度较

高的溶液气泡较小，气体总量也较小。 
由于纳米气泡对流体流动阻力的影响机理尚不清晰，更多或者更大的纳

米气泡会增加亦或是减小流体阻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通过对液体的盐浓

度、气体浓度的控制可以方便地影响纳米气泡的大小和分布，为寻求通过纳

米气泡减小流体阻力提供条件。 

3.3.2 不同电场强度下的纳米气泡成像 

通过改变流体的盐浓度、气体饱和度来控制固液界面上的纳米气泡虽然

有效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流体的类型往往是固定的，所以

更需要一种不通过改变流体类型来控制流固界面纳米气泡分布特征的方法。

宏观尺度下，外加电场可以改变空气中液滴的接触角，即液滴的直径随着外

加电场的增强而增大，这为通过电场改变处于溶液中的纳米气泡的特征提供

了启发。 
为研究不同电场强度下的纳米气泡的大小和分布的变化，实验选用典型

的去离子水、盐溶液、氧气过饱和盐溶液三种溶液。三种溶液中在聚苯乙烯

表面的纳米气泡在外加电场下的变化如图 3-5，3-6，3-7 所示，氧气的过饱

和盐溶液中的图像由于纳米气泡直径较大，采用了 2 μm×2 μm 区域成像。 
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无论是在何种溶液中，随着外加电压的升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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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气泡的平均直径均有变大趋势，而纳米气泡的数量则有变小趋势。在氧气

的过饱和溶液中，可以得到聚苯乙烯表面的大气泡，直径最大可达近 300 
nm，而盐溶液中的纳米气泡则相对最小，直径最小在 5 nm 左右。 

 
图 3-5 去离子水中的纳米气泡在不同电压下的成像 

Fig.3-5 Image of nanobubbles on PS surface in DI water under different applied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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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盐溶液中的纳米气泡在不同电压下的成像 
Fig.3-6 Image of nanobubbles on PS surface in Saline under different applied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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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V 到 60 V 
a) 0 V to 6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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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70 V 到 100 V 
b) 70 V to 100 V 

图 3-7 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溶液中的纳米气泡在不同电压下的成像 
Fig.3-7 Image of nanobubbles on PS surface in Saline 2 under different applied voltage  

利用计算机软件对所获得图像进行分析，不同电压下去离子水（第一

行）、盐溶液（第二行）、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第三行）中纳米气泡的覆盖

面积比例、气泡总数（1 μm×1 μm 区域内）、平均直径汇总于图 3-8 中。可

以看出，不同于去离子水和盐溶液中纳米气泡覆盖比例随电压升高微微上

升，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的纳米气泡覆盖比例随电压升高并没有明显变

化。当考察 0 V 到 60 V 范围内电场强度所带来的影响时，可以看到当电场强

度逐渐由 0 V 增加到 60 V 的过程中，去离子水、盐溶液、氧气的过饱和盐溶

液中 1μm×1 μm 区域内的气泡总数分别由 200 降到 92（去离子水），300 降

到 150（盐溶液），25 降到 5（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

分别由 19 nm 上升到 44 nm（去离子水），18 nm 上升到 25 nm（盐溶液），84
纳米上升到 165 纳米（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相比宏观下同样在电场中发

生变化的液滴形状，纳米气泡平均直径的变化存在着较多的跳变和不平滑，

例如在去离子水中 20V，60V，盐溶液中 30V，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

60V，100V 等，且气泡的平均直径的增大也并没有带来气泡覆盖面积的显著

增加，可以猜测气泡平均直径变大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纳米气泡的聚

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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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覆盖面积比例                           b) 气泡总数 
a) Total covered area                        b)  Total number  

 
c) 平均直径 

c) Average diameter 
图 3-8 分别在去离子水中（图 3-5），盐溶液中（图 3-6），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

（图 3-7）纳米气泡的几何分布特征与外加电压的关系 
Fig.3-8 Geo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nanobubbles as a function of applied voltage on PS 

surface in DI water (first row), saline solution (second row) and in saline 2 (third row)shown 
in Figs. 3-5, 3-6 and 3-7 respectively. 

 

由宏观尺度下电场对固液间表面张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可知，若纳米气泡

在电场中的形状变化依然符合宏观下的电润湿效应，则在存在外界电场时，

固液间的表面张力变小，纳米气泡的直径也呈变小趋势。但从图 3-8（c）可

见，三种溶液的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都呈变大趋势，与宏观情况下恰恰相

反，体现了纳米气泡的尺度效应。为解释这一微观尺度下纳米气泡的平均直

径变大的机理，参考 Somasundaran 等人所提纳米气泡带有负电荷理论，本文

首先建立一个电场强度对纳米气泡影响的模型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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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电场影响纳米气泡直径原理示意图 

Fig.3-9 Schematic of the explaination for the change of the nanobubbles’ diameter in 
electric field. 

根据图 3-9 所建的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可以对电场中纳

米气泡变化不同于宏观尺度下张力变化规律解释为：所加电场对带有负电的

纳米气泡施加了一个指向样本表面的力，这个力拉着纳米气泡向下，使得纳

米气泡的直径上升，同时也增大了纳米气泡之间相互聚集融合的可能性，使

得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进一步上升。 
利用所建立的电场对纳米气泡的影响机理的解释模型可以很好的解释实

验研究结果。如图 3-8（a）所示，三种溶液中纳米气泡的覆盖面积比例均没

有明显的增大趋势，这是由于纳米气泡的直径增大与纳米气泡的聚合同时发

生。在 Wang 等人的研究中，3 个半径分别为 325.6 nm，490 nm，367.6 nm
的纳米气泡在聚合为一个半径为 550.3 nm 纳米气泡后，其总覆盖面积由聚合

前的 1.5×10-12 m2 下降到 0.95×10-12 m2。可见，纳米气泡的聚合现象会导致

纳米气泡的覆盖面积比例的下降，而由静电力的“拉扯”导致的纳米气泡直

径上升则会导致覆盖面积比例的上升。如图 3-8（b）所示，三种溶液中纳米

气泡的数量的下降也可说明纳米气泡在直径增大的同时，发生了纳米气泡的

聚合。聚合导致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进一步上升，同时也导致了在纳米气泡

数量较少时，平均直径会发生不连续的跳变。如图 3-8（c）所示，在氧气的

过饱和盐溶液中，气泡的平均直径较大，数量较少，当发生纳米气泡的聚合

时，其平均直径会显著地增大，这就解释了在 60V 以及 100V 时平均直径所

出现的跳变，同时由于聚合导致气泡的覆盖面积比例下降，故相对应在图 3-
8（a）中，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纳米气泡的覆盖面积比例在 60V 及 100V
时出现了下降趋势。而当平均直径平缓增加时，纳米气泡的覆盖面积比例均

同时呈现平缓提高的趋势。 
本文对微观尺度下电场对纳米气泡的影响机理的解释为对纳米气泡的控

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实验表明所选择的三种溶液中纳

米气泡的变化规律都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给出的电场对纳米气泡的影响机理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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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纳米气泡表面带负电荷的实验验证 

本文所建立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是基于 Somasundaran 等人

所提纳米气泡带有负电荷理论基础上的，但纳米气泡表面带有负电的实验论

证始终存在争议，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为验证纳米气泡表面带有负电的

理论，且纳米气泡表面所带负电荷可影响其大小、数量等分布特性，进而支

持本文所建立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本文设计一个利用固体表

面固液界面负电荷密度增大来影响纳米气泡分布的实验如下： 
采用去静电枪对样本表面进行预处理使聚苯乙烯表面带有负氧气离子，

在放置去离子水时，去离子水会捕获这些离子的电荷并释放出氧气，在表面

附近被捕获的电子会影响到聚苯乙烯与去离子水界面上的电荷密度。利用

AFM 测量缓慢接近表面的胶体探针所受的静电力，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基于 AFM 的静电力测量原理示意图 
Fig.3-10 Schematic of the setup for measuring electrostatic force by AFM 

通过对胶体探针所受静电力的测量可以定性的分析表面电荷的变化趋

势，如图 3-11 所示，在经过处理的表面上所测得的静电力大于初始表面上所

测得的静电力。探针所受静电力的增大说明了聚苯乙烯表面电荷密度的增

加。按本文所建立的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分析可知，聚苯乙烯

表面所带电荷与表面带有负电的纳米气泡之间的静电力将影响纳米气泡的大

小及数量，当聚苯乙烯表面电荷密度增加时，将增加带有负电的纳米气泡与

表面之间的静电斥力，在此作用下，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将减小，数量将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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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处理前后聚苯乙烯表面胶体探针所受静电力  

Fig.3-11 The electrostatic force on PS surface before and after depositing ions 

在没有外加电场的情况下，纳米气泡在聚苯乙烯表面以及处理过的聚苯

乙烯表面的 AFM 图像以及相对应的纳米气泡的直径分布图如图 3-12 所示，

下排为经过预处理后的聚苯乙烯表面在去离子水中的纳米气泡图像，由图中

可直观看出经过处理的表面上的纳米气泡的直径更小，数量更多，与理论假

设一致。 

 
a) 初始聚苯乙烯表面 

a)  Initial PS surface 

 
b) 经处理过的聚苯乙烯表面 

b) Treated PS surface 
图 3-12 聚苯乙烯表面的预处理对去离子水中纳米气泡的影响 

Fig.3-12 Effect of depositing ions on PS surface on nanobubbles in DI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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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证明了 Somasundaran 等人所提出的的纳米气泡表面带负电荷的理

论，同时证明了纳米气泡表面所带负电可影响其大小、数量等分布特性，验

证了本文所建立的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 

3.4 本章小结 

通过对去离子水、盐溶液以及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的纳米气泡在外加

电场下的 AFM 成像，发现三种溶液的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都呈变大趋势，

与宏观情况下恰恰相反，发现了在外加电场下纳米气泡的尺度效应。  
本章建立了一个基于 Somasundaran 等人所提出的纳米气泡带负电荷理论

的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微观尺度下纳米

气泡的尺度效应，即在外加电场下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变大、覆盖面积比例

基本不变，气泡数量变少的机理。 
为验证 Somasundaran 等人的纳米气泡表面带有负电理论，且所带负电可

影响其大小、数量，进而支持本文所建立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

型，本文设计了一个利用固液界面负电荷密度加大使纳米气泡分布特性变化

的实验，通过更多的表面负电荷增加表面与带负电的纳米气泡之间的静电斥

力，使纳米气泡的直径变小，融合几率降低，数量增加，成功验证了纳米气

泡表面带有负电荷的理论，支持了所建立的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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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电场对固液界面表面电荷和边界滑移的影响 

4.1 引言 

在上一章中已通过实验手段验证了纳米气泡的大小与数量都受外加电场

的影响，但由于缺乏纳米气泡与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关系的相关理论模型和

实验论证，电场的变化引起纳米气泡的变化能否可以用作一种减小液体在固

体表面流动阻力的方法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除了纳米气泡之外，边界滑移

也是固液界面研究的热点，它被认为是可以减小微纳机电系统中摩擦损耗的

关键之一，那么电场对边界滑移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外加电场与

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研究就十分重要，它为直接利用电场来减小固液相对运

动阻力提供了可能，同时比较电场中边界滑移与纳米气泡的变化规律还对研

究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固液间存在的表面电荷在外加电场的条件下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如前文

所述，曾有理论认为固液界面的表面电荷密度与边界滑移间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这就为通过电场影响进而控制边界滑移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理论基础。但

由于表面电荷密度难以测量和定量改变，其对边界滑移长度的影响又较小，

而边界滑移长度本身页很难精确测量，该理论始终缺乏有力的实验证明。 
本章首先介绍一种基于 AFM 的边界滑移的测量方法和基于 AFM 的静电

力的测量方法；然后利用胶体探针所受静电力的测量对表面电荷密度的变化

进行定性分析；建立了一个表面电荷密度影响边界滑移长度的理论模型，并

利用电场中静电力的变化估计边界滑移长度的变化趋势；最后通过测量电场

中边界滑移长度的变化验证边界滑移长度随表面电荷密度变化而变化的理

论。 

4.2 基于原子力显微镜接触模式的边界滑移长度的测量 

自从边界滑移理论诞生以来，边界滑移长度的测量就是边界滑移理论的

根基，在不同的表面上和不同的环境下，应用不同的方法测量边界滑移长度

始终是边界滑移相关问题研究的重点。AFM 等新型测量仪器的诞生使得测量

纳米尺度上的边界滑移成为可能，AFM 对微小力的高分辨能力使得测量边界

滑移长度的精度相对较高，所以具有较高精度的 AFM 接触模式测量方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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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文探究在外加电场下边界滑移的变化的首选仪器。AFM 还可以方便地测

出表面对探针的静电力，利用静电力可以对表面电荷密度进行定性比较分

析，为建立边界滑移与表面电荷密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4.2.1 边界滑移长度测量原理 

利用 AFM 测量边界滑移长度可以按 AFM 的工作模式不同分为两种方

法，一种为接触法，AFM 工作在接触模式，另一种为动态法，AFM 工作在

轻敲模式。接触法通过测量胶体探针在流体中靠近样本表面时所受的流体力

来分析推导出边界滑移长度，而动态法则需要胶体探针工作在振荡状态，测

量其在流体中接近样本表面时振荡的振幅及相位的变化来分析推导出边界滑

移长度。两种基于 AFM 的测量方法虽然不同，但都利用了边界滑移影响作

用在胶体探针上的流体力这一特性，两种方法原理接近，分析方法类似，只

是应用环境上各有所长。当测量在液体中的边界滑移长度时，通常接触法有

着较高的分辨率，对较小的边界滑移长度更加敏感，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样

本为疏水表面，其边界滑移长度较小，且为了可以更敏感的分辨电场下边界

滑移长度的变化，在本研究中选用接触法。 
接触法测量边界滑移时应选择适当直径的表面干净、光滑、无滑移的小

球粘在 AFM 探针的尖端制备出胶体探针。如图 4-1 所示。 

 
图 4-1 胶体探针测量边界滑移示意图 

Fig.4-1 Schematic of the slip length measuremt using colloidal probe 

如图 4-1 所示，实验过程中驱动探针尖端的小球在流体中以一定速度接

近样本表面，AFM 工作在力调制模式，记录小球在接近表面过程中因受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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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挠度，小球在此过程中所受力主要包括流体力以及静电力，范德华

力，其中范德华力在距离表面较远处可忽略。该实验适用于较为平整表面，

当表面不存在边界滑移时，小球因受力所产生的挠度可表示为： 
26hydro electro electroF F FRY V

k kD k


                    (4-1) 

式中  Y—小球在垂直方向的挠度； 
V——小球的移动速度； 
R——小球的半径； 

hydroF ——为小球所受流体力； 

electroF ——为小球所受的静电力； 

μ——为液体的动态粘度； 
D——为小球与表面之间的分离距离； 
k——为探针的刚度。 

 当表面存在边界滑移时，小球因受力所产生的挠度可表示为： 
2

* 6hydro electro electroF F FRY f V
k kD k


                 (4-2) 

式中校正系数 *f 在本实验中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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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分离距离远大于滑移长度时（D >> b），小球所产生的挠度可以简化

为：

 26hydro electro electroF F FπμRY V
k k(D b) k


  


              (4-4) 

利用 AFM 接触法测量边界滑移长度的方式多数是直接对数据通过式 4-4
进行拟合 [14,23,49]，为了获得滑移长度，除要得到小球的偏转量外，探针的刚

度、小球的半径也需要测量，同时静电力也需要单独测量。而每一个测量结

果的不确定度都将直接影响最后边界滑移长度测量结果的精度。 
胶体探针所受的静电力进行理论分析如下，当小球非常接近一个平面

时，如图 4-2 所示，半径为 r，与表面距离为 d 的圆环所受静电力可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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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是流体的相对介电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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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是真空介电常数； 

1σ ， 2σ ——分别是上下两层表面的表面电荷密度； 

 是 Debye 距离( 1 )，又称 Debye 半径倒数，描述了电荷可以起作用的

特征距离，电解质溶液中的 Debye 距离可以表示为： 

IeN
kT

A
2

01

2


                       (4-6) 

其中  NA——为阿佛加德罗常数； 
e——为电子电量； 
k——为波尔兹曼常数； 
T——为绝对温度； 
I——为离子力。 

可见，Debye 距离仅由流体的性质、环境所决定，与固体表面性质无

关。 

 
图4-2 静电力分析模型 

Fig.4-2 Model for electrostatic force 

这样，静电力就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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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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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从式4-8中可以看出，静电力随分离距离的增加而成指数形式减小，如果

驱动速度较大，它在较短距离内就会远小于流体力。例如图4-3所示为驱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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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77μm/s时，在OTS的自组装薄膜上测得的流体力及静电力，当分离距离达

到150 nm时，相对于流体力来讲，静电力已可以忽略不计。 
式4-4只在分离距离远大于滑移长度时才有效，而此时静电力相对于流体

力可以忽略，则式4-4就可以简化为： 

  
26h y d r oF π μ RY V

k k(D b)
 


                      (4-9) 

 
图4-3 疏水表面的流体力以及静电力 

Fig.4-3 Electrostatic force and hydrodynamic force on a hydrophobic surface 

对上式进行形式上的转换，得到一个基于拟合直线在分离距离D轴截距的

边界滑移长度b的新表达式，利用该表达式可在不需得到探针的刚度k、小球的

半径R和液体的动态粘度μ得到边界滑移长度b： 

2

1 ( )
6hydro

V V (D b) A D b
Y k F πμR

    
            

(4-10)
 

式中  A ——表达系统特性一个常系数， 26
kA

πμR
  

通过式4-10看出，小球的速度与所受流体力的比值V/Fhydro在分离距离D较

大时，与分离距离呈线性关系，可在分离距离D远大于边界滑移b的区域选取

实验数据点，利用这些数据点对V/Fhydro进行最小二乘直线拟合，然后将线性

关系扩展到分离距离D不远大于边界滑移b的其它区域，如图4-4所示，拟合直

线在分离距离D轴上的截距即为边界滑移长度b。 
为尽可能减少最终结果的不确定度，选取硅片作为基准表面，硅片为亲水

表面，其在各种溶液中的边界滑移长度已被多次证明为0。每次试验均首先对

硅表面在被测溶液中进行边界滑移测量实验，之后再更换为样本表面，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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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证相关参数k，R，μ的一致性。用过原点的直线拟合硅表面的V/Fhydro曲

线得到的斜率可用于拟合样本表面，如图4-3所示。与直接利用式4-9相比，利

用式4-10结合硅基准表面计算边界滑移长度时，减少了需要确定的参数，简化

了数据处理的复杂程度。由于这种方法边界滑移长度b是利用式4-10中的D轴

截距获得的，即V/Fhydro等于0时的D值，此时D等于-b，并且与A无关，所以测

量结果结果对k，R，μ等参数也无关，使得测量准确度得到提高。 

 
图4-4 OTS表面去离子水中边界滑移长度的测量 

Fig.4-4 Slip length measurement on an OTS surface 

此外，由于边界滑移长度b直观的表现为直线在D轴上的截距，通过数据

图即可直观的对边界滑移长度的大小进行判断。当对系统施加电场时，可通过

曲线的平移方向及大小直接判断边界滑移的变化趋势。  

4.2.2 实验装置及样品的制备 

4.2.2.1 样本的选择及制备  

    文献[15]指出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与表面的疏水性正相关，由于聚苯乙烯

表面的疏水性较差（接触角94°），其边界滑移长度b即便存在也相对较小，

使用AFM接触模式测量时结果为0，如图4-4所示，聚苯乙烯表面在多种溶液下

所受流体力曲线（4-5a）与V/Fhydro曲线（4-5b）和硅表面在去离子水中所受

流体力曲线以及V/Fhydro曲线基本重合。这使得对聚苯乙烯表面的边界滑移在

电场下的变化规律的研究失去意义，故本研究选用疏水性更佳的接触角为

106°的OTS自组装分子膜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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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探针所受流体力                     b)探针速度与流体力的比值 

a) The hydrodynamic force on the probe              b) V/Fhydro of the probe 
图 4-5 聚苯乙烯表面在各溶液中边界滑移长度 b 的测量 

Fig.4-5 The slip length measurement on PS surface in various solution 

由于需要对样本外加电场，故选择与聚苯乙烯样本相同的基底，该样本

带有 300 nm 厚二氧化硅层的硅片，晶向 1-0-0(Silicon Quest International)。
首先将切好的硅片放入新配置的 Piranha 溶液中浸泡 30min，Piranha 溶液为

98%的浓硫酸与 30%的过氧化氢溶液以 3:1 比例的混合溶液。Piranha 溶液有

着极强的清洁能力，可清除硅表面残留的杂质和有机物。浸泡后的硅片反复

用大量的水以及乙醇清洗，并用洁净的压缩空气吹干。吹干后的硅片浸入到

1%浓度的 OTS 的无水甲苯溶液（SIO6640.1, Gelest）中 24h 取出，再将硅片

用甲苯清洗数次以清除表面残留的未溶解分子。利用自动测角仪(Model 290, 
Rame-Hart 仪器公司)对制备好的样本测试得到其接触角为 106± 2°。与聚苯

乙烯样本类似，用导电漆将样本粘到金属样本盘上，其余设置与测量电场中

的纳米气泡实验相同。 
对制备好的样本首先在空气中成像，图 4-6 为 OTS 自组装分子膜在空气

中的 AFM 图像，表面粗糙度 RMS 为 0.9 nm，峰谷距为 0.7 nm。 

 
图 4-6 OTS 表面在空气中的 AFM 图像 

Fig.4-6 The AFM image of the OTS surface i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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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OTS 自组装分子薄膜表面非常光滑，且有着较佳的疏水性，

适合于边界滑移长度 b 的测量实验。 
4.2.2.2 胶体探针的制作  

胶体探针的 SEM 图像如图 4-7 所示。由于边界滑移长度通常在几 nm 到

几百 nm 之间，对其测量精度的要求极高，这就要求胶体探针上的小球表面

光滑洁净，在选用表面较为光滑的高硼硅玻璃球基础上，还应用丙酮、甲醇

先清洗小球，清洗后的小球放置在封闭的甲醇溶液中储存备用。  
对于清洗过的小球来说，Wang 的制作胶体探针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

甲醇挥发后杂质堆积在小球底部，使得将小球粘到探针上时，工作面会被污

染，故本研究采用如图 4-8 所示的步骤将小球粘在 AFM 的探针上： 
（1） 将小球依次置于丙酮和甲醇的溶液中，容器置于超声清洗器中对

小球进行清洗，反复数次确信达到要求后，将小球置于甲醇溶液中备用。 
（2） 轻轻晃动装有小球的甲醇溶液，使小球较为均匀分布在溶液中，

取一滴小球与甲醇的混合液，滴在硅片上，见步骤 1。 
（3） 在洁净的空间内静置，等待甲醇挥发完全，此时硅片上的小球均

清洁面朝上，见步骤 2。 
（4） 用去静电枪对载有小球的硅片“喷射”正离子，再取另一片清洁

的硅片  “喷射”负离子，然后用清洁的硅片面对面靠近载有小球的硅片，

分离后有部分小球被静电力吸附在清洁硅片表面，此时清洁硅片表面的小球

清洁面朝下，见步骤 3 和 4。 
（5） 在显微镜下，用探针的针尖轻轻碰触放置在载玻片上的环氧树脂

胶（Araldite, Bostik, Coubert），见步骤 5。 
（6） 将载有小球的清洁硅片置入显微镜下，将小球粘在探针针尖的中

心，此时小球的清洁面朝下，为胶体探针的工作面见，步骤 6。 
该方法制备胶体探针较为方便快捷，同时保证了探针表面的清洁，提高

了实验成功率以及数据有效性。 

 
图 4-7 胶体探针的 SEM 图像 

Fig. 4-7 The SEM image of the colloidal p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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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胶体探针的制作 

Fig.4-8 The process of making colloidal probes 
 

4.2.2.3 实验装置设置  
实验中使用的探针为专为力调制实验设计的矩形探针 ORC8（Burker 公

司），实验中使用的 AFM 为 Demession 3000 辅以 Nanoscope IV 控制器

（Bruker Instruments 公司，美国加州），与纳米气泡成像实验一样，采用聚

三氟氯乙烯液体夹持器（DTFML-DD）夹持探针，高硼硅玻璃小球的标称直

径为 50um，显微镜下实测直径为 59.5um。 
实验过程中对每个样本上的每个点均采用两种不同的驱动速度，分别为

77um/s 和 0.22um/s。其中较高速度用于测量边界滑移长度，如图 4-3 所示，

在拟合数据区域，在此速度下流体力远大于静电力，可忽略静电力的影响。

而 0.22um/s 的驱动速度则用于测量探针与样本表面之间的静电力，在此速度

下，本研究中所用探针所受流体力小于 0.1 nN，远小于数 nN 的静电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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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忽略其影响。 

4.3 表面电荷密度影响边界滑移长度的理论模型建立 

近年来，在疏水表面固液界面存在边界滑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在

一个平滑的疏水表面上，液体的流动在固液交接面上存在着滑动，用边界滑

移长度 b 来表示。在固液交接面处，存在着边界滑移的流体流动切向速度

为： 

dy
dvbVb                           (4-11) 

式中  y——为垂直于表面的坐标； 
v——为流体流动的切向速度。 

如图 4-9 所示，边界滑移的存在可以理解为墙面向后方平移了距离 b。 

 
图 4-9 非边界滑移条件与边界滑移条件 

Fig.4-9 Non-slip condition and Slip condition 

对固液交界面的力学分析可以解释边界滑移的存在，固体表面分子对液

体靠近固体表面的分子的作用力阻碍了靠近表面液体分子的移动，这种现象

可以理解为固体表面对液体的摩擦阻力。当摩擦阻力无法使得最贴近固体表

面的流体分子静止时，最贴近固体表面的流体速度就会大于零，这种现象就

是边界滑移。由表面施加在流体上的单位面积上的摩擦力称为摩擦应力，与

流体施加在表面上的粘性应力相等，而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单面积上的内

摩擦力，即粘性应力 可表示为： 

dy
dv

μτ =                          (4-12) 

同时，由表面施加在流体上的摩擦应力还与相对速度成正比，于是有： 

dy
dv

bλVλ
dy
dv

μ b ==                     (4-13) 

由式 4-13 可以得到 b = μ/λ。由 Green-Kubo 公式可得[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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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dtFtF

ΤSΚ
1λ= xx

Β

                (4-14) 

式中  S——为所考虑分析的面积； 
Fx(t) ——为沿 x 方向（流体运动方向，平行于表面）表面对流体所施加

的作用力。 

对 


0
)0()( dtFtF xx 的分析是较为复杂的，通过分子热动力学可对其进行

近似得[17,47]： 

D
lFdtFtF r

xxx 
 2

0
)0()(                 (4-15) 

式中  Fx——为表面对流体所施加力的平均值； 

rl ——为固体表面褶皱的特征波长； 

D——为液体分子自扩散系数。 
当不考虑表面电荷所产生的静电力时，可以认为作用力的来源为兰纳-琼

斯势（Lennard-Jones potential function）。兰纳-琼斯势又称 L-J 势能函数或 6-
12 势能函数，是用来模拟两分子间作用势能的一个函数。最早由数学家 John 
Lennard-Jones 于 1931 年提出，同时考虑了分子间的引力与斥力，其本身是

一个近似公式。将由兰纳-琼斯势所引起的力记为 FLJ，则有： 

2
2

0

1
=

1
LJ

B

r F
TDSk

l
μb

                      (4-16) 

式中  b0——为不考虑表面电荷时的边界滑移长度。 
当考虑由表面电荷所产生的静电力的影响时，有： 

2222 ++=)+(= eeLJLJeLJx FFFFFFF               (4-17) 

由于表面电荷为边界滑移长度的次要因素，可以假设，静电力所产生的

影响远小于兰纳-琼斯势所产生的影响，故忽略 2
eF 项，得： 

eLJLJx FFFF += 22                       (4-18) 

滑移长度可表示为： 

eLJ
B

r

eLJ
B

r
LJ

B

r
eLJLJ

B

r

FF
TDSk

l
b

FF
TDSk

lF
TDSk

lFFF
TDSk

l
b

2

0

2
2

2
2

2

11

11)(11









    (4-19) 

若表面电荷密度为 σ，则 QEFe = ，其中 SσQ= 为考虑范围内的电荷总

量，E 为考虑范围内的电场强度，假设电荷分布均匀，根据高斯定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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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σ

E = ，其中 ε 为液体的介电常数。于是有： 

2
2

0

1
+

1
=

1
σ

εTDk
Fl

μbb B

LJr                    (4-20) 

其中，针对某一特定系统，在定性考量表面电荷密度对边界滑移长度

时，
εTDk

Fl
μ B

LJr
21

可被认为常数，记为 K，则式 4-20 可写成： 

0
2

01 K
bb
b 




                      (4-21) 

由式 4-21 可知，表面电荷的存在使得边界滑移长度 b 较 b0 减小，表面

电荷密度 越高，则边界滑移长度 b 减小的程度越大。 

4.4 电场对表面电荷密度的影响 

通过胶体探针所受静电力在电场中的变化情况，分析表面电荷密度与外

加电场之间的关系，首先考察去离子水，在去离子水中探针所受静电力与分

离距离在不同外加电压下的函数关系如图 4-10(a)和图 4-10(b)所示。当对系

统施加电场强度垂直指向液体的正向电场时，静电力随电场强度增强而减

小，当对系统施加电场强度垂直指向表面的负向电场时，静电力没有明显变

化。根据实验设置可知，更小的静电力代表着在 OTS 表面更小的表面电荷密

度，实验数据说明了 OTS 的自组装分子膜表面电荷密度会在正电场的影响下

降低。 

 
(a) 负电压下                                  (b)正电压下 

(a) negative voltage                            (b) positive voltage  
图 4-10 不同外加电场下的 OTS 表面水溶液中胶体探针所受静电力 

Fig.4-10 Electrostatic foce on the probe in DI water on OTS surface with different applied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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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探针所采用的玻璃球表面在接触水时，硅烷醇基团的解离是带电的

主要原因[109]： 
SiOH = SiO- + OH+                 (4-22) 

 
图 4-11 电场作用下 OTS 表面电荷的变化示意图 

Fig.4-11 Schematic of the surface charge on OTS surface under positive and negative voltage 

由此可知在水中的玻璃表面所带电荷为负电荷，根据实验中所测得的胶

体探针与 OTS 表面之间的静电力为排斥力可以判断，OTS 表面电荷也为负

电，在 Audry 的工作中同样得出了这个结论[110]。因此，图 4-9 中的实验结果

可以用图 4-11 简单的解释： OTS 自组装分子薄膜可以被认为是置于两个电

极之间的绝缘层，当盖表面与水接触时，表面会带有负电荷，当对系统施加

正向电场时，少数电子会由 OTS 层的上端移动到下端，导致了表面电荷密度

的降低，而当施加负电场时，少数电子会有由 OTS 层的下端移动到上端的趋

势，但由于 OTS 层表面所带的负电荷阻碍了这一趋势，使得负电场下表面电

荷密度变化的趋势不明显。 
再考察在盐溶液中是否有着类似的变化趋势，盐溶液中胶体探针在不同

外加电场下所受静电力如图 4-12 所示，去离子水中胶体探针在无电场下所受

静电力作为对比也在图 4-12 中给出。可以明显看出，盐溶液中胶体探针所受

静电力远小于去离子水中胶体探针所受静电力，且对外加电场的变化并不敏

感。盐溶液中离子浓度较高，在本实验中，较高的离子浓度抑制了 OTS 表面

的带电过程，同时较高的离子浓度带来了较小的 debye 距离，也可以导致静

电力下降。在外加电场下，盐溶液中 OTS 表面的电荷密度也许也存在着下降

的趋势，但由于本身静电力较小，在较小力上的微小改变已经超出了测量系

统的测量范围，故无法得到清晰的变化趋势。  
通过以上实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推论：1. OTS 表面带有负电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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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离子水中 OTS 表面的电荷密度随着正向偏压上升而减小，在负向偏压中及

盐溶液中变化不明显；3. 盐溶液中 OTS 表面电荷密度相比去离子水中较

小。 

 
图 4-12 电场下盐溶液和离子水中探针所受静电力对比 

Fig.4-12 Electrostaic force on the probe in saline on OTS surface under voltage, also show 
the electrostatic force in DI water as comparison 

4.5 电场对边界滑移长度的影响 

在得到表面电荷密度在电场中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可根据式 4-21 对边

界滑移长度在电场中的变化趋势进行推测。在本节，将通过对电场下边界滑

移长度的测量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的对比，验证式 4-21，即边界滑移长度随

表面电荷密度的升高而减小的理论。 
首先在去离子水中外加正电场进行试验，图 4-13(a)中给出了以 77 μm/s

速度接近 OTS 表面的胶体探针所受流体力 Fhydro 在外加正向偏压的变化情

况，同一个胶体探针在硅表面所受流体力作为参照组也同时给出。由于边界

滑移的存在可以减小流体在固体表面流动的阻力，所以可以减小探针所受的

流体力，即边界滑移的存在将导致探针所受流体力的减小。在图 4-13(a)可以

看出，在 OTS 表面，同样的胶体探针在相同实验环境下所受流体力小于滑移

长度为 0 的硅表面，表明在 OTS 表面存在着边界滑移；同时，随着正向偏压

的增加，胶体探针所受流体力逐步减小，可以推测在电场的影响下，边界滑

移长度随着外加电场强度的增加而增加。由本文所建立的基于拟合直线在分

离距离 D 轴截距的边界滑移长度 b 的表达式（4-10），得到胶体探针移动速

度与所受流体力的比值 V/Fhydro，如图 4-13(b)所示。注意此处的速度并非指

驱动速度，而是胶体探针前端小球的移动速度，小球在接近表面时由于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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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作用，其移动速度会有所下降，AFM 可以测量其在每个采样时刻的相对

位移，通过对位移的微分可得到其移动速度。 

 
a) 探针所受流体力 

a) The hydrodynamic force on the probe 

 
b)探针速度与所受流体力比值 

b) The V/Fhydro of the probe 
图 4-13 去离子水中边界滑移长度 b 随正向电场变化测量结果。 

Fig.4-11 Rusults of slip measurement on OTS surface in DI water under different appli ed 
positive voltage. The data on Si surface are shown as well.  

由 4-1 节所建立的方法可知，利用分离距离 D 远大于边界滑移 b 的区域

的实验数据进行最小二乘直线拟合，拟合直线在分离距离 D 轴上的截距即为

边界滑移长度 b。故通过对分离距离 D 远大于边界滑移 b 的区域的实验数据

离散点的观察便可直接得出边界滑移的变化趋势。对同一系统而言，图 4-3
中的数据左移即为滑移长度增大，曲线右移则滑移长度减小。对比在硅表面

的 V/Fhydro 测量结果在图 4-13(b)中给出，在硅表面的数据曲线应为一条过原

点的直线，由于采用了相同的探针刚度、溶液和小球直径，故其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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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πμR
kA  与在 OTS 表面所测得数据应相同，利用本文所建立的基于拟合直

线在分离距离 D 轴截距的边界滑移长度 b 的表达式，可获得在不同电压下，

OTS 表面在去离子水中的边界滑移长度 b。 
图 4-14 所示为去离子水中 OTS 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 b 在负电场下的变

化情况。胶体探针在 OTS 表面的不同负电场强度下的 V/Fhydro 曲线基本互相

重合，表明在负电场下 OTS 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 b 没有明显变化。 
在去离子水中，OTS 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的变化规律与表面电荷密度的

变化规律很好的吻合，在正向电场下，随着电场强度的增加，表面电荷密度

减小，同时边界滑移长度增加。在负向电场下，随着电场强度的增加，表面

电荷密度基本保持不变，同时边界滑移长度也基本保持不变。这与式 4-21 的

理论分析相吻合，即表面电荷的存在使得边界滑移长度 b 较 b0 减小，表面电

荷密度 越高，则边界滑移长度 b 减小的程度越大。 

 
图 4-14 负电场下边界滑移测量结果：去离子水中硅表面及 OTS 表面（不同负向

电压下）上探针的 V/Fhydro 
Fig.4-14 V/Fhydro on OTS surface in DI water under different applied negative voltage. 

盐溶液中边界滑移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测量，盐溶液中胶体探针的 V/Fhydro

如图 4-15 所示。在去离子水中的数据也一同在图中给出作为参考对比。在盐

溶液中，不同电场强度下的曲线基本相互重合，说明盐溶液下的边界滑移长

度 b 在改变外加电场强度时基本不变。但盐溶液中的边界滑移长度却显然较

去离子水中的边界滑移长度 b 更长。前面对盐溶液中的静电力的测量实验表

明，盐溶液中胶体探针所受的静电力小于去离子水中所受的静电力，且静电

力在存在外加电场的情况下没有明显变化。基于前文关于表面电荷密度与边

界滑移关系的讨论，边界滑移长度 b 实验的测量结果很好的与静电力测量实

验结果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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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盐溶液中不同电压下边界滑移长度测量结果  

Fig.4-15 Rusults of slip measurement on OTS surface in saline under different 
applied voltage. 

将 OTS 表面在盐溶液及去离子水中的边界滑移测量结果汇总于图 4-16
中，由于当对系统施加负向电场时，边界滑移长度没有明显变化，故图 4-16
中只给出正向电场下的边界滑移长度的变化情况。 

 
图 4-16 OTS 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随所加偏置电压变化测量结果 

Fig.4-16 Measured slip length with different applied positive voltage to the 
substrate. 

表 4-1 中将电场中边界滑移与表面电荷密度的变化进行对比，可以看出

边界滑移长度 b 与表面电荷密度的变化的关系与式 4-21 的理论公式相符，当

边界滑移增大时，表面电荷密度相应减小，当边界滑移长度不变时，表面电

荷密度也没有变化，实验结果验证了表面电荷密度可影响边界滑移长度的理

论。 
由 4.3 节中建立边界滑移长度与表面电荷密度关系模型的过程可知，表

面电荷密度是通过改变固体分子与液体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来影响边界滑

移长度的。这为边界滑移是界面上固体分子与流体分子相互作用力的表现提

供了新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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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不同溶液及电场下，边界滑移与表面电荷密度变化趋势  
Table 4-1 The change of electrostatic force and slip length in different solutions and 

electric field 
 边界滑移 表面电荷密度 

去离子水，正向电场 增大 减小 

去离子水，负向电场 不变 不变 

盐溶液，正向电场 不变 不变 

去离子水置换为盐溶液 增大 减小 

 

4.6 本章小结 

建立一个基于拟合直线在分离距离D轴截距的边界滑移长度b的表达式，

利用该表达式可在不需得到探针的刚度k、小球的半径R和液体的动态粘度μ得
到边界滑移长度b。该公式利用分离距离D较大区域的实验数据对V/Fhydro进行

最小二乘直线拟合，拟合直线在分离距离D轴上的截距即为边界滑移长度b。 
开发了一种制备胶体探针的方法，该方法利用 2 片硅片分别带正负电

荷，产生静电力，确保制备后探针的小球工作面清洁。该方法方便快捷，提

高了实验成功率以及数据有效性。 
利用对电场下表面电荷密度与边界滑移长度变化的对比，首次实验验证

了边界滑移长度随表面电荷密度的增加而增加的理论，为边界滑移是界面上

固体分子与流体分子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的体现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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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和电场与流动阻力关系

的研究 

5.1 引言 

前文研究了电场对于纳米气泡和边界滑移长度的影响，由于边界滑移长

度与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直接相关，而纳米气泡如何影响固液间相对运动阻

力仍然未知。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米气泡可以影响边界滑移，甚至可

能是边界滑移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建立了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联系

就间接建立了纳米气泡与固液相对运动阻力之间的联系。而在讨论纳米气泡

是否是边界滑移的必要条件的命题中，气体是否存在边界滑移成为一个关键

问题。气体作为一种流体假如存在与液体类似的有限长度边界滑移则证明固

液界面上存在纳米气泡并非是固体表面存在边界滑移的前提。近年来，对流

体边界滑移测量的实验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除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外，

电场引起的表面电荷的变化还导致了其自身著名的电粘度效应，而电粘度效

应则和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有直接关系。外加电场影响固液界面的纳米气

泡、边界滑移和电粘度等，其对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的影响需综合分析。  
本章将基于气体滑移的测量实验研究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关系，结合

电粘度效应相关理论及电场中表面润湿性、纳米气泡、边界滑移长度的研究

结果，综合给出电场影响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的关系。 

5.2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关系讨论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吸引了众多科研工作者的目光，正当越

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纳米气泡是边界滑移的中主要来源且其接触角可影响边界

滑移长度的大小时，气体边界滑移的提出和验证试验使人们又重新审视纳米

气泡和边界滑移的关系，这使得气体的边界滑移背负了超越其本身应用前景

的重任：可以间接验证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 
虽然气体滑移的存在并不能完全的解释流体存在边界滑移的原因，但却

也将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划清界限，对研究纳米气泡对流体阻力的影响以及

边界滑移的机理有着重要意义，本节将研究气体边界滑移的测量原理及方

法，对个各种不同的表面进行气体边界滑移测量，并根据实验结果研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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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限长度的气体边界滑移，进而综合前几章的实验结果，讨论纳米气泡

与边界滑移间的关系。 

5.2.1 有限气体边界滑移长度存在性研究 

5.2.1.1 气体边界滑移测量原理及其争议  

气体存在边界滑移的推论首先由 Maxwell 提出 [111]，近几年已经被很多

学者研究、测量[50-54]。不同于液体边界滑移的接触式 AFM 测量[41,49,112]，由

于气体的黏度较低，多数学者采用动态模式对气体进行测量。由于探针在气

体中较高的品质因数，使得可以对阻尼的任何变化精准测量。和液体边界滑

移测量类似，悬臂梁的振幅和相位在悬臂梁接近表面过程中被记录下来，利

用阻尼的变化推出边界滑移长度。 
Maali 和 Bhushan 利用 AFM，驱动悬臂梁在其固有频率振动，缓慢接近

表面的过程中，记录相位和幅值，最终在玻璃表面测得了 118±10 nm 的边界

滑移长度[51]。Honig 等人[50]，Bowles 和 Ducker[52]在他们的研究中利用同样

的热驱动方法，与 Maali 和 Bhshan 的研究结果类似，测出了有限长度的边界

滑移长度，根据表面的不同得到了由 100 nm 到 630 nm 不等的边界滑移长

度。 
当利用 AFM 的动态模式测量边界滑移时，悬臂梁被以较小的幅值驱动，

此时作用在悬臂梁上的相互作用力可以线性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保守分

量，由气体的弹性压缩产生，第二部分为耗散分量，由压缩气体过程中的黏性

润滑阻尼产生，于是悬臂梁的运动就可以表述为： 

)exp()()( 0
* tjFzkkzzm DHlH            (5-1) 

式中  m*——为悬臂梁的等效质量； 
z——为悬臂梁在纵向坐标的瞬时位置； 

lk ——为悬臂梁的刚度； 

Hk ——为液动相互作用刚度； 

DF ——为驱动力，
0

0

Q
AkF l

D  ； 

0A ——为悬臂梁在远离表面位置的振动幅值； 

0Q ——是悬臂梁在远离表面时的品质因数； 

——为驱动频率； 

T ——整体阻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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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为主体黏性阻尼系数； 

H ——和流动润滑阻尼系数之和。 

等效质量则可以用悬臂梁的刚度表达： *0 m
kl 。 

式 5-1 稳态解 )(exp   tjAz 给出了总阻尼系数的值为： 

)sin(
0

0 



AQ

Akl
T                         (5-2) 

式中  A——振荡探针的幅值； 
———振荡探针的相位。 

    当一个小球在流体中向表面移动时，如果表面不存在边界滑移，则作用在

小球上的流动润滑力可以用 Taylor 公式表达：  

dt
dz

D
RFH

26
                         (5-3) 

式中  R——为小球半径； 

——为气体的粘度； 

D——为小球与表面之间的分离距离。 
根据 Vinogradova 所提出的理论，在存在边界滑移的情况下，流动力可以

写成[97]： 

dt
dz

D
Rf

dt
dzF HH

2
* 6

                       (5-4) 

其中  f *——为调整系数。 
如果两个表面存在相同的边界滑移长度，则： 

]1)61ln()
6

1[(
6
2* 

D
b

b
D

b
Df                 (5-5) 

如果两个表面存在着不同的边界滑移长度，记为 b1=b; b2=(1+k)b，则： 

  






























)12(2

)12(2

)2(

)]1ln())(()1ln())(([2

2

2

22
*

kkkbC

kkkbB

kbA
D
C

C
ACDC

D
B

B
ABDB

BC
D

BC
ADf

  (5-6) 

当两个表面的滑移长度相同时，在较大的分离距离 D >> b 下， *f 可以简

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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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f 21*                              (5-7) 

这样，在较大分离距离下，流动力可以记为： 

dt
dz

bD
R

D
b

dt
dz

D
R

dt
dzF HH 2

6)21(6 22





                (5-8) 

于是有： 

26
)2(/1

R
bD

H





                           (5-9) 

边界滑移长度可以通过利用式 5-9 拟合流动阻尼系数的倒数来获得。使用

流动阻尼系数的倒数而不直接使用阻尼系数的优势在于最终边界滑移长度的结

果可以直接表示为拟合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这个截距对悬臂梁的刚度以及其

它参数诸如小球半径、气体粘度等并不敏感，减小了最终测量结果的不确定

度。 

当两个表面的边界滑移不同时， *f 则由两个表面滑移长度之和 btotal = b1 

+b2 控制[52]，当边界滑移长度之和一定时，在两个表面的滑移长度相差不大的

情况下， *f 与两个表面的滑移长度相同时很接近。这样在较大分离距离上，

D
bf total1* ，于是有： 

26
)(/1

R
bD total

H





                         (5-10) 

通过拟合就可以获得 btotal = b1 +b2，在实验中，首先使用玻璃球探针测

量玻璃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由于材质相同，所处实验环境相同，故可认为

小球和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相同，于是得到了玻璃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再

利用该已知表面滑移长度的探针测量其它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通过总边界

滑移 btotal 的测量结果即可获得其它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 
Maali 和 Bhushan 利用类似的方法在玻璃表面测量了边界滑移长度，得

到 118±10 nm 的边界滑移长度[51]，但 Siria 等人的研究对该实验结果持怀疑

态度[55]，认为动态模式下边界滑移的测量结果是随探针振幅改变的[52]，随着

驱动幅值的减小，所测得的边界滑移长度将逐渐增加，直至得到无穷大的边

界滑移，也就是气体边界的完美滑移理论，该理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

由于若边界滑移长度随振幅变化，那么随距离变化的振幅就会导致实验所得

到的的曲线与理论式偏离，在 Maali 和 Bhushan 的研究中，受 AFM 的工作

范围限制，有效分离距离为 2000 nm，在该范围内曲线的线性部分较短，如

图 5-1 所示，故无法证明曲线在较大范围内可以符合拟合的理论公式，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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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气体滑移的存在性论证缺乏说服力。 

 
图 5-1Maali 与 Bhushan 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图  [51] 
Figure 5-1 Data from the study of Maali and Bhushan [51]. 

与此同时，Honig 等人认为 AFM 动态模式的测量方法虽然速度较快，但

距离分辨率较差，在实验中的分离距离下（2 μm）得到的有效数据不足以支

持测量结果 [50]。且认为探针与表面之间较薄的空气层会被振荡的探针加热，

导致最终结果出现偏差。 
针对这些疑点和争论，在本研究中对实验进行如下改进：  
（1） 采用不同驱动幅值，对比分析实验结果，证明振荡的阻尼系数与

分离距离的关系和探针振动幅值无关，进而证明边界滑移长度的测量结果与

探针振动幅值并不相关。 
（2）采用较大的分离距离，以获得足够的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同时减

小探针振动对空气层温度的影响，同时验证曲线在探针远离表面时仍符合理

论公式，即有着良好的线性度。 
5.2.1.2 实验设置及实验结果  

根据前文所述，采用改进的实验设置，以排除对测量结果的怀疑，确定

测量结果的有效性。 
实验中使用的 AFM 为 Dimension 3000（Bruker 公司）。由于气体粘度较

低，流体力相对也较低，为了尽可能获得较大的流体力，实验中采用了一个

直径为 134 微米的球状玻璃。同时，由于小球距离表面比悬臂梁更近（相差

134 μm），故由悬臂梁本身所产生的流体力相较由尖端小球产生的流体力来

说可以被忽略。小球被树脂胶（Araldite 公司）粘在一个矩形悬臂梁（LRCH 
225C/R，Team Nanotec GmbH 公司）的尖端。使用锁相放大器（型号 7280，
Signal Recovery 公司）记录振动相位及幅值，同时探针的振动由锁相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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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如图 5-2 所示，在实验过程中，探针的位置固定，样本在“纳米位移

机”（NPZ300M，nPoint 公司）的驱动下接近和远离探针。纳米位移机的应

用使得最大分离距离可达 300 微米（驱动电压 20V 时），同时具有高分辨闭

环控制。采用信号发生器（33120A，HP 公司）驱动纳米位移机，输出波形

为频率 0.02Hz、峰谷值 4V 的三角波，对应纳米位移机的动作即为频率为

0.02Hz，60 微米行程的匀速反复运动。探针的位置反射信号同样由锁相放大

器记录，通过该信号可确定表面接触探针的时刻，由此可确定分离距离的原

点。 

 
图 5-2 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5-2 Schematic of a surface approaches an oscillating sphere with a very low velocity in 
air driven by a nanopositioner. 

实验中采用三种不同的光滑表面：玻璃、石墨、云母。云母与石墨表面

为原子级光滑表面。玻璃样本表面和玻璃球在 1m2 内表面粗糙度分别为 1.3 
nm 和 2 nm。在这里假设玻璃样本表面与玻璃球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相同。

首先测量的是玻璃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其次利用测得的玻璃表面的边界滑

移长度测量云母和石墨烯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实验在恒温实验室内进行，

温度控制在 20 ºC ，湿度为 35-40 %。 
悬臂梁的谐振频率通过测量获得为 7.108 kHz，如图 5-3 所示，品质因数

为 974，通过噪声法测量悬臂梁的刚度，得到结果为 2.4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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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胶体探针振幅与相位的频谱图 

Fig.5-3Amplitude and phase spectra of the cantilever with a sphere glued to the top. 

以云母为例，悬臂梁在接近样本表面时的振幅、相位、弯曲距离如图 5-
4 所示，通过弯曲距离的曲线的硬接触位置可以确定相位和幅值数据中分离

距离的原点。 

 

图 5-4 云母表面实验过程中悬臂梁振幅、相位(a)及弯曲距离(b)与分离距离的关系 
Fig.5-4 Amplitude, phase (a) and deflection (b) of the cantilever on mica surface.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处理，玻璃样本上得到的悬臂梁的阻尼系数的倒数如

图 5-5 所示，图中所选数据驱动幅值为 2.7 nm。 
这里两个玻璃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之和 2b1 可以通过对约 1000 nm 到

6000 nm 分离距离范围内的曲线利用式 5-7 拟合得到。于是边界滑移的最终

测量结果可以计算获得为 98±19 nm，这里不确定度主要来自于不同的拟合

范围选择。悬臂梁在云母和石墨表面的阻尼系数的倒数如图 5-6 所示，驱动

幅值分别为 1.4 nm 和 1.2 nm。在三个不同表面的阻尼系数倒数曲线拥有着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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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相同的斜率，在云母和石墨表面的总滑移长度可以用式 5-8 拟合得到，拟

合区域与玻璃表面相同。这样就可以通过玻璃表面边界滑移的测量结果分别

计算出云母和石墨表面的边界滑移长度，其结果分别为 b2=110±21 nm（云

母）和 b3=234±29 nm（石墨）。 

 

图 5-5 玻璃表面悬臂梁阻尼系数 -1 与分离距离的关系，虚线为用式 5-7 对曲线拟合

的拟合直线 
Fig.5-5 Inverse damping coefficient of the cantilever on glass surface, fit the plot with 

equation 5-7 to get the slip length, the dashed line is the fitting line 

 

图 5-6 云母与石墨表面悬臂梁的阻尼系数 -1 与分离距离的关系 
Fig.5-6 Inverse damping coefficient of the cantilever on mica and gra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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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不同驱动幅值下石墨表面悬臂梁的阻尼系数倒数  

Fig.5-7 Inverse damping coefficient of the cantilever on graphe surface with different drive 
amplitude. 

图 5-7 中给出了不同的驱动幅值下阻尼系数的倒数的对比，以石墨表面

为例。在玻璃、云母、石墨表面发现，不同的驱动幅值下的阻尼系数倒数曲

线相互重合。也就是说，各个表面的边界滑移测量结果在改变驱动幅值时并

未发生明显变化。在石墨的例子中，驱动幅值分别为 0.6 nm，1.2 nm，2.4 
nm 时，测得的边界滑移长度分别为 240±29 nm，234±29 nm，249±31 
nm。Siria 等人关于气体的完美滑移假设的前提是边界滑移长度的测量结果会

“显著地”被驱动幅值改变。而实验结果却支持了相反的结论：气体的边界

滑移测量结果与驱动幅值的设置无关，且并非为无限大。此外，实验结果显

示，在所采用的驱动幅值下，阻尼的测量结果可以用支持固定滑移的 Taylor
公式在较大范围内（6 微米）很好的拟合，在远离表面时曲线有着良好的线

性度。假如如 Siria 等人所假定的滑移长度随振动幅值改变，则滑移长度也与

分离距离相关，因为分离距离也会影响振动幅值，而 Taylor 公式中并未引入

该影响，假如该影响客观存在，就会导致实验曲线和模型公式曲线相偏离，

然而实验结果却恰恰与模型曲线很好的吻合。可以说实验结果支持了气体表

面存在边界滑移的结论，且证明了气体同液体的滑移类似，滑移长度的大小

与固体表面的性质相关。 
和 Maali 与 Bhushan 在 2008 年的工作相比，由于采用了可提供更大分离

距离的纳米位移机，拟合范围从 2000 nm 提高到了 6000 nm。计算边界滑移

长度公式的有效条件为分离距离远大于边界滑移长度，对于总滑移长度可达

400 nm 的气体边界滑移来说，分离距离在 2000 nm 以内的数据很难很好的利

用计算边界滑移的公式拟合。同时更多的分离距离也提供了更多的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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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降低了结果的不确定度。实验结果与理论公式的吻合则进一步证明了有

限长度气体边界滑移的存在，且由于采用了不同的驱动幅值、不同的样本表

面，增加了实验结果的可信程度，证明了气体边界滑移同液体的边界滑移一

样，随表面与气体的性质不同而各不相同。 

5.2.2 边界滑移与纳米气泡关系的讨论 

通过上一节的实验可以确定气体的边界滑移是存在的且为有限值，这个

实验结果直接否定了纳米气泡是边界滑移的必要条件这一理论。固气界面上

可确信并不存在“气泡”结构，然而却存在着根据固体表面性质不同而不同

的边界滑移长度，表明流体的边界滑移可以完全独立于表面的纳米气泡。 
大量的实验显示水中的边界滑移长度是与固体表面疏水性直接相关，而

疏水性实际上就是固液间的表面张力，表面张力是分子间作用力的一种表现

形式，这与用固液分子间作用力来解释边界滑移理论不谋而合。同时，关于

电场中边界滑移长度的实验结果表明，边界滑移长度与表面电荷密度同步变

化，而表面电荷密度则直接与分子间的静电力相关，所以可以认为固液分子

间的作用力与边界滑移长度同步变化，进一步说明边界滑移可以通过固液分

子间作用力来解释，是固体表面性质与液体性质的综合体现。 
但也有大量的实验证明，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息息相关。例如 Boehnke

等人的实验 [38]，边界滑移的测量结果与纳米气泡的测量结果也有着很好的同

步性，在没有纳米气泡的表面滑移测量结果为零，在有纳米气泡的表面则测

得了边界滑移长度。 
实际上，纳米气泡可以影响边界滑移长度与固液分子间作用力是边界滑

移的来源并不矛盾，纳米气泡的存在改变了固液接触面，对固液分子间的作

用力必然产生影响。在众多研究超疏水表面的文章中，已经通过多种方法证

明了表面上气体区域所占面积比例可影响等效的边界滑移长度，当表面的纳

米气泡尺寸较小、所覆盖面积比例较小时，对边界滑移的影响应较为有限。

在 Lee 等人和 Ybert 等人描述的等间距模型中[86,90]，等效边界滑移长度可以

表示为： 

)ln(cos geff
Lb 


                       (5-11) 

其中  L——为表面峰峰间距（理想模型，等间距）； 

g ——为气体覆盖面积比例。 

以聚苯乙烯表面在去离子水下的纳米气泡为例，平均峰峰间距约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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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g  = 0.18，经计算获得对应的边界滑移长度为 1 nm，此外公式中并未

考虑气体的接触角，默认为接触角为 0°，当考虑到气体的接触角时，边界

滑移长度将进一步降低[90,100]。虽然纳米气泡的表面模型与 Lee 等人和 Ybert
等人描述的模型不尽相同，但仍然可以看出由于较低的气体覆盖面积比例，

纳米气泡对边界滑移的影响十分有限。 
通过分析第三章与第四章的实验结果同样可以对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

关系有所启发。在聚苯乙烯表面，尽管不同溶液下的纳米气泡分布有着显著

的不同，但边界滑移长度均无法测出；而在 OTS 的自组装膜表面，边界滑移

的变化已经在第四章中详尽给出，其表面在液下的纳米气泡成像如图 5-9 所

示，在去离子水、盐溶液中并没有发现纳米气泡的图像，但是这并不证明表

面不存在纳米气泡。这可以解释为过于光滑的表面使得固液气三相接触线不

稳定，导致纳米气泡的不稳定，难以成像，而图中的黑色圆点可能是纳米气

泡留下的痕迹。在氧气的饱和及过饱和盐溶液中，纳米气泡的图像依然不稳

定，但已可以明显看出表面的突起结构，通过这些结构可以判断表面存在着

纳米气泡。 

 
图 5-8 OTS 表面在空气及不同溶液中的 AFM 图像 

Fig.5-8 The AFM images of OTS in air and viarous solutions 

可以推测，在与聚苯乙烯表面纳米气泡同样带有负电的自组装膜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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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气泡在电场中有着类似的变化趋势，将纳米气泡的变化趋势与边界滑移

的变化汇总在一起，如表 5-1。在表中可清晰的看出，在去离子水中，纳米

气泡在正向电场下平均直径增大，数量减少，边界滑移长度也增大；在盐溶

液中，纳米气泡在正向电场下直径增大，数量减少，而边界滑移长度却没有

变化；当溶液从去离子水中换为盐溶液中时，纳米气泡平均直径减小，数量

增多，而边界滑移长度却增大。三种不同的变化趋势表明了纳米气泡在本实

验中对边界滑移的影响不明显。而第三章中的实验结果表面，无论是在何种

情况下，纳米气泡覆盖面积比例变化均不大。纳米气泡的覆盖面积比例没有

大幅提升可被认为是纳米气泡的变化对边界滑移长度影响有限的原因。 

表 5-1 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在不同环境下的变化趋势  
Tabel 5-1 The change of nanobubbles and slip length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环境变化 纳米气泡变化趋势 边界滑移变化趋势 

去离子水，正向电场 平均直径增大，数量减少 边界滑移长度增加 
盐溶液，正向电场 平均直径增大，数量减小 边界滑移长度不变 

去离子水置换为盐溶液 平均直径减小，数量增加 边界滑移长度增加 

 
通过以上综合分析，可以为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的关系作如下总结：边

界滑移可以通过界面上固体与液体分子间作用力来解释，表面存在纳米气泡

并非是存在边界滑移的必要条件。但表面若存在纳米气泡，由于改变了固体

与液体的接触，故对边界滑移长度仍会有着一定的影响，决定纳米气泡对边

界滑移的影响的首要因素是纳米气泡的覆盖面积比例，当覆盖面积比例较小

时，其平均直径、数量等性质的改变对边界滑移长度的影响不明显。  

5.3 双电层及电粘度效应 

除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长度外，在固液界面上可随外加电场变化而变化

的还有电粘度效应。为更全面的理解下电场的作用下液体流动阻力的变化情

况，在本节将建立考虑边界滑移的电粘度效应模型，基于 4.4 节中表面电荷

密度随电场变化的研究结果，分析电场下电粘度效应的变化规律。 
当固体表面置于液体中时，表面会带有一层表面电荷，可以被称为表面

电荷层。而在溶液中，出于电中性的要求，紧贴电荷层会有一层由离子构成

的扩散层，可以理解为离子被库仑力“拉”到了电荷层附近。这种结构就被

称为双电层。当液体在表面流动（压力驱动流）时，双电层的存在会产生流

动电势和流动电流，如图 5-9。被引入的流动电势会对液体产生一个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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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相反的静电力，使得液体的流动速度下降。这个静电力和流动电势以及

流体的导电性相关，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流动阻力。当固体表面存在边界滑移

时，由于增加了表面层的流动速度，增加了流动电势，使得对液体流速的影

响变得更加显著 [113,114]。双电层的这种特性被简化等效为流体粘度的增加，

故被称为电粘度效应，已被多个学者所研究[48,115-117]。 

 

图 5-9 电粘度效应原理示意图 
Fig.5-9 Schematic of the effect of the EDL on the drag of liquid flow 

为了分析在有边界滑移的表面双电层的影响，建立一个液体通道的简单

一维模型，如图 5-9 所示。通道上下有两块平行表面，其中流通压力驱动

流。为了简化分析，这里边界滑移长度假定为一固定值，即不随表面电荷密

度的变化而变化。 
当表面带电后，在液体中的净电荷总量和表面带电量相等，这种关系用

表面电荷密度 和液体中的净电荷密度 e 可以表示为： 

dy
h e

0
                            (5-12) 

这样电势  就可以用泊松公式表示为[118]： 

0
2

2



 e

dy
d

                            (5-13) 

式中   —— 为液体的相对介电常数； 

0 ——为真空介电常数。 

泊松公式的边界条件为： 

 











00,0 y
dy
d

hy






                     (5-14) 

式中  ζ——在边界的表面电势，被称为 zeta 电势。 
这里两个平行板间的间距假设为足够大，两个表面的双电层并没有互相

重叠。由于表面电荷密度很难测量，zeta 电势通常被用来描述表面电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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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设表面电荷密度不由通道尺寸和流向改变，而只与液体与表面特性相

关，则表面电荷密度 与 zeta 电势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118,119]： 

 















Tk
ze

b












1)4/(tanh
)4/tanh(4

2
0

                    (5-15) 

式中  1 ——即为 debye 距离； 

bk ——为波尔兹曼常数； 

T ——为绝对温度； 
z ——为离子的化学价； 
e ——为电子电量。 

通过式 5-12 可以将 zeta 电势与表面电荷密度联系起来，可以通过

zeta 电势对表面电荷密度的变化定性或定量分析。 

液体净电荷密度 e 可以用波尔兹曼分布来描述[120]： 

)sinh(2 0 Tk
zezen

b
e


                         (5-16) 

则电势分布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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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对于压力驱动流来说，流体的流动可以用改进的 Navier-Stokes 公式来描

述[121]： 

xeE
dx
dp

dy
vd

 2

2

                         (5-18) 

式中  ——为流体粘度； 

 v——液体的速度,； 
dp/dx——为压力梯度； 

Ex——为流动电场。 
Navier-Stokes 公式中速度的边界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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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式中  b——为边界滑移长度。 
被假设为常数，不随表面电荷密度以及 zeta 电势的变化而变化。结合改

进的 Navier-stokes 公式及其边界条件可得速度场分布： 
2 2

0
0

2
2

x
x

y h

b Ey h bh dp dv E
dx dy

  


  


  
              (5-20) 

在流体流动稳定的情况下，总的电流量和应为 0，此时流动电流与传导

电流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表示为[121]： 

cs II                               (5-21) 

流动电流可以表示为： 

 I
s
= r

e
vdS

S
ò                          (5-22) 

这里 S 通道的截面积，而传到电流可以表示为： 

SEI xc                               (5-23) 

这里 为流体的电导率。这样流体流动产生的感应电场就可以表示为：  

S

vdS
E S e

x



                          (5-24) 

结合以上各式可以得到流动电场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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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接下来我们定义描述整体流速的流体流量： 

 S
vdSQ                              (5-26) 

在本研究中，采用可被认为 1:1 对称电解质的去离子水。假设电荷浓度为

n0 = 6.02×1019/m3，即 1 ×10-7mol/L。系统处于常温下 T = 293 K，就有 μ = 

1.002×10-3 sPa， 1  = 1 μm，ε = 80.20，ε0 = 8.854×10-12 F/m [105] 和 λ = 
4.19×10-6 S/m [122]。为了分析方便，这里我们假设压力梯度为: dp/dx = -1×106 

N/m3，边界滑移长度 b = 100 nm，为了避免双电层的叠加造成的影响，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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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距离 h 假设为 15 1 。通过式 5-20，式 5-25 和式 5-26，体积流速在考虑

双电层影响前后的对比如图 5-10 所示。为方便比较并对 Q 做无量纲处理，用

Q0 表示不考虑边界滑移、不考虑双电层影响的流量，作为基础流量参考项。

用实际流量 Q 对基础流速改变的比例(Q-Q0)/Q0 表征双电层以及边界滑移对流

速的影响。图中实线（电子版为蓝色）为不考虑边界滑移影响的情况，虚线

（电子版红色）则为考虑了固定边界滑移的情况。图中 zeta 电势的变化范围

参考了其典型值。 

 
图 5-10 电粘度效应及考虑了边界滑移的电粘度效应 

Fig.5-10 The effect of EDL on the volumetric flow rate with and without the consideration of 
slip length. 

可看出，当考虑到双电层的影响但不考虑边界滑移时（实线），体积流速

随着 zeta 电势的上升而下降，当 zeta 电势上升到 100mV 时，流速下降了

0.316%。当仅考虑边界滑移影响时，即 zeta 电势为 0 时体积流速的提高超过

了 1%，而随着 zeta 电势的提高，体积流速下降，当 zeta 电势上升到 100mV
时，流速下降了 0.434%（相对于基础流速而言），大于不考虑边界滑移长度时

流速下降的 0.316%。边界滑移导致电粘度效应提高了近 50%，当存在边界滑

移时，双电层对流体流速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很容易理解：边界滑移效应大幅

增加了紧贴固体表面的液体流动速度，进而导致了流动电流的提高，最终增强

了电粘度效应。 
本研究中，已经通过静电力实验证明了在诸如聚苯乙烯、OTS 的自组装

分子膜表面的电荷密度会随外加电场强度的增加而减小，减小的表面电荷密度

减弱了电粘度效应，降低了双电层对流体流速的减缓效果，相当于减弱了固液

间相对运动阻力，但与此同时，在去离子水中，由于外加电场导致边界滑移长

度增加，进而又在另一方面增强了电粘度效应。边界滑移长度在电场中的增加

幅度较小，故总体而言，可以认为电场削弱了电粘度效应，降低了固液间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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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阻力。 

5.4 电场对固液相对运动阻力影响的综合分析 

通过前文研究，可以将电场对固液界面相对运动阻力的影响进行综合分

析。电场本身对于阻力并未发现存在直接影响，但电场通过改变固液界面的

状态，对流动阻力可产生几个方面的间接影响。 
（1）电场对接触角滞后的影响     在聚苯乙烯表面上，交变电场可以

有效地减小接触角滞后，且通过理论分析可知，交变电场减小的实际上是前

进角，即交变电场下，固液气三相接触线变得更加容易沿固体表面向气体方

向移动，通道在交变电场下更容易被液体充满，虽然未改变固液间相对运动

阻力，但对提升微纳机电系统的效率仍有一定积极意义。 
（2）电场对纳米气泡的影响     实验证实，聚苯乙烯表面的纳米气泡

在正向电场的作用下平均直径增大，数量减少，覆盖面积比例变化较小。根

据本文所建立的电场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可知，导致纳米气泡产生此种

变化的是纳米气泡表面所带有的负电荷，电场对负电荷的“拉扯”导致了纳

米气泡的形变以及聚合。虽然在聚苯乙烯表面较小的气体覆盖面积比例使得

纳米气泡对边界滑移的影响可以忽略，但仍然可以推测，当表面存在大面积

纳米气泡，覆盖面积比例超过 30%时，纳米气泡的形变与聚合对边界滑移的

影响将不可忽略。 
Steinberger 等人和 Ybert 等人在研究中均发现，当固液接触面上存在气

体时，气体的接触角为 0°时系统对液体流动的阻力最小，接触角越大，对

液体流动阻力的增强作用越大 [86,100]。可以推测，纳米气泡的接触角越小，对

液体在固体表面的流动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电场中，由于受到拉扯而直径变

大的纳米气泡，其接触角也随之下降，一个较为直接的推论就是纳米气泡的

接触角的下降，可以减小系统对液体流动的阻力（或增加边界滑移长度）。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对纳米气泡对固液间流动阻力的影响做一个总结，纳

米气泡的形状、覆盖面积比例均可以影响到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当覆盖面

积比例较小时，对相对运动阻力的影响也相对较小，此时改变纳米气泡的形

貌对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的影响不明显。当覆盖面积比例较大时，纳米气泡

对相对运动阻力的影响也相应较大，此时通过外加电场来减小纳米气泡的接

触角可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 
（3）电场对边界滑移长度的影响     理论分析表明，表面电荷密度的降

低可增加边界滑移长度。当对 OTS 的自组装膜与去离子水组成的系统中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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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电场时，表面电荷由于受到电场影响而密度下降，而边界滑移长度的测

量结果也显示在正向电场的作用下，边界滑移长度随电场强度的增加而增

加，印证了表面电荷密度影响边界滑移长度的理论，证明了电场可以通过增

加边界滑移长度来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 
（4）电场对电粘度效应的影响     通过对电粘度效应的分析与仿真，

得到了流体的流速与表面电荷密度之间的关系，随着表面电荷密度的上升，

流体的流速会相应下降，当表面存在边界滑移时，流体流速的下降会更加显

著。如前文所述，当对聚苯乙烯表面、OTS 自组装膜表面等与去离子水组成

的系统中施加正向电场时，表面电荷密度会随电场强度的增加而降低，进而

减弱了电粘度效应，证明了电场可以通过减弱电粘度效应来减小固液间相对

运动阻力。值得一提的是，当表面电荷密度减小时，由于边界滑移长度会随

之增加，又会在另一个方面增强电粘度效应。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系统施加电场可以通过四个方

面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由于施加电场易于实现，这对提高微纳机电系

统效率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5.5 本章小结 

建立了一个测量结果与探针振动幅值不相关、采用较大分离距离、改进

的气体边界滑移的实验方法并利用该方法验证了气体与固体间存在着有限长

度的边界滑移。 
通过电粘度效应的理论模型建立了可表征表面电荷密度大小的 zeta 电势

与电粘度效应的关系，表面电荷密度在电场中的下降将减弱系统的电粘度效

应，减小液体流动阻力，另一方面，边界滑移的存在将增强电粘度效应。 
综合分析了电场对接触角滞后、纳米气泡、边界滑移、电粘度效应的影

响，说明了外加电场是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的有效手段。即可以利用外

加电场的方式，通过减小接触角滞后、减小纳米气泡接触角、增大边界滑移

长度，减弱电粘度效应来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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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研究了微纳尺度下电场对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影响，包括了宏观尺

度下聚苯乙烯表面的电润湿效应研究，微观尺度下电场对固液界面纳米气泡

分布特性影响的研究，电场对固液界面表面电荷和边界滑移影响的研究，最

后，研究了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和电场与流动阻力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电场

在某些条件下可减小液体流动阻力，提高微纳机电系统效率。 
论文研究工作总结如下： 
（1）测量了宏观尺度下外加直流和交变电场时聚苯乙烯表面去离子水

的接触角、接触角滞后，分析了影响系统电润湿效应效率的因素。实验结果

显示直流电场对液滴的接触角滞后影响较小，而较低频率的交变电场下接触

角滞后显著减小，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它可以实现固液流动

相对阻力的控制。 
（2）通过对去离子水、盐溶液以及氧气的过饱和盐溶液中的纳米气泡

在外加电场下的 AFM 成像，发现了三种溶液的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都呈变

大趋势，这与宏观情况下恰恰相反，明确指出了这事在外加电场下固液边界

纳米气泡的尺度效应；基于 Somasundaran 等人所提出的纳米气泡带负电荷理

论的假设，建立了一个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成功地解释了微

观尺度下纳米气泡的尺度效应；设计了一个利用固液界面负电荷密度加大使

纳米气泡分布特性变化的实验，成功验证了纳米气泡表面带有负电荷的理

论，支持了所建立的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 
（3）开发了一种制备胶体探针的方法，该方法利用 2 片硅片分别带正

负电荷，产生静电力，确保制备后探针的小球工作面清洁。该方法方便快

捷，提高了实验成功率以及数据有效性。 
（4）进行了电场下表面电荷密度与边界滑移长度变化的对比实验。 
（5）建立了一个测量结果与探针振动幅值不相关、采用较大分离距

离、改进的气体边界滑移的实验方法，利用该方法验证了气体与固体间存在

着有限长度的边界滑移。 
（6）综合分析了电场对接触角滞后、纳米气泡、边界滑移、电粘度效

应的影响，说明了可以利用外加电场减小接触角滞后、减小纳米气泡接触

角、增大边界滑移长度，减弱电粘度效应来减小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 
本文的主要创新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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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对在直流电场下聚苯乙烯表面的去离子水的电润湿效应的实

验及理论分析，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在聚苯乙烯的固液环境下附加电场的方

法。测量了宏观尺度下外加直流和交变电场时聚苯乙烯表面去离子水的表面

张力、接触角、接触角滞后，实验结果显示直流电场对液滴的接触角滞后影

响较小，而较低频率的交变电场下接触角滞后显著减小。  
（2）建立了一个基于纳米气泡带负电荷理论的电场强度影响纳米气泡

尺寸的模型，该模型很好地揭示了微观尺度下纳米气泡的尺度效应，即在外

加电场下纳米气泡的平均直径变大、覆盖面积比例基本不变，气泡数量变少

的机理。 
（3）设计了一个利用固液界面负电荷密度加大使纳米气泡分布特性变

化的实验，验证了纳米气泡表面带有负电荷的理论，支持了所建立的电场强

度影响纳米气泡尺寸的模型 
（4）建立一个基于拟合直线在分离距离D轴截距的边界滑移长度b的表达

式，利用该表达式可在不需得到探针的刚度k、小球的半径R和液体的动态粘

度μ得到边界滑移长度b。该公式利用分离距离D较大区域的实验数据对V/Fhydro

进行最小二乘直线拟合，拟合直线在分离距离D轴上的截距即为边界滑移长度

b。 
（5）研究电场下表面电荷密度与边界滑移长度变化，发现了边界滑移

长度随所加电场强度增大而变长的现象，验证了边界滑移长度随表面电荷密

度的增加而增加的理论。 
本论文的研究展望： 
（1）由于表面电荷密度的难以测量，本文中仅定性分析了其与边界滑

移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研究如何建立表面电荷密度可行计算方法，并通过

外加电场的手段验证其与边界滑移之间的关系。 
（2）本文没有定量建立纳米气泡与边界滑移之间的联系，对纳米气泡

改变固液间相对运动阻力的深入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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