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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对氧化铝模板浸润性的影响
刘福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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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二次阳极氧化法制备具有纳米孔道的阳极氧化铝（anodic aluminum oxide，AAO）模板，通过离子
溅射法在 AAO 模板正面沉积形成有序的金纳米孔阵列薄膜，然后在金薄膜表面涂覆一层 Nafion 膜。利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对所合成材料进行形貌表征，结果显示金纳米孔薄膜的孔
间距一致，约为 120 nm，并呈山峦状起伏。溅射沉积时间为 5，20，40 min 时，孔的直径分别为 75，60，45 nm，
涂覆 Nafion 膜层后材料形貌和尺寸均无明显变化。同时，重点利用接触角测量仪对金纳米孔薄膜及涂覆 Nafion 膜
后的浸润性进行研究，发现 AAO 模板在沉积金膜后，其浸润性由亲水变为疏水，但镀金时间对接触角的影响
较小，涂 Nafion 膜后材料进一步变得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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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urface treatment on the wettability of the anodized
aluminum oxide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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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odized aluminum oxide (AAO) template with nano-sized pore was prepared by the two-step
anodic oxidation method. Then, a layer of orderly Au nanopore array film and Nafion film were deposi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AAO template by the ion sputtering method and coating metho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of the synthesized material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overed Au nanoporous film was mountain-shaped with ups and downs on the
surface. The period distance of the adjacent pores was about 120 nm. The pore diameters were 75, 60, 45 nm
corresponding to the sputtering deposition time of 5, 20, 40 min, respectively. The morphology and size
did not change after coating Nafion film. In the meantime, contact angle measuring instrument was used
to research the wettability of Au film with nanopores before and after coating with Nafion film. It was
found that the wettability of the AAO template changed from hydrophile to hydrophobic after deposition of
Au film. However, the deposition time of Au film have only a minor impact to the contact angles. The
hydrophobic property of the prepared material would be improved by coating Nafion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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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浸润性是固体表面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界面现象，它是由固体表面微观几何结构

和表面化学组成共同决定的[1

～ 2]

。浸润性可以用固体表面上的接触角来衡量，它指的是液相、气相和固

相三相交界点上液-气界面与液-固界面间的夹角。通常将接触角小于 90°的固体表面称为亲水表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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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的称为超亲水表面，大于 90°的称为疏水表面，超过 150°的称为超疏水表面。若接触角等于 180°，
则液体完全不润湿[3

～ 4]

。

固体表面浸润性对材料的性能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贵金属（金、铂、银）纳米材料，由于尺寸小、
表面体积分数很大、表面原子数量多、表面反应活性高，随着粒径的减小，表面光滑程度变差，粒子表
面变得凹凸不平，增加了化学反应接触面，使其具备了作为催化剂的基本条件。通过提高贵金属纳米材
料表面的亲水性可进一步增大接触面积，加快催化剂的反应时间，提高反应效率。此外，浸润性金属表
面在防腐防污、防结冰、生物医药、能量储存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5

～ 6]

。因此，研究贵金属纳米

材料表面的浸润性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多孔 AAO 膜的表面孔洞呈典型高度有序的六角密堆结构排列，每个单元同模板表面孔洞均具有对
应关系，孔洞的形状、大小均一，分布高度有序，表面的孔洞一直垂直延伸到内部，孔管道相互之间呈
平行排列，并且在厚度方向上孔径大小均一。AAO 膜的孔径大小大致可控制在 50～400 nm，孔密度可
达 1010～1014 个/cm2，孔的直径、密度和深度均可通过改变电解质的种类、浓度、阳极氧化的电压、时
间以及最后的扩孔工序来调节。因此，AAO 作为模板具有纳米孔大小及间距可调、厚度可控、孔分布高
度有序、孔道均匀平直、制备工艺成熟、热稳定性及化学稳定性好等优点，可以通过调节制备过程中的
阳极氧化工艺条件对其进行性能控制，逐渐成为当前构筑各种有序纳米阵列材料的首选模板[2

～ 3]

。

本文以 AAO 有序起伏的表面为模板，通过离子束溅射技术构筑贵金属有序纳米孔薄膜，进而通过
测量液滴在贵金属有序纳米孔薄膜上形成的接触角，探究不同表面结构对浸润性的影响及其规律和物理
机理，以期对贵金属纳米孔材料电化学性能的提高提供重要参考。

1

实验部分

1.1

AAO 模板的制备
AAO 模板是由高纯铝箔在酸性电解质中经二次阳极氧化制备而成的，制备工艺如下。
1）铝片预处理
铝片的前期预处理包括去脂、退火、抛光 3 个过程。首先，依次将铝片在丙酮、酒精、去离子水中

超声清洗 10 min，以去除铝片表面的污垢油脂，防止在后面的真空退火过程中发生油污碳化污染铝片表
面。自然晾干后，将清洗过的铝片在真空中 450℃下退火 5 h，以消除铝片内部的机械应力，以便在后期
的氧化过程中获得大面积有序的孔结构阵列。退火后的铝片在体积比为 9:1 的高氯酸和酒精的混合液中
进行电化学抛光，抛光电压为 24 V，温度不宜太高，抛光后的铝片表面呈干净的镜面光泽。
2）阳极氧化过程
本文采用直流恒压二次阳极氧化过程制备 AAO 模板，其
制备装置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二次氧化过程如下：将预处理后的铝片在 0.3 mol/L 草酸
中、50 V 电压下低温氧化 6 h，然后将一次氧化后的铝片浸入
磷酸（质量分数为 6%）和铬酸（质量分数为 1.5%）的混合
溶液，60℃下浸泡 9 h，去除铝表面生成的有序性差的氧化铝
膜，但能够保留表面形成的比较有序的二维凹坑阵列。随后
继续二次氧化，二次氧化与一次氧化条件相同，时间也为 6 h.
经过二次氧化可以得到高度有序的 AAO 模板。

图1
Fig. 1

AAO 模板制备装置示意图

Schematic of the experiment instrument
for synthesis of AAO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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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O 模板的刻蚀与镀膜
1）去除铝基底、通孔
二次氧化后的 AAO 模板背面有阻挡层和铝基底，孔道不是双通的，需要去除。可以利用置换反应

去除铝基底，本文用饱和的 SnCl4 溶液置换掉未被氧化的铝层。通孔是应用化学刻蚀技术溶去作为障碍
层的 Al2O3，采用的刻蚀溶液为 5%（质量分数）的磷酸溶液，温度为 30℃，时间为 90 min.
在利用磷酸溶液通孔的同时，磷酸的刻蚀也会轻微地扩大孔洞，对模板有扩孔的作用。通过延长磷
酸通孔的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薄膜的孔径。本文制得的 AAO 模板孔径约为 70 nm，两孔间距约
为 120 nm.
2）薄膜的制备
利用离子溅射镀膜仪（EDT-2000）将已扩孔 30 min 的 AAO 模板分别镀金 0，5，20，40 min，作为对
比，重复上述实验后将其中一组放在 Nafion 溶液中浸泡 2 h，然后取出自然晾干 4 h 以上，用以对比研究。
1.3

材料的形貌表征与性能测试
对于所制备的样品，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JSM-7100F）表征其形貌，采用牛津能谱仪（Oxford

Aztec X-ACT）分析元素组成。然后利用接触角测量仪测量两组 AAO 模板的浸润性，具体步骤如下：将
接触角测量仪调整到工作状态，在针管中注满去离子水；将模板放到工作台上并移至视野中央，调节针
管高度，使得模板和针尖距离适中；调节旋钮使针管滴下一滴液滴至模板上，待液滴稳定后拍摄图像；
利用软件测量液滴的表观接触角。

2

结果与讨论
图 2 为在扩孔后的 AAO 模板表面溅射沉积不同时间所形成的金纳米孔薄膜的 SEM 图片。由图 2 均

可以看出，AAO 模板表面溅射沉积的金薄膜为有序的纳米孔阵列结构，薄膜完好地保持了 AAO 模板规
则的几何外形。图 2a～图 2c 为不同沉积时间下的孔洞结构。有序孔薄膜的孔间距一致，均约为 120 nm，

图2
Fig. 2

AAO 模板表面不同镀金时间所形成的金纳米孔薄膜的 SEM 图片

SEM images of Au nanopore film deposited on the surface of AAO template with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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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模板孔间距（120 nm）相吻合。对比不同沉积时间的 SEM 图片，测量可知，沉积时间为 5 min 时，
孔的直径约为 75 nm；沉积时间为 20 min 时，孔的直径约为 60 nm；而沉积时间为 40 min 时，孔的直径
约为 45 nm.
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制得的多孔膜并非平整的，事实上，沿着孔洞的走向，薄膜呈山峦起伏的结
构（起伏高度约为 100 nm），这使得薄膜表面非常粗糙和宽松。这种粗糙和宽松的形貌对材料的电化学
性能非常有益。通过研究 AAO 模板表面形貌可知，这种山峦起伏状的结构来源于模板表面本身的不平
整性。
Nafion 溶液是全氟磺酸型聚合物溶液，可以形成膜电极，Nafion 溶液作为金属镀层的涂层，由于金
属镀层通常都很薄，Nafion 溶液风干后能够形成高分子膜对电极起到保护作用。此外，Nafion 溶液形成
的高分子膜具有选择透过性，在吸水后可以让氢离子通过，而不让甲醇通过，在金属催化剂和生物传感
电极中用途广泛。为了解涂覆 Nafion 膜层后纳米孔膜的亲水性变化，将镀金后的 AAO 模板浸泡在 0.5%
（质量分数）的 Nafion 溶液中 2 h，之后取出晾干，如图 2d～图 2f 所示，形貌上与涂覆 Nafion 膜层前
几乎没有差别，孔径也没有变化，说明表面涂覆的 Nafion 膜层还是很薄的。
当用阳极氧化法在铝表面构建出纳米多孔结构时，液滴在 AAO 有序阵列膜表面即能表现出亲水性，
也能表现出疏水性。这种润湿特性的转变主要依赖于表面纳米孔结构参数（孔径、孔间距、孔深度等）
的变化。此外，通过在其表面修饰不同表面能的化学物质，也可以实现其润湿性的转变。表面的润湿特
性是通过表面的接触角来衡量的。当液体与固体表面接触时，在 3 个张力（固体的表面张力、液体的表
面张力、固-液的界面张力）的作用下，液体达到平衡状态，在三相交点处，液体表面张力与固-液界面
张力之间的夹角即为液体在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利用接触角测量仪对经表面处理过的 AAO 模板进行表
观接触角的测量，结果如图 3 所示。经过软件计算得到的接触角数值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 AAO 模板
在镀金后，孔直径发生明显变化，镀金时间越长，孔直径越小，在镀金前后 AAO 模板的表观接触角有
明显变化，从亲水变成疏水，但镀金时间长短对接触角的影响不大，其稳定在 111.2°左右。在 AAO 模
板表面涂 Nafion 溶液后，表面由亲水变为疏水，但先经过镀金处理再涂 Nafion 的 AAO 模板进一步变得

图3
Fig. 3

AAO 模板表面不同镀金时间所形成的金纳米孔薄膜的接触角

Contact angles of Au nanopore film deposited on AAO template with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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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O 模板表面不同镀金时间所形成的金纳米孔薄膜的接触角数值

Contact angle values of Au nanopore film deposited on AAO template with different time

扩孔时间/min

镀金时间/min

接触角（未涂 Nafion）/°

接触角（涂 Nafion）/°

30

0

28.8

103.3

30

5

111.6

132.4

30

20

107.2

134.0

30

40

114.4

124.7

疏水，但变化不是很大，接触角稳定在 130°左右。AAO 表面涂覆的材料诱导接触角变化的主要物理机
理是体系界面自由能密度（即每单位表观接触面积上液-气-固体系的 Gibbs 界面自由能）的改变，正是
体系的界面自由能密度控制了三相接触线在 AAO 结构化表面的调整行为，使水滴的行为有所不同，进
而呈现出各种接触角。这是结构诱导接触角变化的主要原因。

3

结论
本文利用二次阳极氧化法制备了具有纳米孔道的 AAO 模板，然后通过离子溅射法在 AAO 模板正面

沉积形成了金纳米薄膜，并对其进行了 Nafion 膜的涂覆，同时重点利用接触角测量仪对金纳米孔薄膜及
涂覆 Nafion 膜后的浸润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金纳米孔薄膜的孔径随溅射沉积时间的增加而减小，其
浸润性由亲水变为疏水，涂 Nafion 膜后材料进一步变得疏水。以上研究为 AAO 模板及贵金属纳米孔薄
膜在电化学传感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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