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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超疏水性对生物防污效果的影响

李晓玫，邓 旭

（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成都 ６１００５４）

　　摘　要：以ＳＵ８负性光刻胶为原料，采用传统光刻法制备微型柱子结构，在此基础上利用商用疏水

二氧化硅微球，通过液相沉积法来制备微型柱子分级结构。为了增加上述结构的超疏水性，以全氟辛基

三氯硅烷为氟化剂，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对其表面进行了改性。用电子扫描电镜表征了微型柱子和微

型柱子分级结构表面的形貌，发现后者的粗糙度较前者增加了。通过测量水滴在表面的接触角和滚动

角，比较了不同结构表面的疏水性能。测试了不同结构表面在莱茵衣藻培养液中的防污效果来研究其

疏水性能对生物防污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氟化后的微型柱子和微型分级柱子表面均具有优良

的超疏水性能，水滴在两表面上的接触角均高于１５０°，滚动角均小于１０°；在微型柱子结构表面引入分级

结构后，极大地提高了表面的疏水性能，使水滴在表面的接触角提高７°，滚动角降低４°；表面疏水性能的

提高有助于延长表面的生物防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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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微生物与固体表面接触后，会形成复杂的细胞群

落。这种细胞群落可能会威胁人类的健康安全，还会对

工业生产中的设备腐蚀和环境污染产生很大影响［１］。

例如，生物医学设备上残留的细菌或病毒导致人体感

染［２３］，食品包装运输过程中细菌繁殖导致食品中毒［４］，

海洋运输过程中海洋微生物的附着腐蚀船体［５６］，以及

石油管道运输过程中生物腐蚀导致运输阻力加大［７］等

等。因此，研究表面生物污染的影响因素及其解决方案

有重大意义。

目前解决表面生物污染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降

低微生物在表面的粘附，二是使用抑制剂或者灭菌剂消

灭微生物［７９］。近几年来，利用超疏水表面进行生物防

污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防污原理是降低生物

污染源在表面上的粘附［１０１１］。例如，ＳＥＬＩＭＭＳ等人［１２］

使用原位技术制备聚二甲基硅氧烷／ＺｎＯＮＲ复合材料，

通过调节纳米填料的掺入浓度，获得对各种细菌和真菌

具有高抗性的粗糙表面。ＨＥＸＹ等人［１３］在铝基板上原

位生长纳米结构的氧化铝，通过表面改性后获得超疏水



的微／纳米二元结构，实现了对水、蛋白和蛋黄的超级排

斥作用［１３］。ＺＨＯＵ Ｘ等人［１４］以聚二甲基硅氧烷

（Ｐｏｌ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ＰＤＭＳ）作为引发剂，通过单电子转

移活性自由基聚合（Ｓｉｎｇ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ｉｖｉｎｇ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ＬＲＰ）法与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Ａｔ

ｏ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ＴＲＰ）法来发生聚

合，获得的 ＡＢＣ（ＰＤＭＳ５８ＰｔＢＡ１２２ＰｉＢｕＰＯＳＳＭＡ９７）三嵌

段共聚物可发生自组装形成分级结构，该结构经二氯

甲烷／二甲基甲酰胺混合物浇筑后呈现超疏水性，显示

出优异的防污性能，能有效抑制铜绿假单胞菌

ＡＴＣＣ１５６９２的附着。

上述超疏水表面实现对生物污染物的排斥与低粘

附作用都是基于污染物在超疏水表面呈现 ＣａｓｓｉｅＢａｘｔｅｒ

状态来实现的，即液滴与固体表面间存在气穴，降低了

两者间的接触面积，这意味着表面的疏水程度及持久

性将影响其防污效果。从文献［１５１６］可知，固体表

面的疏水效果可以通过改变其表面张力和粗糙度来

进行调控，粗糙度越大、表面能越低则疏水效果越

好。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表面的粗糙度来调控其防

污效果。

本文通过经典光刻法、液相沉积法和气相沉积法获

得不同疏水程度的表面，通过测量两表面在莱茵衣藻溶

液中的受污染程度，探究表面的超疏水性对生物防污效

果的影响。

１ 实验材料及方法

１１ 实验试剂和原料

浓硫酸、双氧水、丙酮、乙醇、异丙醇和氨水，均为

ＡＲ级，产自国药化学集团；丙二醇甲醚乙酸酯（ＡＲ，苏

州研材微纳科技有限公司），四乙氧基硅烷（ＡＲ，Ｓｉｇｍａ

Ａｌｄｒｉｃｈ），全氟辛基三氯硅烷（ＡＲ，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去离

子水（自制），ＳＵ８２０２５负性光刻胶（苏州研材微纳科技

有限公司），商用纳米二氧化硅微球溶液（Ｓｏｆｔ９９，上海速

特９９化工有限公司），莱茵衣藻（ＦＡＣＨＢ４７９，中科院淡

水藻种库），ＳＥ培养基（中科院淡水藻种库）。

１２ 实验仪器

超纯水仪（ＳｙｎｅｒｇｙＵＶ，上海巴玖实业有限公司），

超声清洗仪（ＣＰＸ３８００ＨＣ，上海巴玖实业有限公司），旋

涂仪（ＷＳ６５０ＭＺ２３ＮＰＰＢ，迈可诺技术有限公司），恒温

热台（ＨＰ１０，大龙兴创实践仪器有限公司），光刻机

（ＵＲＥ２０００／１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五研究

所），等离子清洗机（ＰＤＣ００２，默克化工技术有限公

司），接触角测量仪（ＯＣＡ５０ＡＦ，Ｄａ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ｒｍａｎｙ），

扫描电子显微镜（ＪＥＯＬ，ＪＳＭ７５００Ｆ，日本日立公司），正

置金相显微镜（１０２Ｃ，尼康公司）。

１３ 样品制备

１３１ 超疏水微型柱子结构表面的制备

超疏水微型柱子结构是采用经典的光刻方法和表

面改性方法获得，具体的实验步骤如下：

（１）清洗基底：依次用丙酮、乙醇和去离子水，利用

超声来清洁载玻片（厚度为１７０μｍ），并用氮气吹干。

（２）旋胶：将负性光刻胶（ＳＵ８２０２５）以３０００转／秒

的转速旋涂在洗过的载玻片上，时间为３０ｓ。

（３）前烘：将旋涂好的样品放在温度为６５℃的热台

上烘烤５ｍｉｎ，然后将温度升至９５℃，继续烘烤１０ｍｉｎ，

取出样品，避光静置，缓慢冷却至室温并过夜。

（４）曝光：用光刻机和掩膜版进行紫外曝光，光强为

５５ｍＷ／ｃｍ２，时间为４０ｓ）。

（５）后烘：方法同前烘。

（６）显影：将后烘后的样品在显影剂（丙二醇、甲醚、

乙酸酯混合物）中浸泡３ｍｉｎ后，用异丙醇将非交联区冲

洗掉，并用氮气吹干。

（７）坚膜：将显影后的样品在温度为１５０℃的恒温

热台上烘烤３０ｍｉｎ。

（８）表面改性：在真空室温条件下，将 ４ｍＬ氨和

４ｍＬ四乙氧基硅烷混合反应２４ｈ，然后用氧气等离子体

活化其表面，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将氟化试剂键合在微

型柱子表面，获得超疏水的微型柱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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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超疏水微型分级柱子结构表面的制备

将微型柱子结构浸泡在商用疏水纳米二氧化硅微

球溶液中３ｍｉｎ，取出，自然干燥后，将样品放在１５０℃

的恒温热台上烘烤１５ｍｉｎ。重复上述过程三次，得到微

型分级柱子结构。为进一步降低结构的表面能，通过氧

气等离子体活化其表面后，再用气相化学沉积法将氟化

试剂键合在结构表面。

１４ 测试方法

１４１ 样品结构表征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样品表面形貌特征，所有

样品的ＳＥＭ图都是在倾斜样品台３５°角的条件下扫描

获得的。

１４２ 接触角和滚动角的测量［１５１７］

测量接触角时，将 ４μＬ超纯水液滴轻轻滴在待

测样品表面进行测量。测量滚动角时，将１０μＬ超纯

水液滴轻轻滴在样品表面，平缓地倾斜样品台直到

液滴从表面上滚落，获得其在样品表面的滚动角。

每个样品选取３～５个不同位置进行测量，取其平均

值作为结果。

１４３ 表面生物防污实验［１８１９］

首先在无菌条件下，将莱茵衣藻（ＦＡＣＨＢ４７９）转移

至ＳＥ培养液中生长，直至原种培养物达到 Ｂ１１０７细胞

的密度。将该原种培养物用新鲜培养液稀释（两者比例

１∶５）。将稀释的培养物加入到８０ｍＬ方形培养皿中，加

入待测样品超疏水微型柱子表面或超疏水微型分级柱

子表面，使藻类沉积在测试表面上。然后，将培养皿置

于荧光灯具（ＳｕｎＢｌａｚｅＴ５ＨＯ）下，每天１６ｈ光照、８ｈ黑

暗的条件下循环生长７ｄ。然后取出样品，观察其表面

污染情况，分析表面受污染后的浸润性能。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样品的结构特点

样品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如图１所示。其中，图１（ａ）

为微型柱子结构表面，柱子直径为 １０μｍ，高度为 ４０

μｍ，中心间距为６０μｍ；图１（ｂ）和图１（ｃ）分别为微型

分级柱子结构和其侧壁细节，柱子直径为１２μｍ，高度为

４２μｍ，中心间距为６０μｍ，侧壁的纳米微球平均直径约

为８０ｎｍ，柱子外表的纳米微球厚度约为２μｍ。

注：（ａ）为微型柱子结构；（ｂ）为微型分级柱子结构；（ｃ）为微型分级柱子结构侧壁细节。
图１ 样品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从图１中可知，相比于微型柱子结构表面，微型分

级柱子结构的粗糙度大大增加了，这是由纳米二氧化硅

微球的引入引起的。

２２ 样品的浸润性能

通过测量水滴在表面上的表观接触角和滚动角来

表征样品的浸润性能。水滴在微型柱子结构和微型分

级柱子表面上的状态如图２所示，水滴在两表面上的接

触角和滚动角见表１。

表１ 水滴在两表面上的接触角和滚动角

样　品 接触角／° 滚动角／°

微型柱子结构 １５１±２ ５±２

分级微型柱子结构 １５８±１ １±２

　　从图２和表１可知，水滴在微型柱子结构和微型分

级柱子结构表面均为圆球状，呈现明显的 ＣａｓｓｉｅＢａｘ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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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水滴在微型柱子和微型分级柱子结构表面的状态

态；水滴在微型柱子结构表面的接触角为１５１°左右，滚

动角约为５°，呈现出超疏水的性能［２０２２］；水滴在微型分

级柱子结构表面的表观接触角高达１５８°（比微型柱子结

构增大了７°），且滚动角仅有１°（比微型柱子结构降低

了４°）。上述结果说明氟化后的微型柱子表面和微型分

级柱子表面均具有优良的超疏水性能，但微型分级柱子

结构表面的疏水效果更好，分级结构的引入提高了表面

的疏水性能。

２３ 样品的防污效果

微型柱子结构和微型分级柱子结构表面的生物防

污效果如图３所示，图３（ａ）、图３（ｂ）分别为微型柱子结

构表面和微型分级柱子结构表面的生物防污效果。

注：Ⅰ和Ⅴ分别为两种柱子结构表面在海藻溶液中浸泡１ｄ和７ｄ后；Ⅱ和Ⅵ为样品刚从海藻溶液中取出；Ⅲ和Ⅶ为样品

刚从海藻溶液中取出时的显微镜细节图；Ⅳ和Ⅷ为样品干燥后，水滴在其表面的状态。

图３ 微型柱子结构和微型分级柱子结构表面的生物防污效果

　　从图３（ａ）、图３（ｂ）可知，微型柱子表面泡入海藻溶

液中１ｄ后，表面沉积的海藻数目明显增多，取出后在显

微镜下观察，发现海藻溶液已经完全浸润微型柱子结

构，将其表面干燥后，水滴在该表面呈半球状态，较之浸

泡前的状态（图２），发现其表面疏水性能大大降低；而

微型分级柱子结构在放入海藻溶液７ｄ后，其表面上沉

积的海藻较少，取出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表面几乎

无海藻粘附，并且液滴在其干燥后的表面呈现出与浸泡

前（图２）无差别的接触状态。由此可知，疏水效果越好

的表面（微型分级柱子结构表面），受海藻污染程度更

小，防止海藻污染的时间也更长。

２４ 表面的超疏水性影响生物防污效果的机理

多数情况下，表面发生生物污损的过程很相似：首先

是有机分子在表面上自发产生非特异性吸附，然后是微生

物的繁殖和生长［２３２４］。要降低表面生物污染，主要有两种

方法：一是要降低污染源在表面的粘附，二是使用抑制剂

进行灭菌，一般是采用前者。超疏水表面与液滴间的低粘

附效果是基于液体在表面形成ＣａｓｓｉｅＢａｘｔｅｒ态来实现的，

但是这种状态极不稳定，在外在震动或冷凝条件下极易转

变为Ｗｅｎｚｅｌ态，这会加大液体与表面的粘附。因此，超疏

水表面的疏水稳定性和持久性是影响防污效果的关键。

超疏水表面实现生物防污效果的原理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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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超疏水表面实现生物防污的原理示意图

　　从图４可知，将微型柱子结构放入海藻溶液中浸泡

１ｄ左右后，由于海藻粘附和摇晃等原因导致液层塌陷，

使液层从ＣａｓｓｉｅＢａｘｔｅｒ态转变成Ｗｅｎｚｅｌ态，导致防污失

效，进一步说明微型柱子结构表面疏水效果差；微型分

级柱子在海藻溶液浸泡 ７ｄ后，液层依旧维持 Ｃａｓｓｉｅ

Ｂａｘｔｅｒ态，说明微型分级柱子可以实现长久的防污效果，

这是因为其中引入了疏水纳米微球，这大大提高了其表

面疏水效果，即使将表面浸入海藻溶液中一周后。

３ 结 论

（１）以ＳＵ８负性光刻胶为原料，采用传统光刻法制

备微型柱子结构，在此基础上利用商用疏水二氧化硅微

球，通过液相沉积法来制备微型柱子分级结构。为了增

加上述结构的超疏水性，以全氟辛基三氯硅烷为氟化

剂，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对其表面进行了改性。用电子

扫描电镜表征了微型柱子和微型柱子分级结构表面的

形貌，发现后者的粗糙度较前者增加了。

（２）通过测量水滴在表面的接触角和滚动角，比较

了不同结构表面的疏水性能，发现微型分级柱子结构相

比于单一的微型柱子结构，其疏水性能明显提高，表观

接触角增大了７°，滚动角降低了４°。

（３）测试了不同结构表面在莱茵衣藻培养液中的

防污，发现微型分级柱子结构表面相比于单一微型柱

子结构表面受莱茵衣藻污染的面积更小，抗污时间更

长，结果说明表面疏水程度越高则其防污效果越好、越

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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