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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刻蚀法制备仿生超疏水表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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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疏水表面因具有滑移减阻、防腐蚀、防摩擦等良好的性能，获得广泛的关注。激光刻蚀超疏水表面具有可

控、简单、稳定、环保等优点，有望实现工业化生产。首先梳理了超疏水表面的理论模型与影响因素，概述了国内外激光

刻蚀超疏水表面的方法，讨论了飞秒、皮秒和纳秒激光制备超疏水表面的优缺点，最后提出了激光刻蚀超疏水表面技术

的展望。今后的研究应该坚持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工艺步骤、提高生产效率、绿色节能环保等为基础，着重提高表面微

结构的稳定性与持久性。超疏水表面将朝着多功能化与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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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然界中，滚动着水滴的荷叶，漂浮在水面的水

蝇，凝结出露珠的蝉翼等等现象，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

浸润状态。这种特殊浸润状态的表面叫做超疏水表

面。超疏水表面定义为与水的接触角大于１５０°且滚
动角小于１０°的表面［１］。近年来，大量文献中报道了

超疏水表面的制备以及性能研究，例如激光刻蚀

法［２１１］、自组装法［１２］、水热法［１３］、模板法［１４］、化学气相

沉积法［１５］、电化学刻蚀法［１６］等。与此同时，人们发现

其表面具有滑移减阻［１７］、自清洁［１８］、防冰霜［１９］、防腐

蚀［２０２１］和耐摩擦［２２］等性能，可运用于船舶［２３］、航空航

天［２４］、雷达［２５］等行业，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研究发现，超疏水是由表面的微结构和化学成分

共同作用形成的［２６］。因此，两种方式可以制备出超疏

水表面：在具有疏水性能的材料表面构造微结构；在具

有亲水性能的材料表面构造微结构并降低表面能［２７］。

由于生活中运用较多的金属基体大多具有亲水性，所

以只能在表面构造微结构并且用表面饰剂修饰的方式

获得超疏水表面。模板法主要用于制备聚合物超疏水

表面，对金属材料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化学气相沉积

法、自组装法与溶胶凝胶法制备出的微结构与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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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力较弱，局限性较大；水热法、化学刻蚀法与电化

学刻蚀法又难以保证表面的微结构形貌，可控性太差。

激光刻蚀超疏水金属表面的方法具有可控、简单、稳

定、环保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微细加工领域。

１　超疏水理论

１．１　浸润性的表征
一般地，用水滴在固体表面的接触角来表征表面

的浸润状态。在固液气三相相交点处，相切于水滴
表面直线与固体表面的夹角即为接触角，如图１所示，
液滴在固液气三相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处于稳定的状
态。当固体发生倾斜时，水滴的左右接触角不会相同，

此时在斜面下方的称为前进角，在斜面上方的称为后

退角。当液滴滚落的一瞬间，前进角减去后退角得到

的差值即为滚动角。

图１　接触角示意图

在化学成分均一和完全水平的表面，根据 Ｙｏｎｇ’ｓ
方程［２８］，可以得到接触角的计算方程：

ｃｏｓθ＝
γｓ，ｇ－γｓ，ｌ
γｌ，ｇ

（１）

式中，γｓ，ｇ表示固气间的界面张力，γｓ，ｌ表示固液间的界
面张力，γｌ，ｇ表示液气间的界面张力。
１．２　粗糙度对接触角的影响

Ｙｏｎｇ’ｓ方程具有一个严苛的前提条件，即表面的
完全光滑和清洁。但是现实中的材料很难满足化学成

分均一和表面完全平整的条件。当在光滑表面用全氟

烷（已知的表面能最低的物质）修饰时，也仅能达到疏

水的状态，因此绝对不能忽略表面微结构对疏水性能

的影响。考虑到粗糙度对接触角的影响，参考文献

［２９］中提出了改进的理论模型。
（１）Ｗｅｎｚｅｌ模型。当水滴在微结构表面时，可以

浸满微结构的凹陷中，如图 ２所示。在稳定状态下，
Ｗｅｎｚｅｌ模型所述的实际接触角 θＷ 和 Ｙｏｎｇ’ｓ方程所
说的理想接触角θ可以用以下方程表示：

ｃｏｓθＷ ＝
ｒ（γｓ，ｇ－γｓ，ｌ）

γｇ，ｌ
＝ｒｃｏｓθ （２）

图２　Ｗｅｎｚｅｌ模型示意图

式中，ｒ是表面粗糙因子。Ｗｅｎｚｅｌ模型的特点为：当表
面粗糙因子大于１时，增加 ｒ会使得疏水的表面更加
疏水；但由于水滴浸满微结构的凹陷，导致表面的粘附

性变得非常大。

（２）Ｃａｓｓｉｅ模型。水滴与固体的微结构之间存在
大量的空气，凹陷内部存在三相接触面，而非水滴直接

浸满凹陷，如图３所示。在此状态下，实际的接触面积
应该分为两个部分：水滴和固体的接触；水滴与凹陷中

空气的接触。如果水滴与基板的接触面积与总接触面

积之比是ｆｓ，ｌ，则此时的实际接触角θＣ可表示为：
ｃｏｓθＣ ＝ｆｓ，ｌｃｏｓθ＋ｆｓ，ｌ－１ （３）

图３　Ｃａｓｓｉｅ模型示意图

Ｗｅｎｚｅｌ模型和 Ｃａｓｓｉｅ模型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
微观结构中存在空气与否。微结构内是两相接触还是

三相接触，会极大地影响疏水性。一般地，处于 Ｗｅｎ
ｚｅｌ状态的低表面能表面难以达到超疏水的效果，接触
角低于１５０°或者接触角高于１５０°但滚动角很大具有
极强的粘附性。而 Ｃａｓｓｉｅ状态的表面不具有这种特
点，当接触角大于１５０°时，滚动角将会变得很小，具有
超疏水效果。因此，理想状态下应该制备出 Ｃａｓｓｉｅ状
态的表面，可以很好地改善疏水性能。Ｃａｓｓｉｅ状态下，
尽可能地增大水滴与凹槽内空气的接触面积可以有效

地提升疏水性能；但是当水滴与凹槽内空气的接触面

积太大时，凹槽内空气不足以支撑液滴，表面张力的平

衡被打破，将产生从 Ｃａｓｓｉｅ状态到 Ｗｅｎｚｅｌ状态的变
化。因此，控制气液、气固接触面的比例就显得尤为重

要。激光刻蚀的方式，能通过调节工艺参量，精确地控

制表面微结构的形貌，获得高稳定性的超疏水表面。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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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激光刻蚀表面原理

激光刻蚀是通过高能激光束将热量传输到材料表

面，使光斑照射区域内发生熔融、汽化，从而形成微结

构。微结构的形貌与尺寸则与激光加工参量密切相

关，通过改变能量密度、扫描速率、扫描间距等工艺参

量可获得不同形貌和尺寸的表面微结构。

根据不同脉冲时间可以将激光分为飞秒激光、皮

秒激光、纳秒激光以及长脉冲激光。其中飞秒激光、皮

秒激光和纳秒激光因其脉冲时间短，在材料表面的热

影响区域小，可用于刻蚀表面微结构。大部分激光器

所产生的光束是高斯光束，各处能量密度在空间上分

布不均匀［３０］。中心处的能量密度值 Ｉ０最高，刻蚀深
度最大，能量密度随着远离中心线变得越来越小，刻蚀

深度也逐渐变浅，直至阈值 Ｉｔｈ（刻蚀材料所需的最小
能量密度）处，减小的能量密度已经不足以刻蚀材料

表面，如图４所示。激光能量密度直接影响了微结构
的深度，使用较高的能量密度，则能提高 Ｉ０值，刻蚀深
度变大，可增大微结构的尺寸。

图４　刻蚀深度与能量密度的关系

扫描速率ｖ较小时，两光斑中心的距离小于光斑
半径，激光光斑相互重叠，刻蚀出一个个相互连通的凹

坑形成一条连贯的凹槽结构；当扫描速率逐渐增加时，

重叠的激光光斑逐渐分离，两光斑中心的距离超过光

斑半径，此时形成的是瓦片状微结构；当扫描速率增大

至某一临界值时，光斑完全分离，刻蚀出一个个独立的

凹坑形成点阵结构。

扫描距离ｕ较小时，光斑相互重叠，当所有光斑全
部相互重叠时，表面被完整的刻蚀一遍，由于熔渣的溅

射与凝固，表面形成不规则的形貌；扫描距离增大，两

光斑中心的距离等于光斑半径，由于光斑中心刻蚀的

深边缘处较浅，形成三角形的凸起微结构；扫描距离较

大时，光斑完全分离，在两道激光扫射路径之间会生成

一条长方形的凸起微结构。

因此，通过改变扫描速率与扫描间距可获得预设

的各种微结构。激光刻蚀表面的原理，如图５所示。

图５　激光刻蚀原理图

３　激光刻蚀超疏水表面

３．１　飞秒激光制备超疏水表面
飞秒激光则是一种脉冲时间只有几个飞秒的激

光。ＰＡＮ等人［３１］利用飞秒激光在钛合金表面上扫描

出微纳米结构，修饰后得到超疏水表面，制备出的超疏

水钛合金表面放置３个月依然具有稳定的超疏水性
能。研究表明，通过提高能量密度，可以获得微结构形

貌规整，超疏水性能稳定的表面。飞秒激光的脉冲时

间较短，因此，热影响区域小，提高能量密度可以在不

破坏微结构形貌的基础上增大表面粗糙度，减小水滴

和基板的接触面积与总接触面积之比，从而提高钛合

金表面的疏水性能。ＷＵ等人［３２］使用飞秒激光在不

锈钢基板上加工钉状微结构，然后采用水热法在不锈

钢微结构表面构造纳米结构，最后使用甲酰胺水溶液

对表面进行修饰，得高附着力表面，接触角为１６０．２°。
如图６所示，飞秒激光加水热与修饰的方式极大地提
高了表面的疏水性能，但微结构中液气接触面所占比

例过高，因此制备的表面处于 Ｗｅｎｚｅｌ状态，具有高接
触角的同时有高粘附性。因此，设计合理的表面微结

构，是控制表面浸润性的关键因素，不能过度提高气液

接触面积与总接触面积之比，防止表面浸润状态发生

Ｃａｓｓｉｅ状态向 Ｗｅｎｚｅｌ状态的转变。ＳＯＮＧ等人［３３］改

变飞秒激光的工艺参量，得出扫描速率越大，疏水性能

降低；激光功率增大，疏水性能提高；扫描间距在

１０μｍ～２００μｍ，疏水性能最好的结论。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等人［３４］通过飞秒激光在玻璃晶片上制备出超疏水与

超亲水相间的表面，研究发现这种高对比度的浸润表

面具有极强的集雾性能，为生物医学和微流体装置的

设计提供了思路。ＳＡＮＤＲＡ等人［３５］采用飞秒激光在

石英玻璃表面构造微结构，再使用聚四氟乙烯降低表

面能，获得高透明度的超疏水表面，但该表面具有极强

的粘附性，接触角滞后高达１５１°。飞秒激光由于其良
好的工艺性，制备超疏水表面较为容易，但只有采用合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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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锈钢表面飞秒激光加工与水热法复合制备的双尺度微结构［３２］

ａ—能量密度为２．４Ｊ／ｃｍ２的飞秒激光制备的样品３０°倾斜扫描电子显

微镜图　ｂ—激光加工后再用水热法制备的双尺度微结构３０°倾斜扫描

电子显微镜图　ｃ—双尺度微结构局部放大图　ｄ—水滴在双尺度微结

构表面的形貌图

适的工艺参量才能获得稳定持久的微结构功能表面。

因此，关于飞秒激光工艺参量的研究为工业化生产提

供了一定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飞秒激光加工的优点是由于其光斑和激光脉宽都

较小，因此能作用于非常微小的区域、加工精度极高、

加工出的微结构稳定、表面质量好；其缺点是成本极

高、加工效率低、对加工环境要求较高，难以运用于工

厂的规模化生产。飞秒激光适用于实验室对超疏水表

面浸润机理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极少数高精度要求的微

结构表面。

３．２　皮秒激光制备超疏水表面

皮秒激光是一种脉冲时间为 １０－１２量级的激光。
ＬＩＵ等人［３６］用功率为 ４Ｗ、脉宽为 ８０ｐｓ、光斑直径为
１５μｍ的皮秒激光在铝基上刻蚀出微纳米复合结构，
经过１００℃保温２４ｈ处理后制备出超疏水表面。皮秒
激光加恒温处理制备的超疏水表面解决了修饰剂对环

境的污染和易脱落耐久度不高的问题，但存在恒温处

理时间过长、条件过于苛刻以及难以批量生产等问题。

ＸＩＥ等人［３７］用最大平均功率７Ｗ、光斑直径为２５μｍ、
扫描速率为２０００ｍｍ／ｓ的光纤皮秒激光在３０４不锈钢
上刻蚀出微纳米复合结构，经修饰处理后制备出接触

角为１５２°的超疏水表面。如图７所示，刻蚀出的表面
具有规则的网格状微结构，表面质量较好。通过高扫

描速率的激光束刻蚀不锈钢表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

效率，发挥了皮秒激光加工速度较快的优势。ＳＵＮ等
人［３８］使用皮秒激光在不锈钢表面刻蚀出微沟槽以及

微坑阵列结构，降低表面能后具有超疏水性能，并且通

　　

图７　超疏水表面扫描电子显微镜图［３７］

过海水浸泡实验得出微沟槽结构比微坑阵列结构具有

更好的抗生物污垢性能。研究表明，表面丰富的微结

构是抗生物污染的重要因素，印证了表面微结构是影

响超疏水性能的因素之一。ＦＡＴＥＭＡ等人［３９］利用皮

秒激光在不锈钢上产生分层织构，经微生物测试后，发

现随着接触角的增大，附着在表面的大肠杆菌数量减

少，这种不锈钢改性表面可减少食品机械表面污垢附

着。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等人［４０］采用皮秒激光在不锈钢表面

制备出尺寸为１μｍ的玫瑰花瓣状微结构，不锈钢表面
由亲水表面转变为超疏水表面，展现了皮秒激光低成

本的优势，可以作为飞秒激光的替代方案。皮秒激光

刻蚀出的微结构功能表面经济性优于飞秒激光制备的

超疏水表面，并且表面性能也很耐久稳定，具有一定的

实际运用前景。

皮秒激光因脉冲时间比飞秒激光长，所以无需脉

冲压缩装置，皮秒激光器的造价相对飞秒激光器便宜

不少，但因为其精密程度仍然较高，成本依然很高。皮

秒激光的优点是生产效率较高、加工出的微结构稳定、

微结构形貌可控、表面疏水性能较好；其缺点是经济性

仍然不理想、在工厂大规模生产中不具有优势。皮秒

激光适用于制备单间小批或者个性化订制的超疏水表

面。

３．３　纳秒激光制备超疏水表面

纳秒激光是一种脉冲时间为 １０－９量级的激光。
ＹＡＮＧ等人［４１］用激光能量密度为２０Ｊ／ｃｍ２～４５Ｊ／ｃｍ２、
激光重复频率为 ７０ｋＨｚ～９００ｋＨｚ、扫描速率为
１０３４ｍｍ／ｓ～１９９８ｍｍ／ｓ的纳秒激光扫描处理的铝板表
面，将微结构铝板置于１００℃烤箱烘烤１２ｈ，获得超疏
水表面。如图８所示，经过纳秒激光刻蚀过的表面具
有微纳米复合结构，但整体规整度不好，为无序不规则

结构。纳秒激光因其极快的加工速度，具有很高的生

产效率，但要使用合适的工艺参量，否则表面质量难以

达到要求。ｖａｎＴＡ［４２］等人用光斑直径为２５μｍ、激光
重复频率为２５ｋＨｚ、扫描速率为１５０ｍｍ／ｓ的纳秒激光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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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纳秒激光刻蚀表面扫描电子显微镜图［４１］

扫描处理３０４不锈钢表面，将经纳秒激光扫描处理后
的３０４不锈钢表面修饰处理后制备出接触角为１５４°
的超疏水表面。纳秒激光制备出的表面，微结构整体

形貌规整，但会存在一定的熔渣，其疏水性能低于飞秒

与皮秒激光刻蚀出的表面。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等人［４３］采

用红外纳秒激光器在不锈钢表面刻蚀波纹状微结构，

经氟硅烷修饰后获得耐磨损的超疏水表面，表明成本

最低的红外纳秒激光也能制备稳定的超疏水表面。

ＲＩＣＯ等人［４４］在钛合金表面刻蚀微柱结构，在低温退

火处理后获得超疏水表面。因其成本低廉且减少了降

低表面能所需的时间，是一种有效的制备超疏水表面

的工业方法。ＯＣＡＮＡ等人［４５］采用数控纳秒激光设备

在铝合金表面刻蚀微结构获得超疏水表面。纳秒激光

设备较为便宜，其经济性非常好，并且自动化程度很

高，在工业化生产中具有巨大的优势。

纳秒光纤激光加工由于成本低、加工速度快、微结

构稳定、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低，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

符合工厂的规模化生产要求。但是由于纳秒光纤激光

器的价格较为低廉，难以加工出高质量表面、其工艺性

和表面形貌的可控性稍差。纳秒激光有望被运用于批

量生产超疏水表面。

根据激光波长的不同，可以将激光器分为红外激

光器与紫外激光器，目前使用较多的红外激光器波长

为１０６４ｎｍ，紫外激光器波长为 ３５５ｎｍ［４６４８］。ＳＨＡＮＧ
等人［４９］研究发现波长较短的激光光具有较高的光子

能量。紫外激光的能量密度会高于红外激光的能量密

度，紫外激光刻蚀出的表面具有丰富的微纳结构。

ＹＵＡＮ等人［５０］证明波长３５５ｎｍ激光比１０６４ｎｍ激光对
硅表面的刻蚀更有效，激光波长对微结构的形成起着

决定性作用。因此，不同波长的纳秒激光制备出的表

面，其微结构质量也有差别，波长越短则刻蚀出的表面

质量越好，但波长越短则代表激光设备越复杂，价格越

昂贵。紫外激光器加工精度高但成本高适用于小批量

生产，红外激光器经济性好适用于工业化生产。

４　结束语

虽然大量的文献中报道了激光刻蚀超疏水表面的

方法，但距离大规模生产运用仍有一段距离。现有的

激光制备超疏水表面的方法主要依赖精密昂贵的仪器

和较苛刻的后处理方式，工艺繁琐且加工效率低下，尚

未达到工业化生产的要求。激光加工参量对表面形貌

以及超疏水性能的影响仍需深入研究，生成工艺参量

手册作为工业化生产的参考标准，仍需继续寻找减少

工艺步骤、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绿色环保的激

光刻蚀超疏水表面的方法，早日实现工业化生产。此

外，智能化、多功能、强耐久的超疏水表面将会成为未

来的发展方向，在国防装备、船舶运输以及生活家居等

方面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激光，仿生以及纳米

技术的发展，超疏水技术通过与其它多学科的融合，突

破力学稳定性以及耐久性的限制，将在许多领域发挥

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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