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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重离子辐照金红石型TiO2 的肿胀效应
及化学蚀刻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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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二氧化钛(TitatiumDioxide,简称 TiO2)晶体在中能重离子辐照时表面会出现肿胀效应,
肿胀高度与入射离子的电子能损和辐照注量有关。辐照后的 TiO2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被氢氟酸溶液

化学蚀刻,化学蚀刻的电子能损阈值为8.2keV/nm,未辐照TiO2 呈现几乎零蚀刻率。要达到饱和

蚀刻深度,辐照离子的注量必须大于或等于1暳1013ions/cm2。采用离子辐照的潜径迹理论分析研

究了辐照损伤及对化学蚀刻的影响,快重离子辐照结合化学蚀刻是制备 TiO2 微结构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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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暋暋二氧化钛(TitatiumDioxide,简称 TiO2)是一

种应用极其广泛的材料,无毒无害,化学性质稳定。
常用作白色颜料、食品和化妆品的添加剂以及工业

橡胶中的填料。TiO2 还具有许多新奇的特殊性质。

TiO2 光触媒在紫外光的照射下,自身不起变化,却

可以促进水的分解反应[1]。利用 TiO2 光催化降解

污水中的有机物[2],可应用于环境保护。TiO2 还在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3-4](DSSC)、光电转换材料[5]

和传感器材料[6]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TiO2 有3
种晶形结构,分别为金红石型、锐钛矿型、板钛矿

形,其中金红石型 TiO2 最为稳定[7]。TiO2 晶体微

结构的研究和制备,在光学材料和光电子材料等领

域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8]。
快重离子辐照结合化学蚀刻是制备材料微结构

的新方法。离子束辐照会引起材料的晶格损伤,材

料的辐照损伤区域在某些溶液中可经过化学腐蚀去

除[9],由此可实现材料微结构制备。该制备方法跟

现代发展较为成熟的光束蚀刻和电子束蚀刻方法相

比,具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有些物质对光束

或者电子束不敏感,经光束或电子束辐照后不能引

起明显变化,限制了光束和电子束蚀刻方法的应用

范围。而快重离子辐照后会对物质造成很大的损

伤,在这些对光束或电子束不敏感的材料中亦能加

以应用。另外,光束蚀刻由于受到光波长的限制,

在制备尺寸很小的微结构时会引起很强的衍射,在

向更小尺度发展方面限制了光刻技术的应用。而中

高能离子束相干波长很小,具有很高的空间分辨

率,是正在开发中的纳米材料制备新技术之一。

2暋实验

金红石型 TiO2 单晶经过预处理,被切成小块

基片。表面抛光,抛光面的晶面为(100)面,抛光面

的粗糙度小于0.5nm。辐照实验是在兰州重离子

研究装置(HIRFL)TR3实验终端上完成的,使用

了3种质量数相差较大的离子:40Ar15+ ,86Kr26+ 和
209Bi31+ ,利于得到不同的电子能损值(Se)[10]。辐照

时,在样品前使用了铜箔和铝箔降能片,以改变入

射离子的能量,并选取了多个离子辐照注量点,便

于研究不同的辐照参数对材料辐照损伤和化学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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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为了让材料辐照区域和未辐照区域形成对比,

部分样品在离子辐照过程中使用了多孔金属栅网掩

膜。掩膜被平放在样品表面,离子束流垂直于样品

表面入射。有的离子能够穿过掩膜中的孔洞,对材

料造成损伤,而有的离子则会被掩膜阻挡,材料被

保护。使用的金属栅网掩膜的材质有两种,一种是

铜网,另一种是金网。金属栅网中有不同形状的周

期性规则排列的微孔,孔径从最大的50毺m 到最小

的7.5毺m。

3暋实验结果和讨论

3.1暋辐照肿胀效应

图1所示为 AFM (Aslym Research MPF灢3D)
测试的不同能量离子和不同辐照注量的样品图像,样

品辐照时使用了金属栅网掩膜。离子辐照的区域

会出现肿胀效应[11-12],与未辐照区域相比较呈突

起台阶形状,肿胀的台阶跟所使用的栅网掩膜的

孔洞形状一致。使用 Kr离子和 Bi离子辐照的样

品表面都有肿胀现象(图1(a),(b)和(c)),但使

用不同能量的 Ar离子辐照的样品均未观察到肿

胀现象。图1(d)为使用176 MeV Ar离子辐照,
辐照注量达到5暳1013ions/cm2,同样使用了栅网

掩膜,但未观察到辐照肿胀现象。表1给出了不同

能量离子,不同辐照注量下的肿胀台阶高度。由

表中的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当辐照离子的

能量一定时,辐照离子注量越大,TiO2 晶体表面

肿胀的台阶越高;(2)当辐照离子的注量一定时,
离子在 TiO2 晶体表面的电子能损越大,辐照肿胀

的台阶越高。

图1 辐照肿胀台阶 AFM 图像

均使用掩膜辐照,各样品辐照离子能量和注量分别为(a)68MeVKr,1暳1013ions/cm2;(b)213MeVBi,2.3暳1012ions/cm2;(c)213

MeVBi,1暳1012ions/cm2;(d)176MeVAr,5暳1013ions/cm2。

暋暋为了对辐照肿胀效应作进一步分析,样品还做

了XRD (RigakuD/Max灢2400)测试。图2给出了

表面晶面为(100)面的金红石型 TiO2 的 XRD测试

图。图2(e)为未辐照样品 XRD测试图。从图中可

以看到39.2曘与84.3曘处的两个衍射峰,它们分别代

表(200)晶面和(400)晶面。由Bi离子和 Kr离子辐

照的样品的衍射图上,在主峰的较小角度处均出现

很多的衍射小峰。根据 X射线衍射布拉格公式,对

于波长一定的 X射线,如果衍射峰的角度变小,意

味着晶面间距变大,说明表面晶格发生了膨胀。如

果辐照的注量加大,那么主峰旁的衍射小峰越往小

角度处移动(图2(a)和(b)),这一现象说明晶格间

距愈发变大,也即肿胀的台阶变得更高。但在使用

Ar离子辐照的各样品衍射谱中未出现小峰情况(图

2(d))。实验中Bi离子和 Kr离子在TiO2 晶体表面

的电子能损值都大于8.2keV/nm,而使用Ar离子

辐照的电子能损都小于这一值。通过 AFM 与 XRD
测试可得出以下结论:当辐照离子的电子能损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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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AFM测试肿胀台阶高度*

离子种类
离子能量

/(MeV/amu)

电子能损Se

/(keV/nm)

辐照注量

/(ions/cm2)

肿胀台阶高度

/nm
209Bi31+ 1.8 35.9 2.3暳1012 28
209Bi31+ 1.0 19.1 1暳1012 7
209Bi31+ 1.8 35.9 1暳1012 17
209Bi31+ 4.7 40.0 1暳1012 26
209Bi31+ 1.8 35.9 5暳1011 7
86Kr26+ 0.8 15.4 1暳1013 42
40Ar15+ 1.9 7.2 5暳1013 Nulla)

暋暋* 离子的电子能损值为使用SRIM2008[13]程序计算得到,

暋 其中,a)未观察到表面台阶。

图2 (100)晶面样品测试的 XRD谱图

右上角参数分别为辐照离子种类和辐照注量。

8.2keV/nm 时,TiO2 单晶表面出现肿胀现象,而

且电子能损越大,肿胀台阶高度越高。肿胀的台阶

高度还跟辐照离子的注量有关,辐照注量越大,肿

胀台阶高度越高。

3.2暋蚀刻参数

TiO2 的辐照损伤区域可经过化学蚀刻去除

掉[14],使用的蚀刻液是氢氟酸(HF)溶液。选择了

不同浓度氢氟酸溶液(质量百分数20%和40%),
在不同温度(20,50和80曟)条件下进行蚀刻,以

找到最适合的蚀刻参数。对金红石型 TiO2 的蚀刻

是有选择性的,只有被辐照的区域才能被蚀刻。未

被辐照的 TiO2 单晶样品,放入40% HF溶液中,
在80曟温度的条件下蚀刻4h,样品取出来后,观

测表面没有任何变化。蚀刻的难易程度有差别,在

辐照注量越高的情况下,样品越容易蚀刻。
得到的样品蚀刻条件为40% HF和80曟,刚

开始时的蚀刻深度随时间线性增加,持续20min
后,蚀刻深度达到最大值,即使继续进行蚀刻,蚀

刻深度也不会增加。图3给出了采用不同测试方法

观测到的蚀刻样品的图像。其中图3(a)和(b)所示

为使用掩膜辐照样品的蚀刻SEM 图像,可观测到

非常清晰的孔洞形貌,形貌结构跟所使用的掩膜一

致,而图3(d)为蚀刻样品的截面图。如果辐照注量

图3 蚀刻样品的形貌观测图像

(a)蚀刻样品的SEM 图像,辐照参数为230MeVKr,5暳1012ions/cm2,右上角小图为所使用的金属栅网掩膜;(b)蚀刻样品的SEM 图

像,辐照参数为145MeVKr,1暳1013ions/cm2,右上角小图为所使用的金属栅网掩膜;(c)蚀刻样品的 AFM 图像,辐照参数为213

MeVBi,5暳1011ions/cm2;(d)蚀刻样品截面的显微镜图像,辐照参数为774MeVBi,2.3暳1012ions/cm2,样品蚀刻深度为13.8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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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1暳1012ions/cm2,样品蚀刻得非常浅,只有几

十nm 量级,做了 AFM 观测分析,如图3(c)所示。

3.3暋辐照参数

实验中被Bi离子和 Kr离子辐照的样品都能被

蚀刻,而被 Ar离子辐照的样品在相同的蚀刻条件

下不能被蚀刻。图4为不同离子在 TiO2 表面的电

子能损值与离子能量的关系图。图5给出了不同能

量 Kr离子的Se与在 TiO2 里的入射深度的关系。

Kr离子的辐照注量大于1暳1013ions/cm2,每条曲

线上的小黑点横轴对应该能量 Kr离子辐照下样品

的最大蚀刻深度。不同能量的离子辐照的样品的蚀

刻深度不一样,但都停止在了电子能损值约8.2
keV/nm 处[15-16],即只有当入射离子的电子能损

值大于8.2keV/nm 时,辐照区域才能被蚀刻。

图4 不同离子的电子能损值与能量关系

曲线上的点表示实验所选取的能量点,实心点表示样品能

够被蚀刻,而空心点表示样品不能够蚀刻。

图5 不同能量 Kr离子辐照样品的电子能损值与入射深度

的关系

根据潜径迹形成的热峰模型理论[17-18],离子

入射时在短暂的时间内引起沿离子路径带的高温,
如果温度升高于固体的熔点或沸点,固体中沿离子

路径区域出现融化或升华。这一短暂的时间后,温

度迅速地下降,液态或者气态的径迹带迅速凝固,

导致出现了沿离子路径的非晶区域,形成了潜径

迹[19]。在非晶区域内,原子发生位移偏离原来的晶

格位置,产生了许多缺陷,因而更易于被蚀刻。热

峰模型也是解释固体表面的辐照肿胀的途径之一。
表面肿胀的产生和辐照区域能否被化学蚀刻存在相

同的电子能损阈值,与潜径迹的形成存在电子能损

阈值有关。
离子辐照的注量也能影响所制备微结构的化学

蚀刻深度。图6给出了不同辐照注量下的相对蚀刻

深度。当辐照注量大于或等于1暳1013ions/cm2时,
样品蚀刻深度均停止在电子能损8.2keV/nm 处,
蚀刻深度达到饱和。当注量小于1暳1013ions/cm2

时,TiO2 辐照区域微结构的蚀刻深度变小,微结构

的蚀刻深度未停在电子能损8.2keV/nm 处。

图6 不同辐照注量样品的相对蚀刻深度

x轴为离子辐照注量,x、y轴为实际蚀刻深度与饱和蚀刻深度

的比值,TiO2 辐照区域的饱和蚀刻深度在离子电子能损值为

8.2keV/nm 处。

TiO2 辐照区域蚀刻深度变小是因辐照注量不

够大引起的。根据热峰模型理论,潜径迹的半径是

随电子能损变小而变小[20]。在本论文实验情况里,
入射离子的电子能损随入射深度的增加而变小,潜

径迹的半径也是随入射深度的增加而变小。当辐照

注量偏小时,辐照离子的潜径迹未完全互相连接,
没有覆盖在一起。离子潜径迹的损伤区域与未辐照

损伤的区域互相交叉,损伤区域能被蚀刻,而未损

伤的区域不能被蚀刻。如图7(a)为379MeVBi离

子辐照,注量为2.3暳1012ions/cm2 的蚀刻样品底

部SEM 图像。底部蚀刻区域不平坦,出现了一层

海绵状的沟壑形貌,部分区域蚀刻深,部分蚀刻浅。
图7(b)为2.6暳1013ions/cm2注量,236 MeV Kr
离子辐照样品底部蚀刻形貌图,这一辐照注量为图

7(a)样品的11.3倍,蚀刻区域的底部平坦,没有

沟壑孔洞出现,样品蚀刻深度达到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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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辐照离子注量的蚀刻样品的底部SEM 形貌

(a)辐照注量为2.3暳1012ions/cm2,右上角小图为局部放大图像;(b)辐照注量为2.6暳1013ions/cm2,右上角小图为局部放大图像。

4暋结论和展望

中能重离子辐照后,TiO2 晶体表面会出现肿

胀现象。该效应的产生存在辐照离子的电子能损阈

值,其值为8.2keV/nm。而且入射离子在晶体表

面的电子能损值越高,肿胀的台阶越高;辐照离子

注量越大,肿胀的台阶越高。辐照后的 TiO2 区域

可以在 HF溶液中被蚀刻,能否被蚀刻拥有与产生

肿胀效应相同的电子能损阈值,该阈值的存在与潜

径迹的形成有关。离子辐照注量也能影响微结构的

蚀刻深度,当辐照注量小于1暳1013ions/cm2时,
辐照区域的蚀刻深度不能达到饱和。

快重离子辐照结合化学蚀刻是制备单晶 TiO2

微结构的成功方法,在样品表面使用掩膜能有效地

控制微结构的形状和排列方式。如果使用孔洞为纳

米量级的掩膜,制备的 TiO2 微结构亦为纳米量级,
可应用于材料的纳米结构制备领域。第二种应用方

式是使用离子微束[21],离子微束是指辐照范围在

微米或纳米量级的离子束斑,可以精确地定位离子

束斑,在材料的局部区域造成损伤再进行蚀刻,实

现材料微结构的可控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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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llingPhenomenonandEatchingPropertyofRutile
TiO2IrradiatedbySwiftHeavyIons*

LUOJie1,2,SUNYou灢mei1,# ,HOU Ming灢dong1,DUANJing灢lai1,CHANGHai灢long1,LIUJie1

(1InstituteofModernPhysic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Lanzhou730000,China;

2Graduate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ThereappearsvolumeswellingonthesurfaceoftheirradiatedrutileTiO2 crystalandthe
volumeswellingisaffectedbytheionfluenceandtheelectronicstoppingpower.Toinduceadequateirradi灢
ationdamageforthechemicaletching,theirradiationparametersmustfulfillsomerequirement.Thereis
minimumelectronicstoppingpowerforthechemicaletchingoftheirradiatedregioninTiO2crystal,which
isabout8.2keV/nm.Iftheionfluenceisbelow1暳1013ions/cm2,thesaturatedetchingdepthoftheir灢
radiatedregioninTiO2crystalcannotbereached.Theirradiationdamagebasedonlatenttrackformation
frameandthetheoreticallinkagetotheetchingtechniqueisinvestigated.Itishopefultofabricatemicro灢
andnano灢scalestructurceinrutileTiO2crystalbyusingtheionirradiationandchemicaletchingtechnique.

Keywords:TiO2;swelling;chemicaletching;electronicstopping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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