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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离子辐照 PET 薄膜制备亚微米孔径核孔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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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HI-13 串列加速器产生的32 S 离子轰击 BOPET 薄膜，薄膜在空气中
陈化 3 个月后在专用装置中使用 NaOH 溶液蚀刻制备核孔膜，研究 NaOH 溶液浓度、蚀刻温度对微孔
孔形的影响。在不同温度和蚀刻液浓度条件下，蚀刻出微孔孔径为 0.2 至 0.93 µm 的亚微米核孔膜，计
算其微孔锥角，得出微孔锥角随着蚀刻温度、蚀刻液浓度和微孔孔径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采用
低浓度、高温度的 NaOH 溶液蚀刻有利于减小微孔锥角，有利于制备较小孔径的核孔膜。如选用 0.5
mol/L 的 NaOH 溶液浓度，在蚀刻温度为 90 ℃ 的条件下蚀刻，此时蚀刻时间小于 2 h，既可以得到高
质量微孔膜也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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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的核孔膜作用不同。 亚微米孔径核孔膜，孔径小，
通常要求锥角较小，以减少应用中孔通道发生的形

核孔膜是通过重离子轰击塑料薄膜，然后经过
化学蚀刻而制成的一种带微孔的薄膜。 早在 1967 年，

变。 所以在制备亚微米孔径核孔膜时，需要控制蚀刻
条件，即蚀刻液浓度、蚀刻时间和蚀刻温度，制备出

Price 成功制备核孔膜并获得美国专利。 亚微米孔

所需孔径的核孔膜同时，控制孔形，减小锥角，以提

径核孔膜在电子超纯水制备、 酿造行业中酵母菌除

高核孔膜的质量。 因此，需要研究蚀刻温度、蚀刻液

去[2] ，纳米孔径的 PET 微孔膜在电子器件[3]、 生物

浓度如何影响孔形以确定具体适合生产的蚀刻条件。

[1]

工程包括 DNA 分析和蛋白质传感器等领域

[4−5]

进行蚀刻处理，蚀刻出亚微米核孔膜。 用液氮冷冻核

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前，辐照过程主要在加速器上完成。 质量较大
79

的离子 (比如 Br，

本工作控制蚀刻条件，对32 S 离子辐照PET薄膜

具有

197

Au) 穿过薄膜时，相比那些质

孔膜，制得薄膜横断面，用于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孔
截面，再依据实际孔截面照片建立孔锥角计算模型，

量较小的离子 (如 S)，膜的径迹蚀刻速率与体蚀刻

研究生产亚微米核孔膜的蚀刻条件，不同蚀刻温度和

速率之比较大，容易生产出孔形为圆柱形的核孔膜，

蚀刻液浓度对孔形的影响以及孔形随孔径、蚀刻液浓

锥角不明显，但同时对加速器的要求更高，需要加速

度、蚀刻温度的变化趋势，依据大量实验分析得出适

32

32

器提供更高的能量。反之，用质量较小的离子 (如 S)
辐照PET薄膜，薄膜径迹蚀刻速率较小，径迹蚀刻速
率与体蚀刻速率之比较小，容易生产出微孔孔形为倒
双锥形的核孔膜。 考虑到加速器提供32 S 离子比较容
32

合生产的蚀刻条件，为它投入生产提供指导。

2

实验
辐照实验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HI-13 串列

易，如果使用 S 离子辐照 PET 薄膜生产出质量较好

加速器上进行，使用加速器提供的能量为 140 MeV

的亚微米核孔膜就能为生产提供便利、节约成本。

的32 S 离子穿过 12.5 µm 厚的 Kapton 窗后轰击厚度

微孔孔径是表征核孔膜特性的参数，不同孔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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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 µm 的 BOPET 薄膜。将辐照后的薄膜暴露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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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陈化 3 个月，之后将其放入专用蚀刻装置中使
用 NaOH 溶液进行蚀刻处理。蚀刻装置外壁加有较厚
的保温层，蚀刻液温度采用高精度温控仪 (日本岛通，
准确度 0.1%) 自动监控，同时使用国家二级标准水银
温度计 (准确度0.1%)监测。实验过程中，蚀刻液温度
波动幅度不超过 ±0.1 ℃，温度读数以水银温度计为
准。
为了研究 NaOH 溶液浓度、蚀刻温度对孔形的影
响，在 NaOH 溶液、蚀刻温度范围内选择适当蚀刻条
件对32 S 离子辐照的 PET 膜进行化学蚀刻处理，具体
蚀刻条件见表 1。 蚀刻后的膜样品首先经过低浓度草
酸溶液清洗、水洗、真空干燥箱中烘干。 然后对膜表
面做镀银处理，以提高样品的导电性能，最后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 (JSM-6360) 观测微孔孔径和孔形。
表1
蚀刻温度/℃

蚀刻条件

NaOH溶液浓度/(mol/L)

图1

60

2

3

4

5

65

2

3

4

5

70

2

3

4

5

75

1

2

3

4

80

1

2

3

4

85

1

2

3

4

90

孔截面和表面成孔电镜照片

0.5

使用液氮将蚀刻后的微孔膜冷冻，制得薄膜横
断面，用于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核孔膜孔截面形状。
如图 1(a) 所示，孔呈倒双锥形。 核孔膜表面照片如
图 1(b) 所示，亮白圆圈为锥角外沿，黑色圆为空腔体
中最狭窄的位置。按照实际电镜图片建立孔锥角截面
与孔表面模型分别如图 2 所示，则锥角可由如下公式

图2

孔截面与孔表面模型

得出：
θ = arctan(

D−d
)。
L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1)
蚀刻条件不变时，核孔膜的孔径随着蚀刻时间
o

式中：θ 为孔壁与膜表面垂直方向的夹角，单位：( )；

的 增 加 而 增 加，但 是 由 于 存 在 径 迹 晕，孔 径 1 µm

D 为孔腔体在膜表面的直径，单位：µm；d 为孔腔体

以 下 径 迹 蚀 刻 速 率 会 随 着 孔 径 的 增 加 而 变 化[9] ，

中最狭窄处的直径，单位：µm；L 为蚀刻后膜的厚

而微孔锥角由体蚀刻速率与径迹蚀刻速率之比决

度，单位：µm。 使用电镜观测程序分别测量孔腔体

定(θ = 2 arctan(Vb /Vt ) )[8] ，所以随着孔径增加，微

在膜表面的直径 D 和孔墙体中最狭窄处的直径 d，用

孔锥角也会发生变化。 当孔径超过 1 µm 之后，随着

测厚仪测量膜厚度 L，再由公式 (1) 求出微孔锥角。

孔径的继续增加，潜径迹部分逐渐被蚀刻完，直到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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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依赖于体蚀刻，这一阶段孔锥角又逐渐减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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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径迹蚀刻速率和体蚀刻速率都增加。 微孔锥角

由于使用 S 离子辐照的 PET 膜蚀刻，锥角较为明

随蚀刻温度的变化趋势如图 5 所示。 NaOH 溶液浓度

显，故可以观察到锥角的明显变化；而使用质量数较

为 2 mol/L，蚀刻温度不同，平均孔径为 0.4 µm时，

79

大的重离子 Br，

197

Au 等辐照的 PET 膜蚀刻出的

平均锥角在温度为 70 ℃ 时最大，为 10.7°；平均锥角

孔形接近圆柱，不容易观察到锥角的变化。孔锥角随

在温度为 90 ℃时最小，为 4.6°。 NaOH溶液浓度为 3

平均孔径的变化趋势如图 3 所示。分析两条曲线可知，

mol/L，蚀刻温度不同，平均孔径 0.63 µm时，平均

刚开始锥角随孔径的增加而增加，并且锥角的增长速

锥角在温度为 60° 时为最大值 19.2°；平均锥角在温度

率随孔径增大逐渐加快，随后逐渐减小。

为 85 ℃ 时为最小值 7.4°。
由图 5 两条曲线分析可知，在 NaOH 溶液浓度和
孔径不变的情况下，锥角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减小，说
明采用较高的蚀刻温度有利于得到孔形接近圆柱形的
孔。

图3

锥角随平均孔径的变化

蚀刻温度为 70 ℃时，平均孔径为 0.7 µm 的孔锥
角随浓度的变化如图4所示。 平均锥角在 NaOH 溶液
浓度为 2 mol/L 时为最小值，为 10.6°；在 NaOH 溶
液浓度为 5 mol/L 时为最大值，为 14.0°。分析图 4 可
知，在蚀刻温度和孔径不变的情况下，锥角随蚀刻液

图5

锥角随蚀刻温度的变化

另外，紫外线敏化可以增加径迹蚀刻速率与体

浓度增加而增加。 从图 4 可看出，选择较小浓度的蚀

蚀刻速率之比，减小锥角[8] ；紫外线敏化 3 h 前后，

刻液有利于得到孔形接近圆柱形的孔。

用 2 mol/L 的 NaOH 溶液在 70 ℃ 条件下蚀刻得到的
微孔电镜图片如图 6 所示。 图中黑色的实心圆为孔，
白色亮圈为镀银处理后观察到的锥角延伸至表面的
外缘，黑色的孔与白色亮圈之间的灰色部分为锥角
的孔外壁。 图 6(a) 反应的样品膜厚度为 12.5 µm，平
均孔锥角为 10.8°，图 6(b) 反应的样品膜厚度为 14.1
µm，平均孔锥角为 1.8°，图 6 反应的样品平均孔径分
别为 0.42 µm 和 0.39 µm。 对比可知，经过紫外线敏
化后的薄膜蚀刻后的孔腔体在膜表面的直径较小，明
显小于没有敏化过的薄膜。 实验说明，紫外线敏化能
有效减小微孔锥角。 生产时，需蚀刻的膜量大，紫外

图4

锥角随浓度的变化

根据有效碰撞理论，升高温度，分子获得能量，
原来不是活化分子的分子，可能变为活化分子，因而
单位体积的活化分子数 (或活化分子百分数) 增大，有

线照射需要专门的设备，增加生产成本；照射薄膜正
反面所需时间较长，降低生产效率；另外，紫外线照
射造成了核径迹内的化学断键[8] ，使膜的机械强度下
降，降低薄膜的品质；同时，紫外线敏化相同时间对
不同批次生产的 PET 薄膜效果不能保证一致，故这

种方法相较而言不适合用于生产。
http://www.np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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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化前后核孔膜电镜照片对比

蚀刻后核孔膜的孔形与蚀刻条件以及辐照条件有
32

温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随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

关。 辐照过程中，使用质量较小的 S 离子辐照 PET

选择低 NaOH 溶液浓度、高蚀刻温度的蚀刻条件易于

薄膜，蚀刻后，孔呈倒双锥形。 故而要根据蚀刻条

制备较小锥角和较小孔径的核孔膜。 紫外线敏化能减

件对孔形的影响，选取合适的蚀刻条件。 由以上实

小微孔锥角，但并不适合用于生产。 要制备锥角和孔

验结果可知，由于锥角随着 NaOH 溶液浓度增加逐

径都较小的核孔膜时，应选择 NaOH 溶液浓度为 0.5

渐增大，随着蚀刻温度的升高逐渐减小，所以选择

mol/L，蚀刻温度 90 ℃ 作为蚀刻条件，此时蚀刻时

低 NaOH 溶液浓度、高蚀刻温度的蚀刻条件可以得到

间不超过 2 h；要求蚀刻时间较短，同时锥角较小，

较小锥角的孔，并且低浓度、高温度的蚀刻条件有助

则应选择 NaOH 溶液浓度为 1 mol/L，蚀刻温度 90℃

[9]

于制备较小孔径的核孔膜 。 紫外线敏化能有效减小

作为蚀刻条件，此时蚀刻时间不超过 1 h。

微孔锥角，但该方法并不适合用于生产。
生产时，如果孔生长速度过快加上控制时间的设
备精度不够，将不易于控制核孔膜的孔径大小。 例
如，在 NaOH 溶液浓度 5 mol/L，蚀刻温度 65 ℃ 条
件下，从通孔至孔径为 0.9 µm 的时间约为 5 min，蚀
刻能得到的最小孔径约为 0.5 µm。 生产出来的核孔
膜质量接近的情况下，蚀刻时间过长会导致生产效
率较低，应考虑被时间较短的蚀刻条件取代。 造成锥
角较大的蚀刻条件可以被能生产出较小孔锥角的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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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ubmicro Track Etched Membrane Fabrication
Using 32 S Irradiated PET
ZHANG Lu1,1) ，WU Zhendong2 ，XIAO Detao 1 ，LIANG Haiying2 , JÜ Wei2 ，
CHEN Dongfeng2 ，FU Yuanyong2
( 1.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Hunan,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China )

Abstract: The PET membranes are irradiated by 32 S ions. The 32 S ions were produced by the HI-13 tandem
accelerator i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The membranes used for the experiment have been aged in
air for three months. The PET membranes are etched in the particular device. 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is
used as etchant. The eﬀects of diﬀerent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and etching temperature
on the pore shape have been studied. The pores have a diameter of 0.2 ∼ 0.93 µm respectively in diﬀerent
membranes and the taper angle have been calculated. The pore diameter, etchant concentration and etching
temperature respectively as a function of the taper angle under diﬀerent etching conditions are displayed. The
experiment result showed that low concentrations of 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with high temperature make
the pore taper angle and pore size relatively smaller and the pore more close to a cylinder which enables us to
conclude the proper etching condition for producing. Meanwhile, Pore taper angle was relatively minimal on
0.5 mol/L 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at 90 ℃ with etching time in 2 hours.

Key words: track etched membrane; taper angle; 32 S ion; PET 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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