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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电子用新型无颗粒型氧化锌墨水的制备与表征
李晓东，陈应刚，杜亚能
(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各向异性与织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04)
摘 要：以二水合乙酸锌为原料，乙二胺为络合剂，无水乙醇为溶剂，乙基纤维素为助剂制备了无颗粒 ZnO 功能墨水，并将
该墨水旋涂于玻璃基板上，在加热板上不同温度固化 30 min，并通过 X 射线衍射仪、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光谱仪、
同步热分析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以及透射电子显微镜对合成的墨水和生成的薄膜进行表征。结果表明：无颗粒 ZnO 导
电墨水的分解温度远远低于乙酸锌前驱体的分解温度；经 300 ℃固化 30 min 的薄膜表面平整，颗粒大小均匀，结晶性良好，
透过率高达 80%。墨水喷墨打印于 PI 柔性基板 300 ℃固化 30 min 后的图案表面平整光滑、轮廓清晰，在印制电子方面有良
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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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rticle-free Zinc Oxide Ink for Printed Electronic
Application
LI Xiaodong, CHEN Yinggang, DU Yaneng
(Key Laboratory for Anisotropy and Texture of Material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A particle-free ZnO functional ink was prepared by using zinc acetate dihydrate as raw material, ethanediamine as a
complexing agent, ethyl alcohol as a solvent and ethyl cellulose as an additive. The ink was spin-coated on a glass substrate and cured
on a hot plat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30 min. The synthesized ink and the cured-films on glass substrate were analyzed by X-ray
diffraction,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simultaneous thermal analysis,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scopy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respectively. The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of particle-free
ZnO ink is lower than that of zinc acetate dehydrate precursor. The ZnO films cured at 300 ℃ for 30 min consist of uniform particles
with a relatively high crystallinity, and show a smooth surface. The cured-film achieves a high transmittance of over 80% in a visible
wavelength range. The inkjet-printed patterns on PI substrate cured at 300 ℃ for 30 min show distinct boundaries with a low
roughness. The particle-free ZnO ink developed has promising applications in printed electronics industry.
Keywords: zinc oxide; particle free ink; inkjet printing; film; transmittance

ZnO 是一种常见的直接带隙宽禁带Ⅱ-Ⅵ族半
导体材料，具有无毒、成本低、原料易得、禁带
宽度宽、激子束缚能高(60 meV)、抗辐射能力强、
机电耦合能良好等优点，应用十分广泛[1]。ZnO 具
有良好的成膜性，常用的薄膜制备技术都可用来
制备 ZnO 薄膜。其主要的制备技术有：金属有机

化学气相沉积[2]、分子束外延[3]、脉冲激光沉积[4]、
磁控溅射[5]、喷雾热解法[6]、溶胶‒凝胶法[7]、纯锌
膜氧化法[8]等。然而传统 ZnO 功能膜的制备方法
存在制备工艺生产周期长、操作复杂、原料浪费
大等问题，并难以满足电子产品微型化、精密化
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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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电子技术是一种采用各种印刷手段，将功
能性材料墨水印制在基材上，低成本、高效率地制
造电路及电子器件的技术[9–11]，是微电子行业的一
项重要革新。在大面积、柔性化、透明化、低成本
及绿色环保等方面，印制电子技术具有无可比拟的
优势。喷墨打印作为印制电子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
是直接通过喷墨设备将功能材料墨水无掩板、非接
触地直接喷射在基材表面，形成高精度的线路和图
形的方法，整个工艺过程只需两步，具有生产成本
低、产品耗能少、对环境的污染小的优点，从而可
实现元器件的集成加工、综合性能提升[12‒14]。印制
电子所使用的材料主要为功能性墨水和基材。功能
性墨水作为核心功能材料是印制电子技术发展的关
键，更是印制电子技术发展的瓶颈，直接影响着电
子产品的性能及质量。
ZnO 功能性墨水可分为颗粒型墨水[15‒17]和无颗
粒型[18]墨水。传统的颗粒型墨水通常无法直接应用
于喷墨打印工艺，主要原因是传统浆料其功能相粒
子粒径一般在微米级别，容易发生沉降和团聚，打
印时会严重堵塞打印喷头，也很难加工出线宽分辨
率小于 100 μm 的线条。另一方面，在颗粒型墨水图
案化后，往往还需要在较高的温度对其进行烧结处
理。无颗粒型墨水，也可称为 MOD (metal organic
decomposition)墨水，本质上是金属前驱体化合物的
溶液，不含有任何固体颗粒，因此无需加入分散剂
即可获得很好的稳定性，并可克服传统颗粒型浆料
存在的一些固有缺陷，具有固化温度低，黏度低，
印制图案的线宽细等突出优点。因为无颗粒 MOD
墨水要有较低的黏度适用于喷墨打印，故墨水与溶
胶‒凝胶法制备的 ZnO 凝胶有较大区别。近几年对
无颗粒型 ZnO 墨水的研究鲜有报道。
本研究采用二水合乙酸锌作为锌基墨水的锌
源，乙二胺作为络合剂，乙醇作为溶剂，乙基纤维
素作为墨水中的助剂，合成出了性能稳定的无颗粒
型 ZnO 墨水，喷墨打印该墨水于 PI 基板并 300 ℃
固化 30 min 后可制备出线条轮廓清晰，表面平整致
密的 ZnO 图案。

1 实验
1.1 试剂
所用试剂为二水合乙酸锌、无水乙醇(购于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二胺、乙基纤维素(购
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试剂均
为分析纯。PI 薄膜购于 Kapton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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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墨水制备
首先将 0.006 mol 乙二胺络合剂，15 mL 乙醇、
8 μL 乙基纤维素助剂混合均匀，在电子天平上秤取
0.002 mol 的二水合乙酸锌，将二水合乙酸锌加入混
合溶液中，在室温下继续搅拌溶解 1 h，然后采用
0.22 μm 的微孔滤膜过滤后，得到喷墨打印用无颗粒
型 ZnO 墨水。
1.3 ZnO 薄膜制备
将玻璃和 PI 基板用丙酮超声清洗 5 min 去掉基
板表面油污，再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烘干后进行
亲水处理待用。将墨水旋涂到 =2 cm 的玻璃片上，
加热至不同温度并保温 30 min 制成薄膜；利用商业
Epson 喷墨打印机打印制备的无颗粒 ZnO 墨水于 PI
基板，并在加热板上 300℃热处理 30 min。
1.4 样品表征
采用日本理学公司 SmartLab 型 X 射线衍射仪，
(Cu 靶，40 kV/200 mA)测试 ZnO 薄膜的物相。用日
本 JEOL 公司 JSM-700IF 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测试 ZnO 薄膜表面形貌。用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 Nicolet iS5 型红外光谱仪(FTIR)并结
合衰减全反射 iD7 ATR (attenuated total reflection)测
试 ZnO 薄膜表面官能团。
采用德国 Netzsch 公司 STA
449F3 型同步热分析仪测试 ZnO 墨水及前驱体的热
分解行为。用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的 Lambda750S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试薄膜的透过率。用美国
科诺工业有限公司 SL200KS 型接触角测试仪测试
墨水的接触角。采用瑞士 Nanosurf Easy Scan2 型原
子力显微镜(AFM)测试喷墨打印后薄膜的粗糙度.
使用日本 JEOL 公司 JEM-2100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测试薄膜中 ZnO 颗粒的形貌、衍射斑点及高
分辨图像。采用美国 Brookfield Engineering Labs 公
司的 LVDV-II+Pro 型同轴圆柱粘度计并伴随小样品
池测量在剪切速率为 26.4 s−1 下墨水的黏度。采用韩
国 ECOPIA 公司 HMS-5000 型全自动变温 Hall 效应
测试仪测量氧化锌薄膜的电学性能。

2 结果与讨论
2.1 无颗粒型 ZnO 墨水的润湿角
首先将乙酸锌前驱体在乙二胺络合剂作用下溶
解到有机溶剂中，反应式如下：
Zn(CH3COO)2·2H2O+2C2H8N2→
Zn(C2H8N2)2(CH3COO)2·2H2O
(1)
将合成的溶液经滤膜过滤后得到无色透明的液
体，加入助剂后即为本实验所用的无颗粒 ZnO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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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图 1 是所合成无颗粒 ZnO 墨水的照片及在基板
上润湿角，墨水黏度为 2.7 mPa·s，润湿角为 15.7°，
符合喷墨打印技术对墨水黏度及表面张力的要求，
且墨水稳定性高，在室温下存放 6 个月无任何变色
及沉淀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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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乙酸锌先驱体的热分解温度。通过引入乙二胺作
为络合剂，改变 Zn 离子周围的电子云密度并释放
出游离的羧酸根离子，进而降低了前驱体络合物的
分解温度[19‒20]。

图 1

合成的无颗粒 ZnO 墨水的照片及墨水在基板上的
润湿角
Fig. 1 Picture of synthesized particle free ZnO ink and contact
angle of ink on substrate

2.2 无颗粒型 ZnO 墨水的热分解行为
图 2 为二水合乙酸锌前驱体与无颗粒 ZnO 墨水
的 TG-DSC 曲线(空气气氛，升温速率为 10 ℃/min)，
为保证热分析时能看出锌胺前驱体的分解温度，实
验中将溶剂量调成 1 mL。由图 2a 可以看出，二水
合乙酸锌的热分解过程分为 3 步：第 1 步为室温到
110 ℃，对应 DSC 曲线上 105.7 ℃的吸热峰，质量
损失为 15.3%，是由二水合乙酸锌失去结晶水引起
的；第 2 步为 110~260 ℃，DSC 曲线上出现 255.5 ℃
的吸热峰，其质量损失为 0，对应的是乙酸锌由固
体转变成液体的熔化过程；第 3 步为 260~350 ℃，
DSC 曲线在 330.8 ℃处出现 1 个吸热峰，TG 曲线上
质量损失为 47.1%，这是乙酸锌分解成 ZnO 的过程。
图 2b 显示无颗粒 ZnO 墨水加热过程中的行为
要复杂得多，可以分为 5 步：第 1 步为室温到 80 ℃，
对应 TG 曲线上质量损失为 4.6%，是由于二水乙酸
锌失去结晶水；第 2 步为 80~100 ℃，伴随 DSC 曲
线 94.4℃处的吸热峰，对应质量损失为 51%，这是
由于乙醇大量挥发引起的；第 3 步为 100~120 ℃，
对应 DSC 曲线 100.1 ℃处的吸热峰，
质量损失为 6%，
对应未络合的乙二胺的挥发；第 4 步为 120~160 ℃，
伴随 1 个 154.5 ℃处的吸热峰，其质量损失为 0，原
因是由于锌胺前驱体的熔化；第 5 步为 160~220 ℃，
DSC 曲线上在 176.7 ℃有 1 个吸收峰，质量损失为
28.3%，对应前驱体分解并生成 ZnO 的过程；第 6
步为 220 ℃之后，在 349.8 ℃处有 1 个的吸热峰，
无质量损失，对应是 ZnO 的晶化过程。
可见 ZnO 墨水的热分解温度要远远低于二水

(a) Zinc acetate dihydrate

(b) Particle free ZnO ink

图2

二水合乙酸锌前驱体与无颗粒 ZnO 墨水的 TG-DSC 曲
线(空气气氛，升温速率 10 ℃/min)
Fig. 2 TG-DSC curves of zinc acetate dihydrate and particle free
ZnO ink in flowing air with heating rate of 10 ℃/min

2.3 无颗粒锌基导电墨水成膜性能
图 3 分别为 ZnO 墨水在室温下自然烘干、100、
200、250、300、400、600 和 800 ℃热处理 30 min
的薄膜的 XRD 谱。结合图 2b 的热分析结果，无颗
粒锌基墨水的热分解温度为 176.7 ℃，所以由 XRD
分析可知，室温下自然烘干和 100 ℃的薄膜仍为结
晶态的前驱体，并没有形成 ZnO。200~800 ℃处理
的薄膜样品中出现了 ZnO 的(100)、(002)、(101)、
(102)、(110)、(103)、(112)晶面特征衍射峰，分析
判定为标准六方纤锌矿型多晶结构的 ZnO。薄膜的
衍射峰强度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升高而加强，说明增
加热处理温度可增加薄膜的结晶性。在低温
200~300 ℃期间，薄膜中(002)晶面衍射峰强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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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002)面具有较低的表面能，薄膜晶粒主
要沿此面生长，当继续升高温度的时，薄膜中(101)
晶面逐渐变为衍射最强峰，说明高温下可能薄膜中
(101)面具有较低的表面能，薄膜中晶粒主要沿此面
生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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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判断前驱体并未分解完全，3426 cm‒1 峰可以认
定是由样品中吸附水的羟基伸缩振动引起的。当大
于 300 ℃后，除了吸附水振动伸缩峰之外，只有
Zn―O 的(Me―O)峰，说明大于 300 ℃后薄膜内无
任何杂质官能团存在。

无颗粒 ZnO 墨水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 30 min 后所得
薄膜的 FTIR 光谱
Fig. 4 FTIR spectra of the films cured from particle free ZnO
ink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for 30 min
图4

图3

无颗粒 ZnO 墨水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 30 min 后所得
薄膜的 XRD 谱
Fig. 3 XRD patterns of the films cured from particle free ZnO
ink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for 30 min

表 1 为 ZnO 墨水在不同热处理温度所得薄膜通
过 Scherrer 公式估算的晶粒尺寸。由表 1 可知，ZnO
薄膜的晶粒尺寸均在 54 nm 以下，且随热处理温度
的升高，晶粒尺寸变大。
表1

无颗粒 ZnO 墨水在不同热处理温度下热处理 30 min
所得薄膜的晶粒尺寸
Table 1 Grain size of films cured from particle free ZnO
ink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for 30 min
Temperature/℃

200

250

300

400

600

800

Grain size/ nm

14

15

23

31

40

54

图 4 为无颗粒 ZnO 墨水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
30 min 所得的薄膜的红外(FTIR)光谱。从图 4 可以
看出，墨水自然烘干和经 100 ℃热处理薄膜的 FTIR
光谱的谱线并未出现 Zn―O 键特征峰，说明此时并
未生成 ZnO，薄膜仍为前驱体，该结果与图 2 热分
析结果及图 3 XRD 谱相符。位于 3 500~3 000 cm‒1
的双峰为―NH2 官能团的振动伸缩峰。200 ℃及其
以上温度的红外谱图 450 cm‒1 可认为是 Zn―O 键
的特征吸收峰，说明当热处理温度为 200 ℃时，
薄膜已有 ZnO 生成。其中 200、250 ℃的谱线中位
于 1 588 及 1 430 cm‒1 的吸收带分别是由羧基基团中
的 C=O 的反对称伸缩振动和伸缩振动引起的，可以

图 5 为不同温度下热处理后得到的薄膜的透射
光谱、吸收光谱及各薄膜禁带宽度。从图 5 可以看
出，在可见光波长范围内所有样品的透过率均高于
80%，且光谱较为平滑无波动，主要与膜表面形貌
和晶界密度有关[21]。150 和 200 ℃处理的薄膜在波
长为 370 nm 处吸收边下降较为缓慢，主要是由于
150 及 200 ℃下生成的 ZnO 颗粒细小、晶体质量差
导致的。在大于 250 ℃后，薄膜的透过率随着温度
升高而增加，且禁带宽度也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增加
而增加，主要是由于增加热处理温度可提高 ZnO 薄
膜的晶体质量。根据吸收谱和透射谱的结果可以
计算不同温度下热处理得到的 ZnO 薄膜的禁带能
量 Eg、吸收系数 α 和光子能量之间的关系，表达
式如下：
(αh)2=A(h‒Eg)
(2)
其中：A 为常数；h为光子能量；Eg 为禁带能量。
从式(2)可以看出，(αh)2 与 h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图 5c 的直线部分为(αh)2 与 h之间的关系曲线，曲
线部分是吸收系数 α 和光子能量之间的关系，直线
部分在 h轴上的截距即是禁带能量。禁带能量 Eg
的大小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增加而增加，但是都略小
于典型 ZnO 块体材料禁带能量(3.3 eV)，主要与薄
膜中形成的空位缺陷有关[22]。
图 6 为 ZnO 墨水采用旋涂法制备的样品，在不
同热处理温度获得的 ZnO 薄膜的 SEM 照片。由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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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ptical transmittance 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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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晶粒尺寸较大，结晶性也较高，但是其薄膜
表面孔洞较多，进而增加了薄膜的表面粗糙度，
与 300 ℃热处理的薄膜相比，可见光下透过率稍
低。本实验所用的 Kapton 柔性 PI 基板的软化温
度为 385 ℃。从利于喷墨打印及在柔性基板上制
备氧化锌薄膜的角度来看，选择 300 ℃作随后的
喷墨打印实验更为合适。
图 7 为 ZnO 墨水在 300 ℃热处理 30 min 所得的
薄膜颗粒的 TEM 照片。将制备的薄膜用硬物刮下
研磨分散到酒精中，超声分散后后滴到铜网上即可
制得样品。由图 7 可知，生成的 ZnO 薄膜为多晶结
构，且为六方纤锌矿结构，都存在明显的(100)、
(002)、(101)衍射环。通过高分辨图计算，得到薄膜
的(100)面的晶面间距均为 0.28 nm。且晶粒尺寸约
为 21.8 nm，与通过 XRD 计算的晶粒尺寸的结果相
一致。
2.4 无颗粒 ZnO 墨水在 PI 基板上的打印性能
图 8 和图 9 分别为使用无颗粒 ZnO 墨水在喷墨
打印机上打印出来并且经 300 ℃热处理 30 min 的图

(b) Absorption spectra

案( 300 μm)和不同线宽的线条的 SEM 形貌照片。
由图 8 可知，打印出来的图案微观组织致密且边缘
完整，轮廓清晰。对于喷墨打印的线条，当线条线
宽较小时(50 μm)，边缘稍有破碎，主要是因为当线
条较小时，为了提高分辨率，打印机的 2 个喷嘴之
间距离会变大，且喷嘴喷出的液滴体积会变小，由
于本墨水黏度低，与基板之间润湿角较小，当液滴
落入基板上时会完全铺展散开，而整个线条是依靠
液滴之间扩散连接在一起；当液滴体积较小时，扩
散不完全导致线条边缘较为破碎，当线宽较大时，
线条边缘较完整且轮廓清晰，主要是因为喷嘴之间
距离降低且墨滴体积变大，墨滴之间融合充分致使
线条边缘清晰完整。
图 10 为 ZnO 墨水采用喷墨打印方法制备的
图案在 300 ℃热处理 30 min 下得到的 ZnO 薄膜的
AFM 图像。由图 10 可以看出，墨水喷墨打印经

(c) Energy gap

图5

无颗粒 ZnO 墨水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 30 min 后所得
薄膜的透射光谱、吸收光谱及禁带能量
Fig. 5 Optical transmittance spectra and energy gap patterns
of the films cured from particle free ZnO ink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for 30 min

可知，200、250、300 ℃热处理后生成的 ZnO 薄
膜颗粒细小而致密、平整。250 和 300 ℃制备的薄
膜颗粒之间连接紧密、孔洞少。400 ℃处理的薄膜

300 ℃热处理得到的薄膜的粗糙度为 15.2 nm，说
明表面极其平整。300 ℃热处理 30 min 后氧化锌
薄膜的电阻率、迁移率、载流子浓度及 Hall 系数
如表 2 所示。
综上可见，本研究制备的无颗粒 ZnO 墨水具
有良好的喷墨打印性能，并可应用于柔性基材，
可以大面积制备氧化锌薄膜及复杂氧化锌线路并
应用于太阳能电池、透明导电薄膜、气敏传感器
等器件中。

· 1332 ·

《硅酸盐学报》

J Chin Ceram Soc, 2018, 46(10): 1327–1334

(a) 200 ℃

(c) 300 ℃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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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50 ℃

(d) 400 ℃

图 6 无颗粒锌基墨水在不同温度下的 SEM 照片
SEM images of films cured from particle free ZnO ink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for 30 min

图 7 无颗粒锌基墨水在 300 ℃热处理 30 min 后所得薄膜颗粒中 TEM 照片
Fig. 7 TEM images of films cured from particle free ZnO ink at 300 ℃ for 30 min
Insert photos are scattered diffraction pattern and high resolution image.

(a) Low magnification

Fig. 8

(b) High magnification

图 8 无颗粒 ZnO 墨水在 PI 基板上喷墨打印的图案在 300 ℃热处理 30 min 的 SEM 形貌照片
SEM images of the inkjet printed patterns on PI substrate cured at 300 ℃ for 30 min from particle free ZnO 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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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 μm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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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0 μm

(c) 150 μm

图 9 无颗粒 ZnO 墨水在 PI 基板上喷墨打印的不同线宽线图案在 300 ℃热处理 30 min 的 SEM 形貌照片
SEM images of the inkjet printed line with various widths on PI substrate cured at 300 ℃ for 30 min from particle free
ZnO ink

2) 将该墨水旋涂于玻璃基板上，并在不同温度
下固化 30 min，薄膜在热处理温度大于 200 ℃可生
成六方纤锌矿型多晶结构的 ZnO，且薄膜的透过率
均大于 80%，其中 300 ℃制备的薄膜颗粒之间连接
最为紧密，孔洞最少。
3) 将墨水喷墨打印于 PI 柔性基板并在 300 ℃
热处理 30 min 后，打印出来的图案微观组织致密且
边缘完整，轮廓清晰。喷墨打印不同线宽的线条，
当线宽较小时(50 μm)，边缘稍有破碎，当线宽较大
时，线条边缘较完整且轮廓清晰，喷墨打印后的图
案表面粗糙度仅为 15.2 nm，在印制电子方面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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