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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了探讨超薄纳米薄膜的划痕硬度评价

方法以及不同石墨烯纳晶碳膜的刻划机理，具体分

析测试方法及结果如下： 
为了对碳膜的纳米结构和表面形貌进行表征，

采用深圳大学电镜中心的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Thermo Fisher Titan Themis G2）观察碳膜

纳米结构，TEM 表面样品制作方法如下：采用金刚

石笔尖直接从基体上将纳米表面划破，使用铜网沾

取表面碎屑，观察中，选择薄膜碎屑边缘的极薄区

域观察。为了减小电子束对碳结构的损失，TEM 观

察采用的加速电压为 80 kV。采用 X 射线光电子能

谱仪(XPS, Kratos, AXIS Ultra DLD)分析碳膜中的碳

原子键合结构。通过对碳膜的 XPS C1s 谱线进行解

谱，分别计算 sp2 和 sp3 峰与整个 C1s 峰的积分面

积比，从而得到碳膜中 sp2 和 sp3 的百分含量。X 射
线源为 Al Kα（hv=1486.6 eV），X 射线源电压为

15 kV，功率为 150 W，工作时真空室真空度保持

在～10-6 Pa。采谱前，对碳膜试样进行 Ar 离子清洗

刻蚀，以清除碳膜表面的污染。采用拉曼光谱仪

(Raman, HORIBA, LabRAM HR800)对碳膜中的 sp2 
团簇纳晶进行表征，利用高斯拟合对 Raman 光谱进

行分峰拟合，分别拟合出 1358cm-1 的 D 峰和 1579 
cm-1 的 G 峰。D 峰和 G 峰的积分面积相比可得其强

度比 ID/IG。根据其强度比，计算碳膜中 sp2 纳晶团

簇的尺寸[1]。拉曼光谱仪在室温下测试，激光光源

为氩离子光器，波长为 514 nm，光斑直径 2 μm，光

谱测量范围为 1100 cm-1-3500 cm-1。 
为了对三种碳膜刻划行为及其纳米划痕硬度的

机理进行分析，附图 1（a）-（c）分别为三种碳膜

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其中右上角为衍射光斑，

非晶碳膜表现出均匀的不规则结构，在衍射光斑中

没有代表晶体结构的衍射环出现，对于 GLCL-C 和

GSE-C，从电镜照片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有序排列纳

晶团簇，相应地，在衍射光斑中出现了衍射环。利

用拉曼光谱对纳晶团簇进行表征，其结果如附图 1
（a）-（c）右下角所示，对于含有纳晶结构的薄膜，

光谱中的 D 峰更加明显，D 峰与 G 峰的强度比增加，

计算得到的纳晶尺寸如图所示，对于离子照射得到

的 GLCL-C，纳晶尺寸在 1 nm 左右，对于电子照射

得到的 GSE-C，纳晶尺寸在 2.5 nm 左右。纳晶尺寸

的出现，将影响碳膜的刻划行为。另一个影响因素

是碳膜中 sp3杂化结构的含量，对于类金刚石结构的

碳膜，sp3 杂化结构的含量越高，薄膜的硬度越大[2]。

为此，对三种结构碳膜进行 XPS 表征，其结果如附

图 1（d）所示，分峰的结果表明三种碳膜中 sp2 的

含量均高于 sp3，其中 a-C sp3 含量最高，GLCL-C sp3



 

 

含量次之，GSE-C sp3 含量最低。附表 1 所示为三种

结构碳膜的纳米划痕硬度、纳晶尺寸，以及 sp2 和

sp3 含量的比值。从表中可以看出，碳膜中 sp3 含量

的变化与纳米划痕硬度的变化并不一致。由此可见，

在 sp2 含量较高的纳米结构碳膜中，sp3 含量并不是

决定碳膜力学特性的唯一因素，碳膜的力学特性还

与其纳米结构有关。对于由 sp2 团簇形成的纳晶结构，

当层间的交联结构增加时，薄膜的力学特性会显著

增强[3]。本文中，GLCL-C 在沉积过程中采用的是离

子照射加工，溅射离子促使在层间形成较多的交联

结构，薄膜的致密度增加，并且交联结构使石墨烯

层切向载荷下层间滑移减小，对层间剪切强度具有

增强作用，增强其耐刻划性能。对于 GSE-C，其刻

划深度远大于 GLCL-C，且不呈现线性增加的趋势，

这是由于 GSE-C 的形成机理和表面形貌所造成的。

GSE-C 是在电子照射下形成的，由于电子运动速度

快，照射的过程中会使表面温度升高，薄膜生长速

度快，密度低，在沿着晶向的方向优先生长，sp2 含

量较高，因此薄膜较粗糙[4]，并且碳原子之间的结

合力较弱。在刻划过程中，即使在很轻的载荷下表

面的粗糙峰会被轻易的破坏、剥落，因此，GSE-C

的刻划深度较大，力学性能较差，并且刻划载荷的

影响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在纳米尺度下，薄膜中微小的纳米

结构变化将引起明显力学性能变化，而纳米划痕硬

度方法可以更有效分析超薄薄膜的纳米划痕硬度，

进而反应出纳米结构对薄膜力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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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ECR 纳米结构碳膜的表面和结构特性 
Table 3 Structural and surface properties of the ECR nanostructured carbon films 

 纳米划痕硬度 H /GPa sp2/sp3 纳晶尺寸 La /nm 

非晶碳膜（a-C） 14.6 1.0-1.2 - 

石墨烯交联碳膜（GLCL-C） 19.1 1.2-2.0 1.3-1.6 

石墨烯嵌入式碳膜（GSE-C） 2.7 2.5-3.9 1.5-2.4 

 

 



 

 

 

附图 1 典型（a）非晶碳膜（a-C），（b）石墨烯交联碳膜（GLCL-C），和（c）石墨烯嵌入式碳膜（GSE-C）的透射电子显微

镜照片：右上角为三种碳纳米结构薄膜的衍射光斑，当光斑中出现衍射还时，代表样品中含有有序的晶体结构；右下角为拉

曼光谱图以及根据 D 峰和 G 峰强度比计算出来的纳晶尺寸。（d）为三种典型碳纳米结构薄膜的 XPS 光谱图以及相应的 C1s

分峰结果，根据碳膜中碳原子的杂化结构，将 C1s 峰分为 sp2、sp3 和 C-O 峰，并根据峰的面积比，得到碳膜中 sp2/ sp3 的值。 
Fig 8 The TEM images of typical nanostructured carbon films (a) amorphous carbon (a-C), (b) graphene layer cross-linking 
carbon (GLCL-C) and (c) graphene sheets embedded carbon (GSE-C), the upper-right corner shows the diffraction patterns 
for each structure, in which the appearance of diffraction rings means nanocrystals existed in the films and the lower-right 

corner shows the Raman spectra results, with which the D peak and G peak were deconvoluted and the nanocrystal size can be 
calculated . (d) The XPS spectra for the three typical nanostructured carbon films and the relative deconvoluting results of C1s 

to sp2, sp3, and C-O peaks, and the value of sp2/ sp3 can be obtained with the peak area ra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