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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柔性传感器件因其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应用中的巨大前景, 受到了广泛关注, 也是近年
来的研究热点. 作为无机功能材料中的一类重要材料, 氧化物功能薄膜因其具有丰富的电子学、光
学、热学、力学、磁学等方面性质已经在各种电子和光电子器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将氧化物功
能薄膜应用于柔性传感器件, 有望进一步提高柔性传感器件的性能, 并为新型柔性传感器件的设计
提供材料保障. 本文分析了目前氧化物功能薄膜在柔性传感器件中应用所面临的重点科学技术问
题, 并介绍了近年来在基于氧化物功能薄膜的柔性传感器件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和器件应用上的研究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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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 以可弯曲、可拉伸、可扭曲为特点的柔性电子器件受到了各国研究机构和工业界的广泛
关注 [1∼8] . 2015 年, 美国国防部投入 7500 万美元联邦预算牵头成立了名为 “柔性混合电子制造创新
研究所 (Flexible Hybrid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 FHEMII)” 的柔性电子器件研
究机构, 吸引了包括 Boeing 公司、Qualcomm 公司、Stanford University 和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等 100 余个著名公司和高校的积极参与. 我国也在同年启动了 “可延展柔性无机光子/电子
集成器件的基础研究”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开展柔性电子器件的设计、集成与制造技术研究.
柔性电子器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也不断促使更多的研究机构和公司竞相投入相关
领域的研究工作. 而在诸多种类的柔性电子器件中, 柔性传感器件是极为重要的一类器件 [9∼12] . 传感
器件作为信息获取来源, 是信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目前大数据、物联网等新经
济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传感器件作为产业基础数据的源头之一, 更显得尤为重要. 能够实现与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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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如人体表面) 良好贴附的柔性传感器件, 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应用场景下具有巨大应用前
景, 有望成为柔性电子器件的引领性器件类型 [13∼16] .
对于传感器件而言, 实现包括高灵敏度、高响应速度等指标在内的高性能是器件设计与制造中一
个永恒的主题. 而要提高这些性能, 选择具有高性能的功能材料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因此如果能在柔性
传感器件中应用各种具有高稳定物理化学特性和丰富多样的电子学、光学、热学、力学、磁学等方面
性质的无机功能材料, 无疑能够显著扩大柔性传感器件的性能提升空间 [17∼20] . 更重要的是, 经过多年
产业发展, 应用于电子器件的高性能无机功能材料已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利用无机功能材料进行高
性能柔性传感器件的设计与制造, 可以使实验室研发出的高性能柔性传感器件快速融入现有成熟产业
链条, 及时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然而, 将刚性无机功能材料应用于柔性传感器件时, 会出
现无机功能材料的硬脆特性与柔性传感器件的柔韧特性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会导致器件存在无法与
异形表面紧密贴合、器件性能在大变形环境下不稳定甚至丧失等一系列潜在风险 [19, 21∼24] . 因此要实
现适应动态大形变工作环境的高性能柔性无机功能材料传感器件, 需要利用无机功能材料薄膜化、器
件结构力学设计优化等手段, 通过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力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来解决无机功
能材料刚性特性和柔性电子器件柔韧性要求之间的矛盾. 具体而言, 可以用 “薄膜化 – 力学设计 – 器
件构筑” 的链条将相关的重点科学技术问题归纳如下:
(1) 无机功能材料的薄膜化. 无机功能材料虽然具有硬脆的力学特性, 但是当通过薄膜技术将其

厚度降低到亚微米量级时, 其刚度会明显降低. 因此需要通过无机功能材料的薄膜化为解决柔性无机
功能材料传感器 “刚柔结合” 的冲突提供条件.
(2) 柔性传感器件的力学设计. 柔性传感器件需要具备在大变形环境下稳定实现高性能传感的能

力. 需要通过建立大变形载荷作用下的性能调制机理, 形成合理且优化的薄膜器件结构力学设计, 保
证器件的使用稳定性.
(3) 柔性无机功能材料传感器的整体构筑. 无机功能材料器件, 特别是无机功能薄膜器件的制备往

往会涉及高温沉积和光刻等工艺环节. 而由于柔性传感器件所用的一些可延展柔性高分子基底材料存
在不耐高温、易形变等问题, 易发生某些工艺环节与基底材料性质不兼容的问题. 因此需要研究与柔
性传感器件各部分材料性质相适应的制备技术以实现无机功能单元与柔性衬底的集成, 完成柔性传感
器件的整体构筑.
针对以上重点科学技术问题, 近年来相继提出了一些关键技术, 极大地推动了柔性无机功能材料
传感器件的发展. 这些技术中, 最重要的是涉及无机功能材料薄膜化和器件整体构筑的转印 (transfer
printing) 技术和可延展柔性器件结构设计.
转印技术, 是指在刚性无机基底上进行功能材料薄膜生长或进一步完成某些器件结构以后, 将
其从刚性基底上剥离, 最后转印到高分子基底上的一种制备技术. 这是目前大量柔性无机功能薄膜
传感器制备中所使用的核心技术 [25] . 这一技术的基本过程是, 使用弹性有机材料如聚二甲基硅氧烷
(PDMS) 等作为印章, 通过 van der Waals 力的作用, 从施主基底上剥离经刻蚀后仅由个别锚点束缚在
基底上的待转移单元, 再把取下的待转移单元印刷至受主基底 (器件柔性基底) 表面. 图 1 展示了转
印技术的一般流程. 从技术流程的介绍中不难看出, 在剥离及印刷的两个环节中恰当的对印章、功能
单元和基底三者之间的黏附力进行调控, 是决定转印过程成功与否的关键之处. 在剥离时, 需要印章
与待转移单元之间的黏附力大于功能单元与施主基底之间的黏附力; 而在印刷时, 则需要印章与待转
移单元之间的黏附力小于功能单元与受主基底之间的黏附力. 目前常用的调控黏附力方法主要有基于
印章材料粘弹性特性的速率控制法 [26∼28] 、基于表面微结构的微结构控制法 [29∼31] 、基于压力控制的
加载辅助法 [32] 、基于温敏黏附特性的温度控制法 [3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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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转印技术的一般工艺流程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process of transfer printing

大多数无机功能材料都是脆性材料, 因此当材料中的应变达到断裂强度极限时, 材料中会出现裂
纹, 导致器件失效. 常见的无机半导体材料和氧化物陶瓷材料的断裂强度极限应变值偏小 (如 Si 为约
1%) [34] , 这就要求柔性传感器件的结构设计要在满足器件的整体变形能力的同时通过力学设计优化器
件中无机功能材料的应变分布. 近年来, 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基于力学设计的柔性器件结构设计, 其
中代表性的设计有波纹结构 [35∼37] 和岛桥结构 [38∼40] 等. 波纹结构通过将无机功能薄膜或器件基本
结构单元转印至预拉伸以后的弹性基底上后再释放基底, 使无机功能薄膜或器件基本结构单元由于受
力屈曲而形成可拉伸的波纹状结构, 通过结构或材料的屈曲变形恢复实现延展性和柔性. 通过控制基
底的弹性模量、厚度或预拉伸量, 可以灵活地对波纹结构的波长和波幅进行调控, 从而实现对器件变
形能力和薄膜应变分布的兼顾. 而岛桥结构则不追求无机功能材料本身的延展性, 而是通过将电路结
构设计成开放式网络布局, 将器件分为岛和桥两部分, 岛为功能单元, 桥为互连导线. 岛在器件变形过
程中保持相对刚性, 器件的柔韧性则通过作为桥的互连导线提供. 目前常用的桥结构有浮空结构 [41]
和蛇形线结构 [42, 43] . 在浮空结构中, 互连导线通常为直线形式. 在构筑浮空结构时, 需要依照器件的
网络布局进行选择性转印, 使得功能单元和互连导线被转印至预拉伸的弹性基底上时功能单元与基底
黏合, 而导线部分则保持悬浮状态. 当预应变释放后, 互连导线受力屈曲形成浮空拱桥形状. 当器件经
受变形时, 浮空的互连导线就可以通过自身的变形恢复为器件的形变提供柔韧性. 而在蛇形线结构中,
互连导线被设计为周期性的蛇形结构 [44∼46] . 由于蛇形结构通过自身的面内屈曲或面外翻转就可以实
现延展性和柔性, 因此在构筑具有蛇形互连导线的岛桥结构时, 不需要通过预拉伸弹性基底诱导转印
后蛇形线产生屈曲的方式使蛇形线具备变形能力. 这使得在构筑这种岛桥结构时可以直接将蛇形互连
导线贴附于未预拉伸的均匀弹性基底上, 减少了在弹性基底上进行选择性转印和预拉伸这两个过程,
大大简化了制备的工艺流程. 在岛桥结构中, 应变与器件功能单元基本隔离, 大幅度减小功能单元在
器件变形过程中受到的应力. 而允许功能单元保持刚性, 也为直接在柔性传感器件中应用商业封装芯
片提供了条件.
转印工艺的应用以及多种力学结构设计的引入, 已成功地实现了场效应晶体管 [47] 、太阳能电池 [48]
等多种电子器件的可延展柔性化. Si, GaAs 等单晶薄膜以及金属薄膜的可延展柔性器件已有较多报
道, 在本文中不再赘述. 然而, 适用于传感器件的大量无机功能材料很难在常用的刚性基片上制备成
完美的单晶薄膜, 因此往往需要在传感器件中使用多晶薄膜来实现传感功能. 多晶薄膜的晶界、缺陷
和力学性能的多样性, 对适用于无机薄膜传感器的转印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柔性传感
器件中以无机敏感材料为核心的传感单元与以半导体材料为核心的控制单元在大变形工作环境中的
应变控制要求也有所不同. 对于控制单元而言, 要求在大变形环境下需要有效地隔离应变, 将应变引入
的性能波动降到最低. 而对于传感单元而言, 感知与形变或压力无关的信号 (如温度等) 时需要隔离应
变以提高性能稳定性, 但在感知诸如形变、压力等信号时则需要感知应变来完成相应的功能. 柔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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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具有波纹状 PZT 薄膜结构的 PZT/PDMS 压电传感器件 [50]
Figure 2 (Color online) PZT devices in wavy conﬁgurations on PDMS substrates.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b) optical images of a pair of wavy PZT nanoribbons with electrodes on PDMS; (c) PFM hysteresis
loops of a wavy PZT ribbon on PDMS and a PZT ﬁlm on Si, respectively [50] @Copyright 2011 ACS

机功能材料传感器件的组成单元对应变控制要求的多样性使得器件的结构力学设计优化和传感信号
的分离和处理更为复杂和困难. 材料类型的差异和器件性能要求的差异导致在柔性无机功能材料传感
器件的设计和制备中, 既需要解决柔性无机功能材料电子器件设计与制备中的共性问题, 又需要解决
由传感器件本身特点所决定的特殊问题. 本文聚焦于无机功能材料中一类重要的敏感材料 —— 氧化
物功能薄膜, 将介绍近年来基于氧化物无机功能薄膜的可延展柔性传感器研究领域的一些进展.

2

基于氧化物压电薄膜的柔性传感器件

对应力应变的传感是可延展柔性传感器件的一个主要应用方向. 而压电薄膜, 尤其是氧化物压电
薄膜在应力应变传感器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现有的无机压电薄膜中, 锆钛酸铅 (Pb(Zr,Ti)O3 ,
PZT) 薄膜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具有高压电系数的压电薄膜材料, 也是率先受到关注并被用于柔性传感
器件的压电薄膜材料. Qi 等 [49] 和 Feng 等 [50] 率先报道了通过将 PZT 薄膜转印至预拉伸的 PDMS 基
底上形成可延展的波纹结构, 为将无机压电薄膜材料应用于可延展柔性器件进行了可行工艺方案的探
索. Feng 等 [50] 提出的具体工艺如图 2(a) 所示. 首先在 Si 基底上进行 PZT 薄膜和上下电极的生长沉
积, 以实现功能材料的薄膜化. 其具体步骤是, 在 Si 片上生长 600 nm 的 SiO2 薄膜后, 相继沉积 20 nm
厚的 Ti 和 300 nm 的 Pt 作为底电极, 然后将大约 500 nm 厚的 PZT 薄膜沉积到底电极上, 再在 PZT
薄膜上面沉积分别为 10 nm 和 150 nm 厚的 Cr/Au 薄膜作为顶电极. 经过多次光刻和刻蚀, 使基底上
的薄膜层形成中间为细长梁, 两端带有正方形锚点图案的哑铃型形状. 在完成材料薄膜化过程以后, 通
过湿刻的方法对作为牺牲层的 SiO2 薄膜进行刻蚀. 为了保证剥离的成功率, 需要通过控制刻蚀速率
使细长梁下面的 SiO2 薄膜刚好完全被刻蚀掉时, 两端的正方形图案位置中心部分剩余部分 SiO2 薄膜
作为锚点, 使得整个薄膜结构仅依靠锚点固定于 Si 基片上. 完成刻蚀以后, 使用 PDMS 印章即可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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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基于 PZT 薄膜的柔性能量收集器件 [51]
Figure 3 (Color online) Device with PZT thin ﬁlm on PDMS substrates. (a) Exploded-view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device; (b) optical images of the as-fabricated device; (c) the photograph of the device cointegrated with a microbattery
and rectiﬁer, mounted on the bovine lung; (d) the schematic of the ﬁve-layer stacked device [51] @Copyright 2014 PNAS

制备的 PZT/电极结构单元整体从 Si 基底上剥离. 实现结构单元的剥离后, 先将器件的 PDMS 弹性
基底通过加热膨胀的方式实现器件基底的预拉伸, 再将剥离下来的 PZT 压电功能单元用印章转移到
预拉伸的 PDMS 基底上. 预拉伸的基底冷却收缩后, 其表面的 PZT 形成如图 2(b) 所示的波纹结构.
图 2(c) 展示了利用压电力显微镜 (PFM) 得到的转印前在 Si 基底上的 PZT 薄膜和转印至 PDMS 基
底形成波纹状结构的 PZT 薄膜的电滞回线表征结果. 结果表明, 在形成了波纹状结构以后, PZT 薄膜
的电学性质基本保持稳定, 说明利用波纹状结构进行基于氧化物压电薄膜的柔性传感器件是可行的.
在此基础上, Rogers 等 [51] 和 Feng 等 [52] 制备了基于 PZT 薄膜的柔性能量收集器件, 通过对动
态应变的感知实现对微能量的收集. 图 3(a) 和 (b) 分别给出了器件结构示意图和实物照片. 如图 3(c)
所示, 将器件贴附于动物器官上时, 可实现机械能到电能的转换, 用于植入式器件的能源供给. 当这些
器件被贴附于牛、羊、猪等活体动物的心脏、肺等器官表面时, 在心脏的正常搏动或者肺的呼吸过程
中, 单层器件的输出峰值电压可以达到 2∼4 V, 平均输出功率约 0.12 µV/cm2 . 该器件还如图 3(d) 所
示通过多层堆叠的方式进一步增大其输出峰值电压和平均功率. 测试结果表明, 在进行 5 层堆叠后, 器
件平均输出功率可以达到 1.2 µV/cm2 , 可以满足心脏起搏器等植入器件的供电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可延展柔性的压电功能器件中, 器件的力学结构设计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
控制器件或温度等其他信息传感器件只需要尽可能地隔离应变有所不同, 压电功能器件需要感知所贴
附的物体的应变, 同时又必须满足无机功能薄膜不会发生断裂的要求. 因此, 如何在实现应变有效传
递的同时将应变控制在薄膜断裂极限之内, 是可延展柔性压电功能器件在器件结构设计时需要考虑的
首要问题. 薄膜厚度、材料的机械性能、预拉伸的程度等都是设计中的重要参数.

3

基于 VO2 薄膜的柔性传感器件
当氧化物功能材料具有特定晶格结构和电子结构时, 可以观察到材料的电子学性质和光学性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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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温度点 (通常被称为相变点) 发生突变, 并在相变点两侧温度区间呈现具有明显差异. 这被称为
氧化物功能材料的热驱动金属 – 绝缘相变 (metal-insulator transition, MIT) 效应 [53, 54] . 具有 MIT 效
应的氧化物功能材料在开关器件、红外传感成像等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55∼58] . 二氧化钒 (VO2 )
是一种极为典型的 MIT 材料, 在相变点两侧的电阻差异可达 105 倍 [59] . 由于 VO2 薄膜的相变点较为
接近室温, 因此相变点两侧巨大的电阻差异导致 VO2 薄膜在室温下具有较高的电阻温度系数 (TCR),
非常适合用于作为温度传感器件中的敏感材料. 近期, Lin 等 [60∼63] 对以 VO2 薄膜作为敏感材料的柔
性传感器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以下对相关工作进行介绍.
对于基于 VO2 薄膜的柔性传感器件而言, 首要的工作是要实现 VO2 薄膜的生长与转印. 在 Lin
等
的研究中, 采用了一种化学溶液沉积法 —— 高分子辅助沉积法在 SiO2 /Si 基底上实现了高质量
VO2 薄膜的生长. 在生长后的转印过程中注意到, 直接采用与转印 PZT 压电薄膜等氧化物功能薄膜
相同的转印方法进行 VO2 薄膜的剥离和转印, 极易发生薄膜在从生长基底上剥离时破碎的情况. 究
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化学方法所制备的 VO2 薄膜为多晶薄膜, 薄膜中存在较多的晶界和缺陷, 导致
VO2 薄膜具有较小的断裂强度极限. 而当采用速率控制法等方法进行转印时, 印章会对 VO2 薄膜施
加面外方向的压应力, 此时由于 Poisson 效应的作用, VO2 薄膜的面内方向上会同时产生拉伸应力, 从
而对薄膜造成破坏. 另一方面是 Si 和 VO2 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失配较大, 在 SiO2 /Si 基底上高温
生长的 VO2 薄膜会存在由基底带来的较大的残余应力. 当 VO2 薄膜与基片分离时, 薄膜中的残余应
力会在分离处突然释放, 造成薄膜中出现不均匀的残余应力分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在转印之
前在 VO2 薄膜上涂覆一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 等材料作为保护层. 涂覆的保护层既可以减小
印章引入的面内拉伸应力, 又可以对剥离过程中薄膜的不均匀残余应力产生缓冲作用. 除此之外, 也
可考虑通过使用如温度控制法等其他转印方法进行薄膜转印. 在温度控制的转印方法中, 可选取热释
放胶带等本身具有温敏宽幅可调黏附性特性的材料作为印章. 这类材料在室温下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粘
性, 无需像速度控制法一样施加压力以确保薄膜与印章间良好贴附, 因此可以大大减小引入薄膜中的
面内拉伸应力.
[60]

Lin 等 [61] 在成功实现 VO2 薄膜转移的基础上, 对 VO2 /PDMS 结构的应变与电子学性能的关联

性进行了一定探索. 在实验中, 将厚度为 130 nm 的 VO2 薄膜成功地从 SiO2 /Si 衬底上剥离后, 转印
到 PDMS 基底上形成了 VO2 /PDMS 的柔性结构. 通过对 PDMS 基底加热的方法, 对基底引入不同
拉伸应变并在 300 K 至 370 K 温度区间对 VO2 薄膜的电阻进行了相变特性测试. 结果表明, 拉伸应
变对 VO2 薄膜的相变点位置等 MIT 特性有明显的调控作用. 在转印之前, VO2 薄膜绝缘态至金属态
转变温度为 360 K, 金属态至绝缘态转变温度为 328 K. 通过施加拉伸应变, 可以在约 7 K 和 5 K 的范
围内分别对绝缘 – 金属转变和金属 – 绝缘转变温度点进行调控. 此外, 由于基底的热膨胀系数和弹性
模量可以通过改变 PDMS 基底的成分配比进行变化, 可以进一步通过 PDMS 基底成分配比的调节对
VO2 薄膜的 MIT 特性对应变的响应敏感度等进行调控.
以 VO2 /PDMS 结构为核心, Lin 等 [62, 63] 设计并制备了一系列柔性传感器件, 如柔性呼吸传感器、
柔性温度 – 脉搏传感器等. 这些传感器在对拉伸应变、震动、温度等信号的感知性能方面, 如响应速
度、灵敏度等, 可与同类型的刚性无机器件相比拟; 而作为柔性器件, 又具有可良好贴附, 反复产生形
变时可靠性高等优点.
VO2 薄膜具有很高的电阻温度系数. 在硅基底上生长的 VO2 薄膜电阻温度系数可以达到 5%/◦ C,

转印后的 VO2 薄膜其电阻温度系数有少量下降, 但仍在 1%∼3%/◦ C 范围内, 比常用的金属型温度传
感器高一个数量级. 因此利用 VO2 薄膜电阻对温度变化高度敏感的特性, 可以实现高灵敏度的温度
传感. 基于 VO2 薄膜的这一特性, Lin 等 [62] 设计了一种基于 PI/VO2 /PDMS 结构的柔性呼吸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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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4 (网络版彩图) 基于 VO2 薄膜的柔性呼吸传感器 [62]
Figure 4 (Color online) Flexible breath sensor with VO2 thin ﬁlm.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b) optical images of the as-fabricated device; (c) resistance changes at diﬀerent environment temperatures (upper panel)
and diﬀerent air ﬂow (lower panel) [62] @Copyright 2017 IOP

传感器在自然贴合鼻孔处后, 通过检测鼻孔处呼吸气流形成的温度变化来监测呼吸过程, 实现对呼吸
的实时监测. 其制备工艺和实物照片分别如图 4(a) 和 (b) 所示. 在器件的制备过程中, 使用热释放胶
带代替 PDMS 作为印章材料, 通过改变温度来调节转印过程中各界面的黏附性, 避免了使用 PDMS
时可能引入过大面内压力的问题, 提高了器件的制备成功率. 如图 4(c) 所示的对不同环境温度和不同
呼吸强度下长时间呼吸监测结果表明, 该柔性呼吸传感器对正常呼吸中呼气和吸气过程响应时间均小
于 0.5 s, 具有高灵敏度和高稳定性. 同时为了保证大变形环境下传感器工作的稳定性, 在该传感器的
结构设计中对外界应变进行了有效隔离, 以避免身体运动等因素对呼吸监测的干扰.
氧化物功能材料具有非常丰富的物理性质, 一种氧化物功能材料就可能具有多种传感特性. 这就
为利用单一材料实现多种信号传感, 从而有效提高器件集成度、降低器件复杂度创造了条件. 针对人
体生理体征监测的两大主要传感需求 —— 应变传感和温度传感, Lin 等 [63] 设计并制备了一种基于
VO2 薄膜的柔性温度 – 应变复合传感器件. 在该传感器件的设计中, 受蜘蛛足对微应力感应原理的启
发, 通过在 VO2 薄膜上通过施加可控的拉伸应力预先形成横向和纵向的锯齿状裂缝, 通过裂缝在受应
变作用时产生移动导致的电阻变化实现对应变的高灵敏感知. 当 VO2 薄膜中出现锯齿状裂纹结构时,
整个 VO2 薄膜相当于多块碎片像拼图一样拼接而成, 如图 5(a) 所示. 当传感器件受到拉伸应变时,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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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5 (网络版彩图) 基于 VO2 薄膜的柔性应变 – 温度复合传感器 [63]
Figure 5 (Color online) Flexible temperature-mechanical dual-parameter sensor with VO2 thin ﬁlm. (a) The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change of electrical conductance with nano-cracks in the VO2 thin ﬁlm when applying strain on the x-axis
and y-axis; (b) exploded-view schematic illustration and optical images of the device; (c) the measured and ﬁtting result of
the electrical resistance response to the strain; (d) the recorded resistance variations during 10000 cycles of bending-releasing
at a frequency of 5 Hz with the maximum bending strain of 0.1% [63] @Copyright 2017 IEEE

膜拼图经历了断裂 – 连接 – 再断裂的过程, 由于 PDMS 基底具有正 Poisson 比, 器件在横向出现拉伸
形变的同时, 在纵向会在 VO2 薄膜碎片上产生压缩应变. 此时因横向拉伸作用而逐渐分离的 VO2 薄
膜碎片会在边缘处重新连接. 当进一步随着碎片间的间隙宽度增大, 新形成的通路又逐步断开, VO2
薄膜电阻随器件的拉伸增大而不断上升. 当拉伸应变增大到碎片间的间隙宽度比 VO2 薄膜的所有裂
纹高度都大时, 所有新形成的通路都断开, 整个 VO2 薄膜电导为零, 电阻变为无限大. 反之, 当器件在
横向上出现压缩形变时, VO2 薄膜中该方向上原本距离几乎为零的锯齿状裂纹间隙进一步重合, 导电
性增加; 而此时在纵向上的锯齿状裂纹间隙变大, 导电性基本不变, 导致整个 VO2 薄膜电阻逐渐变小.
直到持续压缩至 VO2 薄膜的所有裂纹间隙几乎全部重合时, VO2 薄膜电阻保持基本不变的状态. 这
一机理同样适用了纵向出现拉伸或压缩形变时. 因此为了使器件在横向和纵向具有各向同性的应变
响应特性, 需要在器件制备时同时在 VO2 薄膜的横向和纵向均形成锯齿状裂纹. 而由于 VO2 薄膜本
身具有高电阻温度系数特性, 因此对传感器件的温度传感而言, 可以直接通过分析电阻信号的变化而
得到.
从柔性温度 – 应变复合传感器件的工作机理介绍可以看出, 实现复合传感的难点一是如何在制备
过程中形成恰当的薄膜锯齿状裂缝, 二是如何从单一的电阻变化信息中提取出应变和温度两种传感信
号. 图 5(b) 给出了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及其实物照片. 利用高分子辅助沉积法在 SiO2 /Si 衬底上完成
厚度为 100 nm 的 VO2 薄膜生长并将 VO2 薄膜转移至 PDMS 基底后, 通过在 PDMS 基底上施加横
向和纵向拉伸应力的方法, 使 VO2 薄膜中形成横向和纵向的锯齿状裂缝. 随后将 VO2 /PDMS 结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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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

图 6 基于 VO2 薄膜的柔性温度 – 应变传感器所采集信号的信号处理
Figure 6 The signal processing of ﬂexible temperature-mechanical dual-parameter sensor with VO2 thin ﬁlm. (a) The
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recorded signal of the device after 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 (b) the frequency spectrum
corresponding to the body temperature signal; (c) the body temperature signal and pulse signal obtained by signal processing

盖到沉积好 Au 电极的 PET 薄膜上, 即可完成器件的制备. 在制备过程中, 关键是对形成锯齿状裂纹
的拉伸应变需要进行恰当的控制, 使 VO2 薄膜在出现裂纹的同时仍然具有导电性. 在完成器件制备
后, 首先对器件的应变传感性能和温度传感性能分别进行了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 在 0∼40◦ C 的温度区间, 器件的电阻温度系数为 −5.04 kΩ/K, 能够对 0.1 K 的温
差做出准确响应. 根据标定的电阻 – 温度关系, 柔性温度 – 应变传感器可以对环境温度进行直接测量,
其对热源和冷源刺激的响应都在 0.5 s 内. 传感器对 0∼0.1% 应变的应变响应系数达到了 400 以上. 如
图 5(c) 所示基于对 VO2 薄膜锯齿状裂纹结构对应变的响应原理建立的理论模型与实际测得的器件
电阻 – 应变曲线的比较也说明, VO2 薄膜碎片的断裂 – 连接 – 再断裂模型能够解释传感器的应变响
应过程. 通过反复弯曲和释放器件, 对柔性温度 – 应变复合传感器件应变响应的可重复性进行了循环
实验. 如图 5(d) 所示, 在 10000 次循环后, 柔性温度 – 应变传感器仍然能对弯曲应变做出良好的响应,
证明了所制备的柔性温度 – 应变传感器对应变响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长期可重复性.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 柔性温度 – 应变复合传感器件可用于对人体体表温度和脉搏信号的同时监
测. 但对于这种复合传感器件而言, 体表温度和脉搏信号实际上是被转化为了一个耦合的电阻信号,
因此需要经过信号处理将二者分离. 如图 6(a) 所示, 通过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可以发现体
表温度信号是如图 6(b) 所示的一个信号频率不固定的低频信号; 而脉搏信号相对体表温度信号而言,
是幅值较高的高频信号. 因此通过低通滤波, 可以得到频率低于 1 Hz 的体表温度信号, 再经过快速
Fourier 逆变换 (inver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IFFT) 得到柔性温度 – 应变传感器对体表温度响应的
电阻变化曲线, 通过标定的电阻 – 温度关系可获得体表温度信号. 类似的, 通过高通滤波, 得到脉搏的
频率信号, 再通过 IFFT 即可得到柔性温度 – 应变传感器对脉搏响应的电阻变化曲线. 因此, 通过简
单的数据处理, 就可以利用对柔性温度 – 应变复合传感器件电阻变化的分析实现了对体表温度和脉搏
的实时监测. 如图 6(c) 所示, 当将该传感器件贴附于手腕处后, 通过对电阻变化信号的分析, 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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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为稳定的体温信号, 同时也能够精确检测到脉搏主波 (percussion wave)、潮波 (tidal wave) 和重搏
波 (diastolic wave), 具有很高的准确度.
通过以上工作, 已经初步展现出了 VO2 薄膜在应变及温度传感方面的柔性器件中具有诱人而独
特的应用优势. 然而, VO2 薄膜为代表的具有 MIT 相变效应的氧化物功能材料还具有很多丰富而独
特的物理特性, 如电致相变、光致相变等, 尚待被应用于柔性传感器件中. 如何更好地针对这类氧化物
功能材料的物理特性开发能够发挥其独特优势的柔性传感器件, 使这类氧化物功能材料在柔性传感器
件中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4

基于半导体/氧化物异质结的柔性传感器件

异质结结构, 特别是由半导体和功能氧化物所构成的异质结, 在包括传感器件在内的光电子和微
电子器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当将异质结结构应用于柔性传感器件时, 异质结的电子学特性和光电
特性在大变形的工作环境下会出现什么变化, 对应的传感器件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是迫切需要研究和
总结的问题. 对于异质结而言, 其性能与异质结界面的能带结构密切相关. 而异质结界面的能带结构
又和构成异质结的材料本身的能带结构有紧密的联系. 因此异质结中的半导体等材料的能带结构在柔
性器件结构中是否会受到应变的作用, 是将异质结应用于柔性传感器件时首先面对的问题. 针对这一
问题, Feng 等 [64] 对在 PDMS 基底上由薄膜屈曲形成的波浪状 GaAs 薄膜能带结构与应变关联性进
行了研究. 他们通过将 GaAs 薄膜转印到预拉伸的 PDMS 基底上形成波纹结构, 在 GaAs 薄膜中引入
了连续变化的应变分布. 通过对薄膜进行微区光致发光光谱表征, 获得了具有不同应变的微区的能带
信息. 实验结果表明, 当形成具有连续变化应变的波纹状 GaAs 薄膜时, GaAs 薄膜中不同微区的能带
结构与微区对应的应变存在非常明显的关联. GaAs 薄膜的带隙宽度沿波纹结构的波峰 (张应变区域)
到波谷 (压应变区域) 会呈现逐渐连续增大的变化趋势. 他们进一步通过理论计算, 对通过波纹结构进
行 GaAs 薄膜能带结构的调控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
在此基础上, Lin 等 [65] 对由硅薄膜和氧化铟锡 (ITO) 薄膜所构成的 Si/ITO 异质结在弯曲形变
下的能带结构变化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并揭示了基于该异质结制备的柔性光电传感器件的性能与
宏观弯曲形变的关联性. 柔性 Si/ITO 异质结的制备工艺流程如图 7(a) 所示. 利用溅射方法在绝缘体
上硅 (SOI) 的表面沉积 ITO 薄膜形成 Si/ITO 异质结结构后, 将异质结结构转印至沉积有 ITO 薄膜
电极和 Au 薄膜电极的 PET 基底上, 即可完成柔性 Si/ITO 异质结的构筑.
完成器件制备后, 首先在弯曲形变下测试了异质结在不同光波长下的 I-V 特性. 测试结果表明,
在 405∼808 nm 的光波长范围内, 弯曲应变对异质结的 I-V 特性均表现出了明显的调控作用. 当异质
结弯曲半径达到 3 cm 时, 异质结的 I-V 特性出现了明显的从 Schottky 接触向 Ohm 接触的转变, 说明
弯曲应变对异质结的界面势垒高度起到了调控作用. 由于异质结中的 ITO 为多晶态, 应变对能带的效
应相对可以忽略, 因此可以认为弯曲过程中的势垒变化主要是由 Si 的能带结构变化引起的. 如图 7(b)
通过在 Si 的能带模型中分别引入考虑沿 [100] 方向和 [010][001] 方向应变的修正项, 可以从理论上很
好地解释这种应变与势垒高度之间的关联性. 结合有限元分析得到的薄膜中应变值, 可以计算出不同
弯曲半径下势垒高度的变化值. 如图 7(c) 所示, 将理论计算值与分别利用 I-V 数据和光电转化效率
(IPCE) 数据分析得到的势垒变化实验值相比较, 可以看出理论计算值与实验值吻合良好, 证明了理论
解释的有效性.
进一步对基于该异质结制备的光电传感器的光电响应特性进行的测试表明, 弯曲应变所带来的异
质结势垒变化, 会对异质结的光电响应特性产生明显的调控作用. 当不断缩小异质结的弯曲半径以使
644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8 卷 第 6 期

(a)

(b)

(c)

(d)

图 7 (网络版彩图) 基于 Si/ITO 异质结的柔性光电传感器 [65]
Figure 7 (Color online) Flexible photodetector based on ITO/Si heterojunction.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b) schematic released degeneracy of the Si conduction band under elastic uniaxial strain and the conduction
band split of silicon; (c) the barrier height of the bent ITO/Si heterojunction versus its bending radius. The spherical
represent theoretical barrier height. The red and green crosses represent the experimental barrier height calculated from
the I-V curves and IPCE curves, respectively; (d) the response and recovery time of the ﬂat photodetector and the one with
a bending radius of 3 cm [65] @Copyright 2018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薄膜中具有更大的应变时, 异质结的光响应特性、光探测率和线性动态范围等光电探测器件指标均较
未弯曲时发生明显的变化. 如图 7(d) 所示, 在施加弯曲应变后, 异质结的光电响应速度得到显著提高;
弯曲应变也使得光响应特性与偏压的关系更趋于线性, 光探测率和线性动态范围能够在不同偏压条件
下更为稳定. 这表明, 对于基于半导体/氧化物异质结的柔性传感器件而言, 异质结中的应变对异质结
的能带结构有着明显的调控作用, 进而明显影响器件的传感性能. 利用宏观应力 – 能带结构 – 电子学
性能之间的耦合, 通过机械应变的引入实现材料的能带工程, 可以有效地调控具有异质结结构的柔性
传感器件性能.

5

总结和展望

氧化物功能薄膜作为一类具有丰富物理性质的功能材料, 已经被广泛用于各种刚性传感器件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将氧化物功能薄膜应用于新兴的柔性传感器件中, 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器件
性能、扩展器件功能, 而且可以使柔性传感器件能够借力已然较为成熟的氧化物功能薄膜产业链条实
645

潘泰松等: 氧化物功能薄膜材料在柔性传感器件中的应用

现更快速的发展. 由于柔性传感器件具有会出现大变形的特点, 当氧化物功能薄膜应用于新兴的柔性
传感器件时, 在制备工艺、器件结构设计、器件性能调控等方面都具有与刚性传感器件不同的要求. 这
就需要从材料制备、器件构筑、性能优化等方面充分考虑大变形环境的背景,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来
保证氧化物功能薄膜在柔性传感器件中能够充分发挥其多样而独特的物理性质.
通过本文对目前已报道的氧化物压电薄膜、VO2 薄膜、半导体/氧化物薄膜异质结等若干典型氧
化物功能薄膜及其异质结在柔性传感器件中应用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 目前在利用转印工艺等手段解
决氧化物功能薄膜从无机生长基底剥离转移至柔性基底的基础上, 通过在器件设计与构筑中应用具有
良好力学设计的器件结构与应变耦合策略, 已经能够实现一些同时具备较高性能的应变、压力、温度、
光电探测等传感特性和在大变形下稳定工作能力的柔性传感器件. 与此同时, 柔性传感器件所具有的
可施加大形变的特点, 又增加了传感器件的设计优化维度. 利用机械形变作用, 可以有效地通过引入
的应变对半导体/氧化物异质结的界面能带结构进行调控, 进而对器件的光电传感性能进行优化. 而
利用弹性基底可进行预拉伸的特点, 可以使氧化物功能薄膜具有在刚性结构中难以实现的锯齿状裂缝
结构, 从而实现柔性应变 – 温度复合传感器件.
但目前氧化物功能薄膜在柔性传感器件中的应用种类和方式相较于氧化物功能薄膜本身所能提
供的电子学、光学、热学、力学、磁学性质而言, 仍比较偏少. 限制氧化物功能薄膜在柔性传感器件中
进一步应用的因素, 首先是受制于氧化物功能薄膜生长对基底材料的要求与转印工艺对牺牲层要求的
冲突; 其次是对于很多氧化物功能薄膜而言, 其在大形变环境下的应变 – 性能关联性尚不是特别清楚;
最后是由于氧化物功能薄膜硬脆的力学特性, 在柔性传感器件的设计中有时难以兼顾器件的大变形能
力与氧化物功能薄膜的可靠性.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力学等多学科协同研
究, 从可转印的氧化物功能薄膜材料到针对氧化物功能薄膜特有性质的新型柔性器件构筑方法的全链
条高度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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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oxide thin films in flexible sensor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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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promising applications in healthcare and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flexible sensor devices
have drawn much attention and have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in recent years. Meanwhile, functional oxide thin
films, as one key family of inorganic functional material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electronic an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because of their rich electronic, optical, therm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ir application in flexible
sensor devices is expected to pave the way for high-performance devices and the design of novel devices. In this
review, the ke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oxide
thin films in flexible sensor devices are summarized and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field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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