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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无胶转移石墨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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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法转移是一种使用最广泛的石墨烯转移方法。采用湿法无胶的转移方法，得到表面洁净且质量较高的
石墨烯。该方法以生长石墨烯的铜箔本身作为保护层，将此时的铜箔紧贴于目标衬底上，溶解铜箔，并配合
短时间的超声，即将石墨烯更为直接地转移到衬底上。这一方法完全舍去作为石墨烯保护层的有机聚合物，从
而获得表面高度清洁、颗粒污染低的高质量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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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free wet transfer of graphene
GUO Jian, WANG Zidong, REN Liming, FU Yunyi
(School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Graphene wet transfer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 In this paper, a resist-free wet transfer
method is developed, and high-quality graphene with clean surface is obtained. The proposed transfer
method utilizes copper foil as the supporting layer, which is used for growing graphene. Then the copper
foil is dissolved after putting on the surface of target substrate. Combining with short ultrasonic, the
graphene can be transferred directly to the substrate. This method totally abandons the organic polymer
supporting layer, thus the high-quality graphene with ultraclean surface, less organic polymer and particle
pollution is finally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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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转移石墨烯通常采用湿法腐蚀法，即首先利用有机胶保护铜箔表面的石墨烯，然后使漂浮在腐蚀溶

液的铜箔被腐蚀，留下有机胶和石墨烯，最后用衬底将有机胶和石墨烯从溶液中捞出，去除有机胶[1]。
这种方法虽然过程较为温和，得到的石墨烯薄膜较为完整且质量较高，但是缺点同样明显：旋涂在石墨
烯表面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通常在丙酮中无法去除，最后在石墨烯表面留下约 1 nm 厚度的
PMMA 残留[2~3]。PMMA 残胶会对石墨烯造成一定的掺杂，同时在后续制作器件的过程中，还会增大石
墨烯与金属的接触电阻[4]。因此，寻求一种无胶的转移方法是获得高质量、高清洁度石墨烯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一些无胶转移方法主要为干法转移（roll to roll）[5]，该方法可以获得表面较为洁净的石墨烯。
干法转移主要使用热胶带替代传统的有机物支持层。当石墨烯/Cu 和热胶带紧密贴合后，将铜箔溶解掉，
随后对热胶带/石墨烯进行加热，热胶带与石墨烯便会脱离，从而将石墨烯转移至所需的衬底表面。但是
这种方法所需的设备比较复杂，实际操作也具有一定难度。
本文提出一种湿法无胶转移方法，这一方法完全舍去作为石墨烯保护层的有机聚合物，而是利用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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箔本身作为保护层，将石墨烯更为直接地转移至衬底上。具体地说，当铜箔表面生长出石墨烯后，就认
为石墨烯已经具有了保护层，即铜箔。因此，将此时的铜箔紧贴在衬底上，然后溶解铜箔，即可将石墨
烯转移至衬底上。配合短时间的超声，该方法可以获得表面高度清洁、颗粒污染低的高质量石墨烯。

1

单层石墨烯的生长与表征

1.1

单层石墨烯的生长
单层石墨烯使用化学气相沉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VD）法制备，其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1）清洗铜箔：选用 25 μm 的铜箔（Alfa Aesar，99.8%），剪成 4 cm×3 cm 的长方形，放入盐酸溶液

（质量分数为 36%～38%）中浸泡 10 min，清洗掉表面残留的 Fe 等杂质。取出后立刻放入去离子水中，
清洗掉 Cu、Cl 等杂质并用氮气枪吹干。
2）放置样品：将清洗好的铜箔放入石英舟中，并推入管式炉中心位置，石英管两端用气阀密封。
3）清洗腔体：打开真空泵，将内气压抽至 14 mTorr（1 mTorr=0.133 Pa）以下，再关闭真空泵，并
充满 H2/Ar 的混合气体，完成一次腔清洗过程；重复清洗过程 3 次，使腔体空气残留尽可能减少，然后
再充满 H2/Ar 混合气体。
4）升温：打开气阀，通入流量为 200～500 sccm
（1 sccm=1 mL/min）的 H2/Ar 混合气体，将管式炉由室
温升至～1 000℃.
5）退火：保持 H2/Ar 的流量稳定，使反应腔体的温
度较长时间维持在～1 000℃，去除铜箔表面的氧化物，
并使其充分重结晶。
6）生长：通入流量为 2～10 sccm 的 CH4/Ar 混合气
体，在铜箔表面生成石墨烯，控制时间，可以得到不同
覆盖面积的石墨烯。生长结束后关闭 CH4/Ar 气体。
7）降温：控制 H2/Ar 气体流速，使管式炉自然冷却
至室温。
其中，步骤 4）～7）的温度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如图 1
所示。
1.2

图1

CVD 法生长单层石墨烯的温度与时间关系曲线

Fig. 1 Temperature vs time curve during CVD synthesis of
monolayer graphene

单层石墨烯的表征
单层石墨烯在铜箔表面较难观察，因此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和 Raman 光谱对所生长出的单层石墨烯进行表征。为不破坏石墨烯，拍摄 SEM 图时使用的电子加速电
压为 10 kV. 单个铜箔表面的石墨烯单晶 SEM 图如图 2a 所示，石墨烯单晶颗粒尺寸在 3 μm 左右。使用
Raman 光谱对石墨烯任意 3 个位置的表征结果如图 2b 所示，3 个 Raman 光谱中均有 G 峰和 2D 峰出现，
说明这些位置有石墨烯存在。扣除铜箔背底信号后可以测得，G 峰和 2D 峰的强度比（IG:I2D）在 1:3～2
之间，这说明该铜箔上生长出单层石墨烯[6]。

2

湿法无胶转移技术
湿法无胶转移技术的原理如图 3 所示。在一个盛满腐蚀液，即 FeCl3 溶液的容器中放入大小合适的

衬底，常用的衬底为表面氧化有 300 nm 二氧化硅的硅片。衬底表面再放置一片铜箔，铜箔的下表面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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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箔表面生长石墨烯单晶的 SEM 图（a）和任意 3 个位置处的 Raman 光谱（b）

SEM image (a) and Raman spectra measured on 3 random sites (b) of graphene single-crystal on the surface of copper foil

生长有需转移的石墨烯薄膜，而上表面因使用氧等离子体清洗而去除石墨烯，这是为了防止上下表面的
石墨烯在转移时相互吸附，而出现石墨烯絮状物。超声前后单层石墨烯的光学显微镜图片如图 4 所示，
可以看出，超声后的石墨烯表面明显比超声前干净。然后在铜箔上方放置一种塑料材质或其他材质的网，
网的厚度约为 0.5 mm，网孔的边长约为 1 mm. 这层网格的一个用途是在其上方放置重物后网格能够给
下方的铜箔施加向下的作用力，从而使铜箔与衬底紧密贴合；另一个作用是使腐蚀液从重物与铜箔之间
的网格渗入，腐蚀铜箔，避免因为需要添加重物而无法腐蚀铜箔的情况。最后在网格上方放置合适的重
物，可以是若干竖立的玻璃片等，这样可以使腐蚀液更容易扩散至铜箔表面。综上，铜箔便能够与衬底
紧密贴合，并且被腐蚀。当铜箔被完全溶解后，石墨烯便可以与衬底紧密贴合。

图4
图3

湿法无胶转移技术的原理图（a）和转移与硅衬底
结合的石墨烯（b）

Fig. 3 Schematic of resist-free wet transfer method (a)
and graphene transferred on a Si substrate (b)

超声前（a）和超声后（b）湿法无胶转移的
单层石墨烯的光学显微镜图片

Fig. 4 Optical micrograph of resist-free wet
transferred monolayer graphene before (a) and
after (b) ultrasoni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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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湿法无胶转移石墨烯的技术。该技术将生长石墨烯的铜箔作为后续转移的保护层，

将该铜箔紧贴在衬底后，溶解铜箔，从而将石墨烯转移至所需衬底上。转移至衬底后的石墨烯经过短时
间的低功率超声，表面的絮状石墨烯和未完全溶解的铜或氧化铜颗粒可以被去除，从而获得超洁净、颗
粒污染低的高质量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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