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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寸陶瓷膜原子层沉积过程的 CFD模拟 

朱明，汪勇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陶瓷膜具有耐高温、耐酸碱、强度高等优点，在液体分离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对陶瓷膜进行表面改性，

可进一步提升其性能，但基于表面化学反应的改性方法工艺过程复杂，难于控制。原子层沉积（atomic layer 

deposition，ALD）是基于表面自限制化学反应过程的气固相薄膜沉积技术，可以在纳米尺度精确调控孔道结构，

特别适用于多孔分离膜的改性和功能化。目前尚无适用于大尺寸陶瓷膜的 ALD设备，需要对 ALD过程进行专门

的优化设计。通过 CFD模型对 1 m长的单通道陶瓷膜的 ALD过程进行了研究，在数学模型中考虑了两种气体源

交替进入腔体中所引发不同的表面反应，并考虑了脉冲边界的影响。模拟计算结果与实验比较平均相对误差为

1.69%。在数值模拟的基础上，提出了双向交替旋转脉冲的 ALD 模式，为陶瓷膜的 ALD 沉积改性的装备设计和

过程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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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 simulation for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on large scale ceramic membranes 

ZHU Ming, WANG Y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terials-Oriented Chem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Ceramic membranes are widely used in liquid filtration for their superior chemical resistance, 

temperature stability and mechanical robustness. Their performance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by surface 

modifications, such as liquid phase reactions, which are typically too complicated to control.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 a deposition technique of self-limiting gas/solid phase chemical reactions for growing atomic 

scale thin films, has been extremely useful for precisely regulating nanoscale pore structures, especially 

modification and functionalization of porous separation membranes. Most existing ALD equipment are designed 

for silicon wafer substrate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us design optimization on ALD processes of both 

precursor flow and surface reactions are needed for application in large-scale ceramic membranes. Computerized 

fluid dynamics (CFD) model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ALD process on 1-meter-long single-channeled ceramic 

membrane by considering both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surface chemical reactions of two precursors pulsed 

alternatively into the channel. The simulations fitted well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at average difference of 

1.69% and thus an ALD model for two-way alternatively pulsed rotation was proposed, which would be very 

helpful in equipment design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ALD for large scale ceramic memb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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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陶瓷膜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化学工业、石油

化工、环境工程、食品工程等领域获得了广泛的

应用[1-2]。与有机膜相比，陶瓷膜具有耐高温、耐酸

碱、强度高的优点，在液体分离领域具有明显的优

势。陶瓷膜的分离性能与其结构、材料性质密切相

关。通过表面改性和孔道修饰，可以显著改变膜的

分离性能，促进陶瓷膜制备技术的发展[3]。 

目前对于陶瓷膜表面改性主要有化学法，比如

通过偶联、缩聚反应与陶瓷膜表面的羟基连接[4]，

需要经过预处理、接枝反应、清洗、干燥等步骤，

成本较高同时会产生废液。薄膜沉积法包括电沉积

法[5]、溶胶凝胶法[6]、化学气相沉积（CVD）[7]、物

理气相沉积（PVD）[8]等。相较而言，原子层沉积

（atomic layer deposition，ALD）技术基于表面自限

制反应过程，可以在亚纳米尺度精确控制沉积层生

长。在 ALD 过程中，气体源以脉冲形式交替地进

入到反应腔体中，并饱和地吸附在衬底表面上，气

体源交替饱和并进行表面反应，沉积层均匀致密，

对基底具有高度的保形性，而沉积层厚度可以通过

改变沉积循环次数予以精准控制[9-11]。这些特性使

得 ALD 技术成为多孔材料孔道表面修饰和功能化

的有效方法。近年来，作者提出将 ALD 技术应用

于多孔分离膜的表面修饰与改性过程，并成功实现

了不同材质、不同孔道大小的分离膜的性能提升[12-16]。

但是，由于目前的商业 ALD 设备都是针对半导体

和微电子工业而设计的，受腔体尺寸限制，ALD在

膜方面的应用还主要局限于小尺寸的膜片或短的膜

管（长度小于 10 cm），尚无适用于大型陶瓷膜的

ALD设备。 

目前使用的 ALD 设备主要是针对半导体工业

中的硅片等基底，以平面结构为主。按照气体输送

方式不同，可以分为泵送式[17]和载气式[18-19]。按照

气体流动结构，又可以分为错流式[20]和放射流[21]。

也有可同时沉积多种金属的间歇式 ALD 仪[22]。在

一些 ALD过程中甚至可以引入等离子体（ICP）以

活化反应表面[23]。与硅片基底相比，陶瓷膜的三维

结构使得其上的 ALD 过程更为复杂[15-16]，并且为

了满足工业生产的要求，尺寸规格都比较大。对于

这类大型膜材料，通过实验手段难以获得并预测装

置中的浓度分布与组成变化，难以实现相关器件的

优化设计，限制了 ALD 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计算

流体力学（computerized fluid dynamics, CFD）是建

立在经典流体动力学与数值计算方法之上的过程

“可视化”方法，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定量描述流

场、浓度场的数值解。运用 CFD模拟可以大幅减少

实验工作量、降低实验成本，可形象而直接地获得

流动、组成变化特征，从而对膜的特性和运行条件

进行优化。Fimbres-Weihs等[24]通过 CFD方法研究

了狭窄膜通道内的浓差极化、质量传递系数和剪切

力的特性，发现流体剪切力减小可导致膜表面形成

浓差极化，增加料液 Reynolds数可以缓解浓差极化

现象，膜通道内浓差极化特性受到流体动力和膜传

质特性的限制。van Baten等[25-26]采用 CFD方法，

对圆形微通道内气液两相 Taylor流进行了研究，分

析了不同流速条件下的微气泡、液体与微通道壁面

之间的传质系数，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强化微通道内

传质效率，可以显著提升化学反应速率。Rahimi等[27]

通过 CFD 模拟预测了微滤膜污染过程中的表面剪

切力分布，发现表面流体的流动方式对膜污染状况

具有重要影响，错流速率大、表面剪切力高的膜污

染程度较轻。彭文博等[28]通过 CFD 优化了最大膜

通量下的孔道构型。CFD技术的兴起促进了实验研

究和理论分析方法的发展，可以为 ALD 装置的优

化设计提供理论研究依据。 

本文根据 ALD过程的特点，利用 CFD方法建

立了以三甲基铝（trimethyl aluminum, TMA）和 H2O

为气体源，在陶瓷膜分离层表面沉积生长 Al2O3的

计算模型，对长为 1m 的大型膜管上的气体流动、

表面反应与组成变化进行了定量计算，并与实验值

进行了对比。提出了大型陶瓷膜上的 ALD 生长模

式，为适用于陶瓷膜的 ALD 装置的优化设计和过

程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1  ALD实验仪器及流程 

本工作研究的陶瓷膜为 1 m 长的单通道陶瓷

膜，内径为 7.72 mm，外径为 12.15 mm。在陶瓷膜

的制作加工过程中，主要以不同规格的氧化铝、氧

化锆、氧化钛和氧化硅等无机陶瓷材料作为支撑体，

在分离层表面主要是由无机氧化物组成的多孔结

构。本文所述陶瓷膜分离层为 Al2O3膜层，厚度约

为 12 μm，平均孔径 50 nm。 

为对模型进行验证，在商业化的 ALD装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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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气相组分物理性质 

Table 1  Physical properties of vapor component 

Component 

Density 

×103 

/kg·m3 

Viscosity 

×105 

/Pa·s 

Diffusion 

coefficient 

D×102 

/m2·s1 

Temperature 

/℃ 

(1 Torr) 

H2O 0.774 1.26 2.84 100 

N2 1.20 2.09 － 100 

TMA 3.1 0.792 0.96 100 

Note: 1 Torr=133.322 Pa. 

100，Cambridge）中对硅片进行氧化铝的 ALD沉积。

实验开始时，将待沉积基底（硅片）置于沉积腔中，

启动真空设备将沉积腔内的气压抽至 1 Torr（1 

Torr=133.322 Pa），并加热温度到 100℃，使基底在

恒温恒压下保持 40 min。通入高纯氮气（纯度

99.99%）作为驱动气体源流动的载气，设定载气流

量为 20sccm。实验中使用的气体源为 TMA和去离

子水，两种气体源交替地脉冲进入沉积腔，气体源

的脉冲时间均为 15 ms。气体源脉冲的间隔通入氮

气进行吹扫，吹扫时间为 1.7s。单个 Al2O3 ALD循

环过程为“TMA—N2—H2O—N2”。实验中气体的

物理性质见表 1。 

Al2O3 薄膜厚度的测量采用光谱性椭圆偏振仪

（美国 J.A.Woollan公司 m-2000u型）。利用偏振光

反射的相位之差求解菲涅尔方程确定薄膜的厚度。

为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每个实验数

据点均经过了多次测量。在测得数据中，选择 3个

相近的数据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的数据值。如 3次测

得 300次循环的 ALD薄膜厚度分别为 39.2、39.7、

39.7 nm，取平均值作为膜厚。 

2  数学模型 

由于实验测量手段直接获得陶瓷膜表面的流

动与反应的细节信息比较困难，需要采用数值模拟

的方法加以研究。在模型中考虑了两种气体源交替

进入腔体中所引发不同的表面反应，并考虑了脉冲

边界的影响，同时认为气体源沿着陶瓷膜的表面进

行传递，并发生反应沉积 Al2O3。考虑到陶瓷膜的

三维结构以及气体源传递的均匀型，选用三维模型

模拟陶瓷膜上的 Al2O3 ALD过程。 

2.1  控制方程 

在用 ALD生长 Al2O3薄膜的过程中，提供金属

的气体源（TMA）和供氧气体源（H2O）以脉冲形

式交替地进入到反应腔体中[29]（反应①、②），并

饱和地吸附在分离层表面上，两种气体源发生反应

生成所需要的薄膜。在两次气体源注入的间隔，脉

冲进惰性气体（氮气），把多余的气体源和反应副产

物吹扫出反应器。基本控制方程主要包括气体的动

量输运方程、组分质量守恒方程，还包括膜表面物

质的连续性方程、吸附方程和沉积速率方程等。 

气体的动量输运方程为 

   g g r

T
g r g

( )

[ ( )]

u u u u
t

p u u g F

   

 


    


      

     (1) 

其中，u 为静止坐标系下的速度，ur 为旋转坐标系

下的速度，ur=uθ×r。F表示气体在流动过程中与

膜材料的表面摩擦引发的阻力损失，F 既包括在

Darcy 定律作用下气体渗透的黏性阻力 Fdar
[30]，又

包括流动引发的惯性阻力 Finer
[24] 

F=Fdar + Finer               (2) 

dar iner 1

1
| |

2
F u F C u u

 


   ，         (3)

 
压汞法测得陶瓷膜孔隙率 为 34.7%。系数

C1=0.05。 

气相组分的质量守恒方程为 

   g g  w, ,gasi i i iY Y J M R
t
 

     


u i ,  i=TMA,H2O,N2

       (4) 

其中，方程右边表示由于 TMA、H2O 的沉积造成

气相组分质量减少，N2的反应速率为 0。扩散通量

为 

i ij iJ D Y                    (5) 

混 合 气 体 中 各 组 分 的 扩 散 系 数 由

Maxwell-Stefan方程[31]计算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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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TMA,H2O,N2            (6) 

混合气体的密度、黏度分别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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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陶瓷膜表面的气体过程，当系统操作压力

极低时（1 Torr），气相体系的平均自由程较大（λ≈

50 μm），气体流动过程中在膜表面平行方向会发生

相对运动，也即两者之间存在速度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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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垂直方向的气体分速度与壁面运动速度相同 

g g m( )v v v  n               (10) 

反应①、②的反应速率分别为 

*
2 3

TMA TMA TMA AlOH
2 ( ) ( )R k C C           (11) 

*2 2 2 3
H O H O H O AlCH

R k C C             (12) 

其中，反应动力学常数 k可根据Arrhenius方程计算。 

膜表面气体源组分的连续性方程为 

,m
m dep ,m w, ,gas

i
i i i i

Y
D m Y M R

n



 


,   i=TMA,H2O     (13) 

m ,m
m

w,

( ) i
i

i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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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i=TMA,H2O          (14) 

表面物质的吸附速率为 

,m
w, ,adsorb

i
i i

S
M R

t





,   i=AlOH*, AlCH3

*       (15) 

其中，Si,m表示为膜表面吸附组分的浓度 

Si,m =adsorbzi                 (16) 

zi表示吸附组分的覆盖率。Al2O3的沉积速率为 

mdep=Mw,iRdep                (17) 

*
3

1,2
TMAAlCH

1,3

R R



 ，  * 2

2,2
H OAlOH

2,3

R R



 ，        

* *
3

dep AlCH AlOH
R R R             (18) 

2.2  脉冲边界和初始化条件 

根据 ALD 实验过程，数学模型的主要边界条

件在表 2中给出。 

表 2  数值模拟边界条件 

Table 2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 

Boundary location Mathematical condition 

inlet u=uin(x,y,z) 

Yi=Yi, in(x,y,z) 

outlet p=pout 

0iY

L





 

membrane low pressure slip 

 

入口处的气体源以“TMA—N2—H2O—N2”为

周期反复循环，8 s内各气体组成在入口处的浓度变

化如图 1所示。 

2.3  计算网格 

本文进行模拟研究的对象是 1 m长的单通道陶

瓷膜管。针对陶瓷膜表面的结构特点，本文提出采

用混合网格策略划分相应的计算区域，网格划分的

详细数据见表 3。由于分离层对陶瓷膜性能的影响

较大，因此本文的模拟工作集中于陶瓷膜分离层。

在实际的 ALD 过程中，氧化铝会在组成分离层的

每一个颗粒表面发生保型生长，同时在近表面采用

了贴体保型的立方型网格，并进行了局部加密，以 

 

图 1  入口脉冲边界条件 

Fig.1  Impulsive boundary condition on inlet 

表 3  计算域网格划分方法 

Table 3  Grid quality of computational domain 

Computational 

domain 
Grid shape

Cell size 

/mm 

Percentages of cells with 

skewness <0.2 

channel triangle 1 91.41 

selective layer quadrilateral 0.05 100 

substrate triangle 4 99.11 

 

最大限度地减少数值扩散（图 2）。 

表 3中不规则度表示单元网格偏离正多边形的

程度，越接近正多边形则不规则度越小，说明网格

划分合理。各计算区域网格划分质量分别为：气体

通道内的高质量网格占比为 91.41%；分离层网格

100%。衬底区域的高质量网格为 99.11%。调节陶

瓷膜分离层的网格单元尺度，当网格尺度为 0.1 mm

时，模拟计算结果与实验比较平均相对误差为 10%；

当网格尺度为 0.05 mm时，模拟计算结果与实验比

较平均相对误差降为 1.69%。网格尺度小于 0.05 mm

时，计算精度并未明显提高而计算开销显著增加。

目前针对纳米尺度模型的计算精度还有待进一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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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2.4  数值求算方法 

由于沉积过程中的气体以较低速度沿着陶瓷

膜中间的通道流动，为使计算结果稳定，并加快收

敛速度，将计算收敛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在

不考虑沉积反应的情况下，计算气体源流动至稳定，

引入计算气体流动阻力的动量源项。通过 UDF（user 

defined function）方法[32]引入每个计算网格进行迭

代，监测出口边界的质量分数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周

期性变化时，即可认为已经获得了稳定的流场；第

二步，当流场稳定时，在沉积层边界引入沉积源项

描述氧化铝生成引发的边界质量变化。数值模拟过

程采用 FLUENT及其前后处理软件包。采用非稳态

算法计算陶瓷膜表面氧化铝生成速率随沉积时间的

变化，时间步长设置为 0.001 s。采用 PRESTO 

(pressure staggering option)格式对压力连续性平衡

进行离散，SIMPLE 算法使用压力和速度之间的相

互校正关系来强制质量守恒并获取压力场。采用二

阶迎风格式对动量方程及各气体源组分输运方程进

行离散。模拟计算平台为 PSC-403G超静音工作站，

CPU Intel E5-2620，GPU Nvidia C2075，内存 64GB 

DDR3 ECC REG1333。 

3  结果与讨论 

3.1  Al2O3薄膜生长模式与 CFD模型验证 

本文先以具有光滑表面的硅片为基底对 ALD

生长模式与 CFD模型进行了验证。实验过程中，每

个沉积循环均经历“TMA—N2—H2O—N2”的步骤，

TMA 与 H2O 交替地通入沉积仪，在硅片表面发生

自限制反应生成 Al2O3沉积薄膜。在沉积仪上依次

进行了 100、200、300、400 和 500 次循环下的 5 

 

图 3  Al2O3薄膜厚度随沉积次数的变化 

Fig.3  Al2O3 film thickness vs deposition cycles 

组实验，分别在光谱型椭圆偏振仪上测量了对应的

Al2O3膜厚（图 3），通过 3 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

得出结果，对应膜厚分别为 13.27、26.53、39.53、

53.73、68.23 nm。可见随循环次数的增加，Al2O3

沉积厚度呈现线性增长，表明自限制反应沉积的

Al2O3 在基底表面呈薄膜型式均匀铺展。实验测得

单个循环生成的Al2O3膜厚约为 0.13 nm，与文献[33]

报道一致。基于前述 CFD模型模拟实验过程，结果

如图 3 所示，模拟计算的 Al2O3膜厚随循环次数的

增加，线性相关性良好。最大计算相对误差 2.76%，

最小计算相对误差 0.78%，平均计算相对误差

1.69%。 

Al2O3 薄膜的生长方式与基底表面的活性密切

相关，活性反应位点密度越高，生长速率越大。本

文模拟了硅片上非晶氧化铝薄膜的生长得到了如图

4 所示的结果，并与文献[34]报道的 SEM 图像[图

4(a)]作了比较。 

CFD模拟原子层沉积图像如图 4(b)所示，尖角 

 

图 2  陶瓷膜断面的网格划分 

Fig.2  Grid strategy of cross section of ceramic 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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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rench结构上的 Al2O3 ALD 

Fig.4  Al2O3 ALD on Si wafer with trench structure 

处网格通过平滑处理进行了过渡。其中红色部分

表示沉积的 Al2O3 薄膜，验证了数学模型与实验

的一致性。模拟结果显示每一次循环都生成极薄

的 Al2O3膜，厚度为 0.13 nm，约为 Al2O3单分子

层厚度（0.38 nm）的 34%，与文献[9]中报道的结

果相一致。 

3.2  单通道陶瓷膜管 ALD 过程中气体源的流动与

扩散行为 
陶瓷膜分离层表面 ALD 薄膜的形成过程中涉

及多种气体源，提供金属的气体源（TMA）和供氧
气体源（H2O）以脉冲形式交替地进入到沉积仪中，
并饱和地吸附在分离层表面上，两种气体源交替发

生反应沉积 Al2O3薄膜。 
由于系统运行的压力较低（1 Torr），以气体分

子自由程（约 50 μm[9]）为分界，其上以气体对流

运动为主；其下以滑移运动为主。选择陶瓷膜表面

宽度 0.25 mm、厚度 10 μm的范围，考察气体源在
表面附近的运动速度与扩散速率（图 5）。启动真空
设备将沉积仪内的气压抽至 1 Torr，加热温度到
100℃并保持 40 min。通入高纯氮气（纯度 99.99%）
作为载气驱动 TMA进入沉积仪。TMA作为提供金
属的气体源，与表面物质发生 ALD 反应①结合形
成热力学稳定的（Al—O）键。若基底材料表面缺
陷较多，在反应①不发生的情况下，TMA在表面的
迁 

 

图 5  TMA/N2/H2O在壁面区间的速度分布 

Fig.5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TMA/N2/H2O close to  

surface region 

移速率远小于反应①发生时的迁移速率，由此说明

反应①的进行加快了 TMA 从气相到陶瓷膜表面的
迁移，促进了 TMA在表面的吸附。15 ms之后切入
N2进行吹扫，受表面残留 TMA的影响，N2速度在

膜表面区间（约 50 μm）分布较为均衡，迁移速率
接近无反应时的 TMA。假设不发生反应①，N2的

表面迁移速率进一步降低，说明即使 N2 未参与反

应，但气体源 TMA 的反应已经改变了膜表面的微
观流场，进而影响到后续 N2在表面的迁移速率。 
在 H2O 驱动的反应②过程中，前期沉积的 Al

原子数已经饱和，此时切入水蒸气增加表面羟基

（OH）浓度，可以进一步提高下一循环 Al原子吸
附反应①的饱和度以及生长速率。若反应②无法进

行，H2O 的表面微流动速度较反应发生时略降低
3.2%～4.1%。如图 5所示，0位置为膜表面，1 μm
处气体速度不为 0表示存在相对滑移，此时无反应
②的气体速度对应于滑移速度为 0.0168 m·s1。反

应②进行时膜表面 1 μm处的速度为 0.0174 m·s1，

反应②使表面气体迁移速率增加了 3.6%。 
3.3  单向脉冲模式应用于大型陶瓷膜分离层表面

ALD 
在单向进气的陶瓷膜管中（图 6），气体源按照

“TMA/ N2/ H2O / N2”顺序依次脉冲进入管道，通

过时长分别为“15 ms/1.7 s/15 ms/1.7 s”，表观速率
为 2 m·s1。10 ms时刻，膜管内表面 TMA脉冲峰
的分布如图 6(a)所示，此时 TMA 刚进入通道。在
810 ms时 TMA脉冲峰向出口移动了近 492 mm[图
6(b)]，同时伴随着表面浓度的不断衰减。1.71 s时，
TMA脉冲峰仍停留在距离入口 492 mm处，表面浓
度已经十分微小。在单向进气的陶瓷膜管中，TMA
表面扩散的最远距离为 492 mm，也即表面 Al2O3 

ALD的生长范围约为 492 mm。膜管不同位置氧化
铝的沉积速率不同，通过式（17）计算不同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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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速率，距入口 31.2 mm 处的生长速率峰值为
1.24×104 kg·m2·s1，距入口 492 mm处的生长
速率峰值为 5.59×106 kg·m2·s1。对沉积时间进

行积分，除以氧化铝密度，得到对应单循环 ALD
膜厚分别为 0.102 nm、0.0395 nm。经历 400次循环
31.2 mm处的分离层表面颗粒粒径约为 150 nm， 

 

图 6  TMA在 1 m陶瓷膜分离层表面的分布 

Fig.6  TMA profile on 1 m ceramic membrane tube 

同比 492 mm处的表面颗粒粒径约为 100 nm。即靠

近入口颗粒沉积物的直径越大，远离入口沉积物

的直径小，接近出口处的一段膜分离层没有 Al2O3

沉积。 

H2O主要提供 Al2O3 ALD中的“—OH”。H2O

的扩散速率高于 TMA[图 7(a)]，但是表面反应的进

行使 H2O的浓度快速下降[图 7(b)]。由于 H2O更容

易向分离层内部渗透，同时受到膜管阻力的影响，

H2O在分离层表面的移动距离比 TMA更短[图 7(c)]： 

 

图 7  H2O在 1m陶瓷膜表面的分布 

Fig. 7  H2O profile on 1m ceramic membrane tube 

H2O脉冲经过 810 ms，峰线前缘已达 0.2 m位置；

1.7 s 峰线前缘逼近 0.3 m，此时入口边界已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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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脉冲，分离层表面约 0.4 m范围内出现了 H2O

与TMA脉冲峰叠加的现象，类似于表面CVD反应，

此时 Al2O3沉积的生长速率最慢。 

3.4  双向脉冲旋转模式应用于大型陶瓷膜分离层

表面 ALD 

由于在单向脉冲模式中，气体从一侧进入从另

一侧流出，TMA扩散的有效距离为 492 mm，H2O

的分布有效距离约为 0.3 m，ALD薄膜厚度呈现梯

度变化。增加气体流速可以延长气体的有效扩散距

离，但是使 TMA与 H2O的脉冲峰在分离层表面扩

散 1 m的距离需要很高的流动速度，从能量利用角

度是不经济的，并且过大的流体速度形成的剪切应

力容易破坏分离层表面的成膜效果，而过小的流动

速度将导致气体脉冲在表面叠加进而降低成膜质

量，因此表观速度仍设定为 2 m·s1。 

由于单向流动的气体源不能扩散至分离层表

面全部的距离，因此建立双向脉冲的沉积模式（图

8），在气体源进出口的双向切换过程中，同时使电

机驱动陶瓷膜管以 1200 r·min1的速度匀速转动。

在匀速转动过程中，陶瓷膜管入口 31.2 mm处和中

段 500 mm 处的 ALD 生长速率均为 1.24×104 

kg·m2·s1[图 8(a)]，分离层表面 Al2O3沉积均匀。

为保证 H2O扩散至半程[图 8(b)]，H2O脉冲过程和

后续 N2吹扫过程的时间需要延长，各组分通过时长

 

图 8  双向交替旋转脉冲模式下的 Al2O3 ALD  

Fig. 8  Al2O3 ALD by two-way impulsive rotation method (1200 r·m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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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15 ms/1.7 s/30 ms/2.3 s”。前一个循环周期

完成后，气体出口变进口反向输入。经历一个循环

周期，ALD薄膜覆盖 0.5 m，再经历一个速度反向

的循环周期，则 ALD薄膜可均匀覆盖 1 m长的陶

瓷膜管。 

4  结  论 

本文通过 CFD 模型对陶瓷膜分离层表面 ALD

生长模式进行了研究，描述多孔陶瓷膜界面上的气

体流动与多组分扩散行为，模拟计算结果与实验比

较平均相对误差仅为 1.69%。建立了表面组分吸附、

反应和沉积物生长方程，揭示了表面组成、Al2O3

薄膜、沉积速率的时空演化规律，发现 ALD 提高

了表面气体组分的迁移速率，且 H2O的扩散速率和

反应消耗均快于 TMA。 

分别采取单向脉冲和双向旋转脉冲两种方式，

比较了陶瓷膜分离层表面 ALD 的生长情况。对于

单向脉冲方式，气体组分依照“TMA/ N2/ H2O / N2”

的顺序依次通过，通过时长分别为“15 ms/1.7 s/15 

ms/1.7 s”。在气体表观流速 2 m·s1条件下，单向

脉冲的 TMA 在表面的有效扩散距离为 492 mm，

H2O 的有效扩散距离为 300 mm，两种气体源脉冲

峰之间出现叠加现象，分离层表面 ALD质量较差，

ALD薄膜不能均匀覆盖 1 m长表面。 

对于双向旋转脉冲，气体组分依照“TMA/ N2/ 

H2O/N2”的顺序依次通过，通过时长分别为“15 

ms/1.7 s/30 ms/2.3 s”。在气体表观流速 2 m·s1条

件下，表面 TMA、H2O 的有效扩散距离均为 500 

mm，H2O 脉冲和吹扫时间延长，脉冲峰之间无叠

加现象。一个循环周期后改变气体的流动方向，使

前后两次循环周期内的气体流动方向相反。两个循

环周期后，ALD薄膜能够均匀覆盖 1 m长表面，分

离层表面 ALD质量高。 

符  号  说  明 

C ——摩尔浓度, kmol·m3 

 D ——扩散系数, m2·s1 

F ——动量源项, N 

g ——重力加速度, m·s2 

J ——扩散通量, kg·m2·s1 

L ——通道直径, m 

Mw ——重均分子量 

mdep ——沉积速率, kg·m3·s1 

n ——表面积，m2 

p ——压强, Pa 

R ——反应速率, kmol·m3·s1 

r ——位移, m 

S ——表面组分浓度，kg·m3 

t ——时间, s 

u ——绝对速度, m·s1 

ur ——相对速度, m·s1 

v, w ——速度分量, m·s1 

X ——摩尔分数 

Y ——质量分数 

——反应计量系数 

θ ——角速度, s1 

λ ——气体分子自由程，μm 

μ——黏度, Pa·s 

ρ——密度, kg·m3 

下角标  

c ——网格单元中心 

g ——气相 

i ——组分 

m ——分离层表面 

in ——入口 

out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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