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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针尖辅助电流体动
力学喷印喷头和喷印方法，
属于高分辨率喷印技
术领域。通过电化学腐蚀方法制备钨针尖后，
将
钨针尖固定在喷嘴的内壁制备成针尖辅助喷头，
将打印材料注入到针尖辅助喷头中并放置到三
维移动平台上，
基底放置在二维移动平台上，
喷
头连接高压电源正极，
基底连接电源负极，
通过
控制喷头和基底之间的相对三维运动来实现定
点精确沉积；
通过程序指令实现点阵、
线、
图形化
等结构的打印。
本发明可以进一步提高打印的分
辨率的同时 ，
无需对打印材料进行稀释，
拓展了
材料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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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
其特征在于：
该喷印喷头包括喷头本
体和钨针尖，
所述喷头本体为柱状空心结构，
所述钨针尖固定在喷头本体的内侧壁上，
形成
针尖辅助装置；
所述钨针尖伸出喷头的长度为0 .5-2mm。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
头材质为钢，
所述钨针尖通过电化学腐蚀方法制备。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
其特征在于：
所述钨
针尖的制备过程为：
以钨丝作为阳极接电源正极，
铜棒作为阴极接电源负极，
铜棒插入腐蚀
溶液中；
其中：
电源为直流电源，
腐蚀溶液为NaOH溶液；
施加腐蚀电压大小为5V，
腐蚀时间为
20s。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
头本体的内径和钨针尖直径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5 .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喷印喷头进行的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
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是利用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技术，
使用基于针尖辅助的喷印喷头，
在针尖导流的同时，
使得场强增强，
在无需对打印材料进行稀释的情况下实现高分辨率打
印。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打
4
印材料为高粘度液滴，
粘度大于10 mPa·S，
打印前无需稀释。
7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打印过
程中，
使用直流高压电源，
电源正极与喷头连接，
电源负极与基底连接且接地，
设置工作电
压950V后，
使打印材料形成射流从喷印喷头中喷出。
8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打印过
程中，
所述喷印喷头放置在三维移动平台，
调节Z向高度使针尖距离基底的高度小于1mm，
基
底放置在二维移动平台，
通过程序指令运动实现点阵、
线和/或图形化精确沉积。
9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
底为柔性基底或刚性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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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和喷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辨率喷印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
喷印喷头和喷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微纳米技术是一个涵盖电子学、
化学、
物理学、
生物学、
医疗、
材料等多个领域交叉
的综合性学科。微纳制造在微机电系统、微纳传感器、生物组织骨架、柔性电子器件等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
随着微纳器件集成度和系统化的要求不断提高，
微纳米结构的
大规模快速成型、
高集成度高分辨率和低成本制造已经成为微纳技术应用发展的关键。
[0003] 传统的微纳加工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减材式和自下而上的增材式，
光刻加工和
喷墨打印是两种典型的代表。光刻法虽具有较高的加工精度、
分辨率高，
但因为其工艺过程
复杂，
需要模板，
成本较高，
且在进行底层刻蚀时对环境要求苛刻，
去除光刻胶会引入杂质，
破坏基底；
应用最为广泛和数量最多的技术为纳米压印和转印技术。纳米压印具有工艺灵
活、加工快捷和成本低廉等优点，
但面对工业生产的大批量需求，
纳米压印的速度还远远达
不到要求；
喷墨打印技术无需模板，
能够将功能材料直接沉积在基底上形成图案，
但其打印
材料的驱动方式均采用压电或气动等挤压方式，
液滴尺寸一般不小于喷嘴的内径，
受喷嘴
内径尺寸的限制，
打印分辨率无法提高，
而且对高粘度或受热性较差的材料打印十分困难，
材料的适用性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针尖
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和喷印方法，
采用该喷头和喷印方法能够实现高粘度液体的
高分辨率打印，
并可直接在基底沉积材料，
无需模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
该喷印喷头包括喷头本体和钨针
尖，
所述喷头本体为柱状空心结构，
所述钨针尖固定在喷头本体的内侧壁上，
形成针尖辅助
装置；
所述钨针尖伸出喷头的长度为0 .5-2mm。
[0007] 所述喷头材质为钢，
所述钨针尖通过电化学腐蚀方法制备；
所述钨针尖的制备过
程为：
以钨丝作为阳极接电源正极，
铜棒作为阴极接电源负极，
铜棒插入腐蚀溶液中；
其中：
电源为直流电源，
腐蚀溶液为NaOH溶液；
腐蚀电压大小为5V，
腐蚀时间为20s。
[0008] 所述喷头本体的内径和钨针尖直径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0009]
利用所述喷印喷头进行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方法，
是利用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技术
(Electrohydrodynamic jet Printing) ，
使用基于针尖辅助的喷印喷头，
在针尖导流的同
时，
使得场强增强，
在无需对打印材料进行稀释的情况下实现高分辨率打印。
[0010] 所述打印材料为高粘度液滴，
如光固化胶，
对于粘度大于104mPa·S的液体打印前
无需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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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打印过程中，
使用直流高压电源，
电源正极与喷头连接，
电源负极与基底连接且接
地，
设置工作电压950V后，
使打印材料形成射流从喷印喷头中喷出。所述基底为柔性基底或
非规则表面基底。
[0012] 打印过程中，
所述喷印喷头放置在三维移动平台，
调节Z向高度使针尖距离基底的
高度小于1mm，
基底放置在二维移动平台，
通过程序指令运动实现点阵、
线和/或图形化精确
沉积。
[0013] 本发明设计原理如下：
[0014] 本发明是基于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技术(E-jet Printing) ，
使高压电场在喷头和基
底间形成的场强通产生了电流体动力学现场，
极化的打印溶液受到电场力作用，
当电场力
克服表面张力，
产生微小液滴；
通过在喷头内壁设置针尖制备针尖辅助装置，
起到导流作
用，
同时使得场强得到增强，
工作电压减小，
打印更高粘度的液体，
实现高分辨率液滴喷印；
通过本发明的这种方法，
可以进一步提高打印的分辨率的同时，
无需对打印材料进行稀释，
拓展了材料的适用范围。
[0015] 本发明的优点与有益效果为：
[0016] 1 .本发明是一种无模板，
工艺流程简单，
能够通过移动平台的运动实现精确定点
打印，
根据实际需求可选用不同内径钢制喷头和不同的钨丝直径以及在不同电压下打印不
同尺寸大小的液滴和直线；
[0017] 2 .本发明有别于传统的微纳制造方法，
是一种高分辨率，
高效的喷印技术，
同时无
需对打印材料进行稀释处理，
可以适应多种材料，
降低了打印所需环境；
[0018] 3 .本发明喷印过程为增材制造方式，
可以直接将打印材料沉积在基底上，
可以适
应于柔性基底和不规则表面，
降低了对基底材质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针尖辅助电流体动力学喷印过程示意图；
[0020] 图2为基于针尖辅助的喷印喷头结构图；
[0021] 图3为基于针尖辅助辅助的喷印喷头侧视图；
[0022] 图4为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结果点阵和线光学显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为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和喷印方法，
其采用特定结构的
喷头和工艺进行打印，
具有分辨率高、
打印材料无需稀释、不需要模板等优点。
喷印过程如
图1所示，
具体是通过电化学腐蚀方法制备钨针尖后，
将钨针尖粘附在喷头的内壁制备成针
尖辅助装置，
将针尖辅助装置放置三维移动平台，
通过控制三维移动平台实现定点精确沉
积，
将打印材料注入到喷头中，
喷头连接高压电源正极，
基底连接电源负极；
基底放置在二
维移动平台上，
通过程序指令实现点阵、线、
图形化打印。针对不同尺寸的需求可以更换喷
头内径和钨针尖直径。
[0024] 所述基于针尖辅助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喷头的结构如图2-3所示，
该喷印喷头包
括喷头本体和钨针尖，
所述喷头本体为柱状空心结构，
所述钨针尖固定在喷头本体的内侧
壁上，
形成针尖辅助装置；
所述钨针尖伸出喷头的长度为0 .5-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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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喷头材质为钢，
所述钨针尖通过电化学腐蚀方法制备；
[0026]
利用所述喷印喷头进行的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时，
在针尖导流的同时，
使得场强增
强，
在无需对打印材料进行稀释的情况下实现高分辨率打印。
[0027] 实施例1：
[0028] 1、
利用电化学腐蚀方法制备钨针尖，
具体过程如下：
[0029] 选取直径为10μm的钨丝与直流电源正极相连，
电源负极接铜丝插入电解液中，
电
解液使用浓度为2mol/L的NaOH溶液，
直流电源电压为5V，
腐蚀时间为20s。
[0030] 2 .将制备的钨针尖固定在喷头内壁上，
喷头内径为60μm，
外径240μm，
钨针尖伸出
喷头长度约为1mm；
准备好打印材料光固化胶，
其外观为透明粘性液体，
粘度为( ) ，
不做稀
释处理；
带针尖的喷头与注射器相连，
将打印所需的材料(光固化胶)注入到针筒中，
通过挤
压注射器活塞，
确保打印材料能够顺利挤出；
直接灌注到喷头中；
将打印基底硅片，
放置在
二维移动平台上，
将带有针尖辅助装置的喷头放置在三维移动平台Z轴上，
通过控制三维移
动平台将打印针头移动到基底上的目标位置，
精确地控制针尖和基底的之间的距离；
通过
编程将二维移动平台的具体运动路径规划好；
[0031] 3 .高压电源作为墨液驱动装置，
直流高压电源的正极接钢制喷头；
电源负极接基
底并接地，
用于在喷头和基底间形成驱动打印墨水的高压静电场力；
[0032] 4 .打开电源将电压调整到950V，
待喷出的射流稳定后；
通过控制指令对二维移动
平台的运动路径和速度进行设定，
实现点阵和线在基底上的精确沉积；
对于点阵，
二维平台
运动速度为5μm/s，
对于线，
二维平台的运动速度为1μm/s。
[0033] 5 .打印完成后，
使用波长为365nm的紫外光固化20-30分钟后，
使用光学显微镜表
征打印结果。
[0034] 图4为喷印结果点阵和线光学显微图，
由图中可以看出点阵的平均直径约为3μm，
线宽平均约为6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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