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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 2 薄膜气体传感器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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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综述了近年来国际上 SnO2 薄膜气体传感器在制备方法与性能修饰方面研究的新进

展。对于各种 SnO2 薄膜气体传感器的制备方法总结了其优缺点, 并对各种修饰、改善 SnO2 薄膜气体传感

器性能的方法进行了归纳。SnO2 薄膜气体传感器的制备与性能修饰、改进是下一步发展方向的基础。期

望通过这一简单、浅略的综述, 能使读者对近年来 SnO2 薄膜气体传感器基础研究方向的发展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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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的发展, 排放到大气中的废气日益增

多。这些气体中有许多是易燃、易爆的气体, 例如,
氢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有些是对人体有害的

气体, 例如, 一氧化碳、硫化氢、氨气等; 有些是严重

破坏大气层的气体, 例如, 二氧化氮, 氟里昂等。这

些废气对人类本身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不可

忽视的损害。在工业发展的初期, 人们曾错误地认

为这种污染是工业发展的象征, 而不予重视。在工

业高度发达的今天, 这些污染所带来的损失已经威

胁到人类的生存。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的破坏等

一系列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是迅速准确地检测到这些有毒、有污染的气体, 这

便是气体传感器发展的客观依据。

50 多年前, Bardeen 等发现气体吸附在半导体

表面会引起电导的变化 [1]。从那时起 , 为了实现商

业化半导体器件用于气体检测, 大量的研究工作已

开展。SnO2 是 n 型半导体, 它已经成为人们研究最

多的气敏材料。第一个气体传感器件就是基于二氧

化锡的厚膜或者说是陶瓷层 [2]。它的探测机制是

SnO2 晶体的表面与待测气体的作用 , 这种作用使

邻 近 的 晶 粒 间 构 筑 成 肖 特 基 势 垒 ( Schottky
barriers) 。待测气体会调制肖特基势垒的高度 , 相

应地引起传感器的电导的变化[3]。依靠这种探测原

理 , SnO2 已经被广泛地研究用做传感器去探测各

种 有 毒 的 气 体 CO, H2S, NO 等 以 及 易 燃 的 CH4,

LPG( 液化石油气) , H2, ethanol 等。

优良的传感器应该具备的特征是: 高的灵敏性

( 定义为传感器在试样气中的电导与在空气中的电

导之比 ) , 快速的响应时间 ( 在试样气中达到 90%
的饱和电导所花费的时间) , 快速的恢复时间( 在撤

走 试 样 气 后 , 达 到 10%的 初 始 电 导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 选择性以及长期的稳定性[4- 6]。以 SnO2 为基材

的气体传感器的优点在于它的低成本, 高的化学稳

定性以及低操作温度( 大约 400℃) 下的高灵敏性[7]。

SnO2 气体传感器的主要缺点是 , 对于还原性气体

的低选择性以及发生在这些还原性气体之间的交

叉敏感作用[8- 9]。SnO2 通常被制备成粉末、厚膜、陶

瓷、薄膜的形式用于气体传感器研究。其中, 薄膜传

感器似乎是更有希望的去改善传感器的性能以及

与制备更小的集成的气体传感器的半导体技术兼

容[10]。很早以前国际上已经有 SnO2 薄膜发展的评

论报道 , 但是由于这一领域的迅速发展 , 需要人们

重新认识。本文综述了近年来 SnO2 薄膜气体传感

器研究的新进展。

2 SnO2 薄膜气体传感器制备方法进展

人们发现薄膜气体传感器的性质强烈地依赖

于其制备方法[11]。据文献报道, 现已有多种方法被

探究去制备 SnO2 薄膜气体传感器。主要包括: 旋涂

法、浸涂法、化学蒸汽沉积法、金属有机蒸汽沉积

法、溅射法、溶胶- 凝胶法、电子束沉积法、热蒸发

法、喷涂热解法 , pulsed laser ablation deposition( 脉

冲 激 光 烧 蚀 沉 积 法 ) [12]、radio- frequency induction
plasma deposition ( 射 频 感 应 等 离 子 沉 积 法 ) [13]、

plasma enhanced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 等离子增

强的原子层沉积法 ) [14]、气溶胶沉积法 [15]及液流沉

积法[16]。

旋涂法和浸涂法是湿法构造薄膜过程。这两种

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操作。利用这两种方法, 从

SnO2 的溶胶液中 , 沉积在铝片或硅片上的相当稳

定的 SnO2 薄膜能被构造出[17- 18]。值得注意的是, 由

这两种方法构造的薄膜是由相当稳定的 SnO2 纳米

晶组成。纳米晶粒度小 , 表面积较大 , 吸附气体量

大, 元件导电率变化大, 相应的灵敏度高。化学蒸汽

沉积法, 金属有机蒸汽沉积法的优点在于它们的操

作简单、低成本、沉积比率高和薄膜易控制。然而,
它的缺点是难于确保薄膜结构的均匀以及稳定性。

目前操作的溅射法有: 射频磁控溅射法、离子束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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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法。溅射的优点在于它所制备的薄膜具有高的机

械耐磨性、低的生长温度及易于可控生长。离子束

溅射法相对于其它形式溅射法更有优势[19]。不仅沉

积参数可控在很宽的范围, 而且各参数几乎可以独

立地受控。此外, 通过调整一种或者多种气流, 离子

束中的离子种类能简单地、精确地控制。用这种方

法制备的薄膜通常具有高的粘附力和密集的结构。

但是它装置复杂、成本高 , 而且薄膜缺陷度大。溶

胶- 凝胶法具有低的处理温度 , 可供裁剪制造的前

驱体 , 可调制的多孔性 , 热稳定性以及简单性 [20- 22]。

电子束沉积法是一个很适合制备高度均匀的, 可以

低温操作薄膜的方法, 但其操作条件要求高。热蒸

发法是一个相对经济且简单的制备薄膜方法, 但常

需要很高的温度。喷涂热解法在控制试样的形貌方

面有显著的优点。用这种方法可制得多孔性、高比

表面积的 SnO2 薄膜。脉冲激光烧蚀沉积法在制备

SnO2 薄膜提供了许多独特的优点 , 包括: 试验的多

样性、在反应气中沉积、沉积物种具有高的能量、在

薄膜内很好的控制化学计量比[23- 24]。射频感应等离

子沉积法也是一种有效制备 SnO2 薄膜方法 [25], 该

法制备的 SnO2 薄膜灵敏度高。原子层沉积法是最

有前途制备超薄、均匀 SnO2 薄膜的方法之一[26], 其单

层厚度可以由简单地计算原子层沉积周期来决定。

等离子增强的原子层沉积法可更精确地控制 SnO2

薄 膜 的 微 结 构 。 气 溶 胶 沉 积 法 可 更 方 便 地 制 备

SnO2 薄膜且成本更低。其装置简易、安全 , 具有多

样性, 其沉积过程直接、迅速、可靠、便宜。在大气压

力下 , 以前驱体浓度、温度、沉积速率等为变量 , 在

更大的范围内来沉积制备薄膜。液流沉积法是一种

低温、简单、价廉、可以控制膜厚的液相制备薄膜方

法, 制备的 SnO2 薄膜灵敏度高。

由于薄膜的微结构、比表面积、厚度、组成薄膜

晶粒的大小、多孔性等影响薄膜的性能。因此, 各种

制备技术被发展来改善这些影响因素。SnO2 薄膜

制备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为: ( 1) 发展新的制备方

法; ( 2) 现有的多种制膜技术的结合。

3 SnO2 薄膜材料传感器性能修饰的研究进展

SnO2 薄膜材料传感器的主要缺点是较差的选

择性及可靠性。根据报道, 灵敏性、选择性、响应时

间、恢复时间以及稳定性等可以通过向 SnO2 中掺

入特定的添加剂来改善。控制 SnO2 传感器操作温

度, 用运掩罩、滤膜则可以改善其灵敏性。催化剂如

钯、铂、银、铑等贵金属被经常用作添加剂来改善

SnO2 薄膜的选择性和灵敏性。早期人们认为, 贵金

属添加后, 在 SnO2 晶粒表面形成金属团簇可产生

额外的吸附位置, 气体在其表面发生催化氧化还原

作用。然而, 多晶的 SnO2 与还原气体的作用机制更

为复杂。它包括: SnO2 晶格氧的失去、锡氧化态的

修饰以及在本征的金属与掺杂金属之间新键的形

成[27]。另外一些金属离子如 Th, Ga, In 等也被报道

掺杂进入 SnO2 薄膜中, 这些掺杂的离子改进了薄

膜的性能。例如, Ga 被添加到 SnO2 薄膜中能够提

高薄膜的表面对氧气的催化活性, 增加了薄膜的灵

敏性, 而且有望使其成为氧气传感器[28]。In 掺杂的

SnO2 薄膜气体传感气可以增加其选择性 [29]。SnO2

薄膜本身对三甲基胺几乎不敏感 , 当掺入 Th 后 ,
在工作温度 200～360℃范围内 , 对低量的三甲基胺

气体会变得很灵敏[30]。许多氧化物也被作为添加剂

掺入 SnO2 薄膜中来改善其性能。例如, 掺杂氧化铟

或者氧化镍的 SnO2 薄膜比未掺杂的 SnO2 薄膜可

以有更好的 CO 气体选择性。通过向 SnO2 薄膜负

载 金 属 氧 化 物 , 也 可 修 饰 其 传 感 性 能 。 例 如 ,

Hiroshi Sakama 等人制备的 SnO2 薄膜, 在负载 5%
原子比的 La, 200℃时是可以获得最大的灵敏度[31]。

对于 CuO 纳米粒子负载的 SnO2 薄膜传感器 , 它则

展示了快的响应速度 , 高的灵敏度 , 短的恢复时间
[32]。

采用复合薄膜的办法也可以修饰 SnO2 薄膜传

感器的性质。例如, 通过热蒸发法制备的 SnO2:CuO
复合薄膜展示了高的灵敏度以及短的响应时间[33]。

自从 Nakamura 等人首次研究了 CuO/ZnO 异质接

触的气体传感器以来, 它的传感机制以及各种异质

接触的传感器相继被报道[34]。对于这种异质结构 ,
活性区域在两种材料的界面, 它们就象是一个 p- n
结, 在异质结界面, 气体被吸附在两边异质上, 以不

同的速率被氧化 , 影响了其势垒特征 , 因而会影响

其传感性能[35]。研究表明, 薄膜的 p- n 异质结构也

可以获得相似的传感性质[36]。例如, ZnO/SnO2 的异

接触薄膜结构比单独的 SnO2:3Zn 或 ZnO:5Sn 有较

高的电阻与灵敏性[37]。此研究也表明, 越薄的异质

结 构 试 样 , 有 越 高 的 灵 敏 度 。 通 过 浸 涂 法 获 得

La0.8Sr0.2Co0.5Ni0.5O3 薄膜, 然后用射频磁控贱射在上

面沉积 SnO2 薄膜。研究发现, 这样制备的异质薄膜

结 构 , 比 单 独 的 SnO2, La0.8Sr0.2Co0.5Ni0.5O3 薄 膜 , 对

CO 气体, 有更高的灵敏性[38]。

SnO2 基薄膜材料经过修饰后 , 其传感性将发

生明显的改善。然而为了微型化器件的发展需要,
拓宽其应用范围, 仍然需要探索新的修饰方法。

4 结束语

尽管各种新型的传感器不断被发展起来, 如固

态图象传感器、光纤传感器、非晶态合金传感器、智

能传感器等。但是, 考虑到环境检测、预防火灾、食

品保鲜检测等方面, 气体传感器仍然不可替代。尽

管 各 种 材 料 的 薄 膜 气 体 传 感 器 也 不 断 出 现 , 如

In2Te3, Mg - phthalocyanine, poly - 3 - hexylthiophene
为材料的薄膜气体传感器等。但考虑到成本、稳定

性等多方面因素 , SnO2 基薄膜材料仍最具吸引力。

各种各样的制备 SnO2 基薄膜材的方法被不断的提

出; 不同的修饰、改善 SnO2 基薄膜材料性能的手段

也持续发展。气体传感器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微型

化、集成化、多功能化和智能化。SnO2 基薄膜材料

的制备方法与修饰改性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基础,
因此尤为重要。当然, 要把这一基础做好仍任重道

远, 需要不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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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development on SnO2 thin film for gas sensor
HOU Chang- ping

Abstract: In this report, we reviewed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study development on SnO2 thin film for
gas sensor in two aspects, which included the methods for preparation SnO2 thin film and the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nO2 thin film properties, respectively. To various preparation methods,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was sumed up. To multifarious means for the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nO2 thin
film, the paper gived simple classification. As far as SnO2 thin film for gas sensor was concerned, its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the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roperties were based for the next step
development. If expects that reader can know the recent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on SnO2 thin film for gas
sensor through this simple, easy to read and understand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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