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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单壁碳纳米管的可控生长
段小洁何茂帅王 璇张锦＋刘忠范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一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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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单壁碳纳米管因其特殊的结构和优异的电学性质可能成为未来纳米器件的支撑材料之一．如何
获得结构和性能完全可控的单壁碳纳米管，如何用碳纳米管构筑各种可能的器件结构单元，这是人们

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实现单壁碳纳米管在表面的直接可控生长将有助于获得结构和性能可控的纳米
管本文主要从表面上单壁碳纳米管的生长条件、生长的可控性和生长机理等几个方面对单壁碳纳米管
在表面上的可控生长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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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纳米管（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自１９９１年被发现以

ＡＦＭ）表征，而且没有多孔材料等杂质的影响，表面

来…，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和优异的力学和电学特性，

生长比传统ＣＶＤ方法更适于生长机理的研究近年

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之中．基于单壁碳纳

来，人们在发展适于表面生长的催化剂、提高碳纳米

米管的场效应晶体管”】、逻辑单元”１以及化学和生物

管在表面的生长效率、对碳纳米管的管径进行控制、

传感器【４’５ ３等器件均已被成功制得，并显示了比相应

碳纳米管的定向、定点生长以及表面生长机理研究等

的传统器件更优异的性能．对碳纳米管在未来器件

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本文以表面生长条件、生长的

等领域中的应用来说，获得结构完整、在表面可控排

可控性和生长机理为主线对近年来单壁碳纳米管在

列的碳纳米管阵列是必需的．但是，传统的化学气相

表面的可控生长作一综述．

沉积（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１生长条件的选择

于一种多孔材料（载体，如ＭｇＯ，Ａ１２０３等）上【６ Ｊ，碳源
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裂解生成单壁碳纳米管，由此得

１．１基底

到的碳纳米管是与催化剂、载体等缠绕在一起的混合

与基底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故基底的选择对碳纳

物，要想将碳纳米管分散到表面上，需要一系列的纯

米管是否生长及生长的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作为

化过程，此过程中使用的强氧化物质和超声会破坏

表面生长的基底，首先必须能够耐得住单壁碳纳米

碳纳米管的结构，进而可能改变碳纳米管的本征性

管生长所需要的高温（约９００℃）；其次，它必须与催

质．而且，尽管已有文献报道利用表面化学功能化的

化剂纳米粒子有大小适中的相互作用，能够防止高

ｖａｐｏ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ＶＤ）制备碳纳米管
的方法是将催化剂（如Ｆｅ，Ｃｏ，Ｎｉ或其氧化物等）负载

因为生长单壁碳纳米管所用催化剂的活性和它

图案可以将碳纳米管沉积在特定的位置”ｌ，利用微流

温下催化剂粒子由于热运动而引起的聚集长大；基

体系统”１和电场辅助的方法【９１可以控制碳管的取向，

底与催化剂也不能发生反应或形成合金；最后，所用

但这些方法不仅需要繁琐的后处理步骤，而且得到

基底最好具有应用价值，以便于生长在基底表面上

的单壁碳纳米管阵列易发生聚集，并且缠绕在一起，

的单壁碳纳米管的直接应用．

影响分散效果．碳纳米管的化学气相沉积表面生长

（１）ｓｉ基基底．ｓｉ基基底是最早研究而且应用最

是指直接将催化剂粒子分散在所需基底的表面上，

广泛的基底，单晶ｓｉ上热氧化得到的Ｓｉ０２是单壁碳

催化生长碳纳米管，这样，表面生长的方法就可以在

纳米管表面生长的有效基底（图１（ａ））表面含自然氧

基底表面一步得到结构完整并且分散良好的碳管；

化Ｓｉ０２层的ｓｉ基底用Ｆｅ作催化剂时也能生长

而且表面生长有利于直接在生长过程中实现对碳纳

ＳＷＮＴｓ，但生长条件更为苛刻，且生长效率也稍低

米管位置和排列方向的控制（表面定点和定向生长）；

（图１（ｂ））”…，这可能与Ｆｅ和ｓｉ部分发生融合形成合
金从而失活有关…Ｊ．

另外，由于生长出来的碳纳米管和催化剂粒子可直
接用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ｐｙ，ＴＥＭ）和原子力显微镜（ａｔｏｍｉｃ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ｒｌａ．ｃｏ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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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其他氧化物基底除ｓｉ基基底外，Ｌｉｕ【１２１等还

ｆｏｒｃ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在单晶Ａ１２０３，ＭｇＯ表面上生长出了ＳＷＮＴｓ，经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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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长条件下的比较，发现在Ｓｉ０２基底上ＳＷＮＴｓ具

在金属基底上生长碳纳米管的困难常常是用于生长

有最高的生长效率．不同基底上的不同生长效率可

碳管的催化剂如Ｆｅ等易与大多数金属形成合金，即

能和基底与催化剂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大小、催化剂液

使不形成合金，基底与催化剂粒子的作用力太弱，高

滴在基底表面上的润湿性等有关””

温下剧烈的热运动也会使催化剂粒子发生聚集，从
而失去活性．Ｄａｉ等”４１在用光刻技术制得的Ｍｏ电极

阵列上选择性地分散了Ａ１２０３负载的Ｆｅ催化剂，载体
Ａ１２０３的存在可以有效克服催化剂Ｆｅ之间的聚集及
其与基底之间的融合，ＣＶＤ生长后制得了两端与Ｍｏ
电极电接触的单壁碳纳米管，他们还利用此电极直
接测量了ＳＷＮＴｓ的电学性质，实验结果表明ＳＷＮＴｓ
与Ｍｏ电极之间是高度的欧姆接触．Ｓｅｉｄｅｌ等””在金
属电极（如Ｍｏ，Ｔａ）上先沉积５～１０ ｎｍ厚的Ａｌ层作为

分离层，再在上面沉积催化剂薄膜，也制得了两端与
金属电极电接触的单壁碳纳米管，通过生长后无电
沉积Ｎｉ及退火过程，碳纳米管与电极之间的接触被
大大改善．其中，分离层在高温下形成的Ａ１２０３起了
与上述载体类似的作用．
尽管这两种方法可以直接在电极上生长出结构
完美、干净的碳纳米管，但Ａ１２０３载体等的存在仍然
给碳纳米管的表征和应用带来了困难，故寻找合适
的导体基底及与之匹配的催化剂，优化单壁碳纳米
管的生长条件直接在电极上用单个的催化剂粒子生
长碳纳米管仍是需要开展的工作
１．２催化剂
催化剂在单壁碳纳米管的表面生长中处于核心
地位获得大小均一、尺寸可控、便于图形化的高效
催化剂纳米粒子是实现单壁碳纳米管在表面可控生
长的首要条件．已有的工作大多集中在新型催化剂
开发或传统催化剂的新型合成方法探索上
（１）Ｆｅ等单金属催化剂．单金属催化剂中最常用
图１

６００ ｎｍ

Ｓｉ０２（ａ）和自然氧化Ｓｉ０２层（ｂ）作为基底表面
生长ＳＷＮＴｓ的ＡＦＭ图像“０１

生长条件Ｆｅ催化剂，９００％，ＣＨ４

６００

ｓｃｃｍ，生长时间１０ ｍｍ㈣

的是Ｆｅ纳米粒子目前已发展出了用于ＳＷＮＴｓ表面
生长的多种制备Ｆｅ催化剂的方法

（３）金属导电基底．无论是测量碳纳米管的电子

笔者利用直接水解ＦｅＣｌ，的方法得到了Ｆｅ（ＯＨ）３
胶体粒子，经６００＇Ｅ退火后，获得了尺寸在１～３ ｎｍ的

输运性质，或构筑基于碳管的纳电子器件，大都是先

Ｆｅ２０３纳米粒子１１０］；这种纳米粒子是单壁碳纳米管表

将碳管分散在基底表面上，再利用电子束刻蚀或其

面生长的有效催化剂，相对于其他方法，这种方法原

他微加工方法沉积Ａｕ或其他金属电极，但如何保证

料容易获得且操作简单．Ｄａｉ等”“将表面富含．ＯＨ的

电极与碳纳米管的欧姆接触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问题．

Ｓｉ０２浸入新鲜混合的ＦｅＣｌ３和ＮＨ２０Ｈ的水溶液，Ｓｉ０２

如果可以在导电基底上直接生长碳纳米管，则有可

表面即沉积一层纳米粒子，经退火可得到大小均一

能先制得电极阵列，再利用定点生长的方法将催化
剂纳米粒子选择性地分散在电极表面，直接制得欧

的Ｆｅ：０，催化剂纳米粒子，研究还发现，表面的一ＯＨ，
反应时问，ｐＨ值都对纳米粒子在表面的形成有很大

姆接触的器件单元或直接用于碳管电学性质的表征．

的影响．因为此过程中催化剂粒子的形成需要在表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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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ＯＨ的参与下形成，故这种方法更易于将催化剂

过程中，催化剂失活导致生长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图形化利用ＰＡＭＡＭ树枝状分子表面官能团对

是因为在部分催化剂中，碳原子以无定形碳的形式

Ｆｅ（ｎＩ）的复合，他们还得到了尺寸在１￣２ ｎｍ的Ｆｅ催

析出，阻碍了碳源与催化剂的接触，导致催化剂中

化剂，用这种催化剂在表面上得到的ＳＷＮＴｓ的直径

毒基于这个分析，笔者提出了多次生长的方法来提

分布更窄…Ｊ．另外，在对Ｆｅ纳米粒子尺寸的控制方

高ＳＷＮＴｓ的生长效率，即通过不断烧掉失去活性的

面还发展了很多方法，如通过在不同链长的有机酸

催化剂表面的无定性碳，Ｆｅ纳米粒子可以被再活化，

的保护下热分解Ｆｅ（ＣＯ）ｓ【ｌ…，向去铁蛋白的空心结构
中放人特定数目的铁原子等”…．总之，用于催化
ＳＷＮＴｓ表面生长的Ｆｅ纳米粒子的制备已经形成了一

套较为成熟的体系

在后续的生长中可以继续催化ＳＷＮＴｓ的生长，而原
有的碳管可以不被破坏，这样，ＳＷＮＴｓ在表面的生长
效率可以被大大提高（图３）”…．

（２）双金属催化剂．尽管单金属Ｆｅ纳米粒子的
制备相对简单并且较为成熟，但此催化剂所存在的
最大问题是表面催化生长ＳＷＮＴｓ的效率较低．早在
粉体生长的研究中，人们就发现，由于协同作用，用
双金属组成的复合催化剂如Ｆｅ／Ｍｏ，Ｃｏ／Ｍｏ等制备得
到的ＳＷＮＴｓ的生长效率远远高于单金属催化剂［２０，２１】．
研究证明，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ＳＷＮＴｓ的表面生长．
Ｌｉｕ等”２１通过在长链羧酸和长链胺的保护下热
分解Ｆｅ（ＣＯ）ｓ和Ｍｏ（ＣＯ）一混合物和直接分解包含Ｆｅ，
Ｍｏ元素的纳米分子团簇的方法获得了Ｆｅ／Ｍｏ复合粒
子”…这种催化剂粒子对ＳＷＮＴｓ具有较高的催化能
力，而且，后一种方法由于采用了组成明确的分子团
簇作为前驱体，生长出来的ＳＷＮＴｓ直径分布更均一
作者利用ＰＶＰ作为保护试剂，用乙二醇同时还
原Ｆｅ“和ＰｔＣｌ６２或Ｆｅ“和Ｒｕ“，得到了Ｆｅ／Ｐｔ和Ｆｅ／Ｒｕ
双金属催化剂，通过与相同条件下制得的单金属Ｆｅ
粒子比较，发现双金属催化剂具有高得多的催化效
率（生长出的ＳＷＮＴｓ的数目与所用的催化剂粒子的
数目之比）（图２）”“
对于双金属催化剂具备高效率的原因，目前还
没有十分明确的结论，有人认为新加入的元素可能
提高了催化剂对ＣＨ。的芳构化能力”…，还有人认为，
复合金属与Ｃ原子共熔温度、催化剂表面状态和它
们在表面上的润湿能力的改变都可能导致对ＳＷＮＴｓ

催化效率的提高”３＿“】．
由图２可以看出，即使采用了催化能力较高的双
金属催化剂，ＳＷＮＴｓ的生长效率仍远远小于１００％，

图２相同条件下制得的Ｆｅ与Ｆｅ／Ｐｔ粒子表面催化生长
ＳＷＮＴｓ效率的比较…１

但对于可控生长中的定点生长来说，总是希望能通
过控制催化剂粒子的位置实现对ＳＷＮＴｓ生长位置的

１．３碳源

控制，从这一点来说，如果不能保证每一个催化剂粒

（１）碳氢化合物．在ＳＷＮＴｓ的表面生长中ＣＨ。

子都能催化生长出一根单壁碳纳米管的话，这种定

是最常用的碳源，相对于其他碳氢化合物，ＣＨ。具有

点生长的尝试将是无意义的．在ＳＷＮＴｓ的催化生长

最简单的分子结构和较高的热裂解温度，单独使用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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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作为碳源生长ＳＷＮＴｓ并不是很容易．常用的促

反应产生活性碳原子（反应式（１））．相对于常用的ＣＨ。

进生长的方法是在ＳＷＮＴｓ生长基底的上游放置适量

来说，ＣＯ可以在更大的温度区间内制备ＳＷＮＴｓ并可

粉体催化剂，质谱研究发现，若上游有粉体催化剂，

以获得更高的生长效率，他们还发现，Ｈｚ的存在对

反应系统里的Ｃ６Ｈ６和Ｈ：的含量明显提高，说明粉体

ＳＷＮＴｓ的生长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反应式（２））

催化剂的存在有利于ＣＨ。的催化转化，使ＳＷＮＴｓ的
生长变得较为容易１２５１．

２ＣＯ＝Ｃ＋Ｃ０２

（１）

ＣＯ＋Ｈ２＝Ｃ＋Ｈ２０

（２）

Ｈ２不仅可以还原ＣＯ生成更多的活性碳原子，而且可
以吸附在催化剂表面加速ＣＯ的歧化反应””．
综上所述，在ＳＷＮＴｓ的表面生长中，基底、催
化剂、碳源等的选择对碳管生长的效率以及是否有利
于表面的可控生长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现有的
工作虽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对将来
直接在表面上可控地构筑ＳＷＮＴｓ阵列，并用于制备
纳电子器件的目标来说，还远远不够，仍有很多工作
需要开展．

２生长的可控性研究
表面生长相对于粉体生长的最大优势就是便于
在ＳＷＮＴｓ的生长过程中实现对其直径、生长位置和
生长方向的控制．
２．１直径的控制
碳纳米管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材料，由于结构的
不同，它可以表现出导体或半导体性质．而ＳＷＮＴｓ
的电学性质是由它的直径和螺旋度决定的，从这一
角度来说，获得单一直径的ＳＷＮＴｓ对获得期望的电
学性质是至关重要的．根据ＳＷＮＴｓ的生长模型，人
们预言碳管的直径应该由催化剂颗粒大小决定，但
在传统的ＳＷＮＴｓ的化学气相沉积制备中，一般是将
催化剂和载体前驱体的溶液混合，在溶剂蒸发的过
程中，催化剂前驱体的离子吸附在多孔载体的表面，
经进一步氧化，灼烧，形成负载在多孔载体表面的催
化剂粒子“】，这个过程中控制合成直径分布较窄的催
图３

多次生长法提高ＳＷＮＴｓ在表面的生长效率…１

：曲每次生长ｌＯｍｉｎ，共生长５次所得到的表面ＳＷＮＴｓ的ＡＦＭ图，生长条
件：Ｆｅ催化荆，９０００ｃ．ＣＨ４ ６００ ｓｃｃｍ中间热处理：空气中４５０“Ｃ烧３０ｒａｉｎ；
（ｂ）只生长一次所得到的ＳＷＮＴｓ的ＡＦＭ图，生长条件同（ａ）

化剂颗粒是很困难的．
Ｄａｉ等””通过向去铁蛋白中放人不同数目的Ｆｅ
原子，得到了两种不同大小的Ｆｅ纳米粒子，他们发
现生成的ＳＷＮＴｓ的直径与催化剂的大小有严格的对

除ＣＨ。外，其他烃类如Ｃ２Ｈ２等也可以作为
ＳＷＮＴｓ表面生长的碳源，它们更容易分解，不需要
附加的促进生长的粉体催化剂，但生长的ＳＷＮＴｓ上
容易覆盖有无定形碳等杂质””

应关系，从而为由催化剂的大小限制ＳＷＮＴｓ的直径
这一设想提供了实验支持
如图４所示，Ｌｉｅｂｅｒ等”“通过加热分解Ｆｅ（ＣＯ）５
的方法，合成了尺寸均一的Ｆｅ催化剂粒子，通过加

（２）ＣＯ除烃类化合物以外，Ｌｉｕ等还利用ＣＯ作

入不同长度的有机酸作保护试剂，可以有效控制所

为碳源表面生长ＳＷＮＴｓ．生长过程中，ＣＯ通过歧化

生成的纳米粒子的大小利用它们作为催化剂，可以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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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利用不同直径催化剂粒子控制ＳＷＮＴｓ直径原理示意图（上）和利用油酸（ａ）、月桂酸（ｂ）、辛酸（ｃ）作保护剂生成的
直径分别为３．２，９．０，１２

６

ｎｍ的Ｆｅ纳米粒子及其催化生长得到的ＳＷＮＴｓ的ＴＥＭ图（下）¨８Ｉ
ＳＷＮＴｓ直径２．６，７．３，１２ ７ ｎｍ

得到特定直径的单壁碳纳米管或层数比较少的多壁
管他们还发现，碳源的供应对碳纳米管直径的控制

大直径催化剂合成大直径碳管时，现有的生长方法
会不可避免地生成多壁管，如何优化ＳＷＮＴｓ的生长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利用大直径催化剂粒子

条件，在更大的范围内控制合成特定直径的单壁碳

合成大直径碳纳米管，则需要更高的碳源分压，而当

纳米管仍是需要研究的工作．

碳源分压较低时，即使使用大直径催化剂，也只能得

２．２生长位置的控制

到小直径的碳纳米管另外，当提高碳管的生长温度
时，所得到的碳纳米管缺陷更少，结构更完美．

在ＳＷＮＴｓ的定点生长方面，Ｄａｉ等人”“曾在
１９９８年利用电子束刻蚀的方法在自然氧化Ｓｉ０２层表

由以上结果可知，通过控制单个催化剂粒子的

面构筑了Ａ１２０３负载的Ｆｅ／Ｍｏ催化剂岛状图案，ＣＶＤ

大小确实可以实现对碳纳米管直径的控制，但当用

生长后，只从催化剂岛上长出了ＳＷＮＴｓ，实现了对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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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ＮＴｓ生长位置的控制（图５）．之后人们又发展了多

技术分辨率的限制，催化剂图形化的尺度太大，不能

种在表面构筑催化剂图案来生长ＳＷＮＴｓ的方法，主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单根碳管的定点生长，欲实现这

要包括微接触印刷…１和光刻…１等，如Ｄａｉ等”１利用

一目标，必须将ＣＶＤ与分辨率更高的其他技术结合，

深紫外光刻技术在４英寸的ＳｉＯＪＳｉ的表面获得了

比如ＳＰＭ（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Ａ１２０３负载的Ｆｅ／Ｍｏ催化剂岛，通过对ＳＷＮＴｓ生长条

术、纳米压印技术等

件的优化，可以在整个基底范围内的催化剂岛上生

２．３生长方向的控制

长出均匀的ＳＷＮＴｓ（图６）应用这些方法，不仅可以

ｐｒｏｂ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加５２与操纵技

ＳＷＮＴｓ的定向生长是表面生长研究的另一重要

制作有载体的催化剂图案，还可以只将催化剂纳米

内容生长过程中施加电场诱导碳纳米管定向是最

粒子图形化”…，如利用电子束刻蚀的方法将ＳｉＯ：表

早采用的方法．由于碳纳米管在长度方向具有比径

面的ＰＭＭＡ图形化后，浸入新鲜混合的ＦｅＣｌ３和

向高得多的极化率，当它处于电场中时，由于电场诱

ＮＨ：ＯＨ的水溶液，暴露出来的Ｓｉ０２表面上即可沉积

导，碳管两端会产生一对偶极子，由于此偶极子的存

Ｆｅ纳米粒子，由此得到不含Ａ１２０３等载体的催化剂图
案”“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是在Ｓｉ０２表面用

在，当碳纳米管与电场的方向有一夹角时，碳管会受
到一扭转力，此扭转力可使碳纳米管沿电场方向定

微加工的方法制作直径在２０～５００ ｎｍ的孔洞，溅射

向．应用此方法，Ｄａｉ［３０］和Ｌｉｅｂｅｒ等…１分别实现了

Ｆｅ催化剂后，选择性地除去表面上的Ｆｅ，则可将Ｆｅ

ＳＷＮＴｓ在表面上的定向生长（图７），Ｌｉｅｂｅｒ等的研究

催化剂粒子定点在孔洞内，ＣＶＤ生长后，只在孔洞内
得到碳纳米管，如果孔洞足够小（几十纳米），则可以

还发现，为了抵抗高温下的热运动，ＳＷＮＴｓ必须达到

在一个孔洞内只生长一根管而且这时，孔洞的大小

一定的长度才能沿电场定向，由于金属管与半导体

还可以限制所得碳管的直径．相对于其他几种方法，

管具有不同的极化率，抵抗热运动沿电场方向定向

孔洞结构可以更好地防止催化剂粒子在高温下的热

所要求碳管的长度也不同，计算表明，在某一确定的

运动和聚集，所以可以将催化剂进而将碳管更精确

电场强度下（４×１０６ Ｖ／ｍ），当碳管长度小于１ ｕｍ时，

地固定在某一点””，尽管用这种方法生长出来的为

只有金属管能被电场定向，而当碳管的长度大于１

多壁碳纳米管，但它为表面定点生长ＳＷＮＴｓ提供了

时，无论金属管还是半导体管均有沿电场定向的趋势．

很好的参考．

所以，利用这一点，还可以区别金属管与半导体管””．

目前定点生长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微加工

ｕｍ

如图８（ａ）所示，除电场定向以外，Ｌｉｕ等还发明了

图５
左图为微加工法制备催化剂岛状图案（ａ）叫ｃ）及表面定点生长ＳＷＮＴｓ示意图（ａ）应用电子束刻蚀在硅表面上的ＰＭＭＡ膜上制作正
方形孔洞；（ｂ）一滴Ｆｅ（Ｎ０３）３，Ｍ００２（ａｃａｃ）２和Ａ１２０３纳米粒子的悬浮液沉积到图形化ＰＭＭＡ基底上，室温下溶剂甲醇挥发后，基底
在１７０ ６Ｃ下加热５ ｍｉｎ；（ｃ）ｌ，２－二氯乙烷中剥离掉ＰＭＭＡ后，在硅表面得到岛状催化剂图案，（ｄ）１０００。Ｃ ＣＨ４作碳源ＣＶＤ生长后，
ＳＷＮＴｓ从催化剂岛上生长出来右图为催化剂岛上生长出的ＳＷＮＴｓ的ＡＦＭ图，图中标尺２ ｕｍ““

２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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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ｍｕｎｄ等Ⅲ】通过分散Ｆｅ催化剂粒子时加磁场的方
法，也得到了平行于表面定向的碳纳米管．

图６深紫外光刻蚀法制得的大面积催化剂岛状图案的
光学图像…１
插图为其中一个催化剂岛上生长出的ＳＷＮＴｓ的ＡＦＭ图像

图８

ＳＷＮＴｓ沿气体流动的方向排列（ａ）和两步气流定向法
得到的ＳＷＮＴｓ二维交叉网络结构（ｂ）‘３２１

３生长机理的探索
理解ＳＷＮＴｓ的生长机理，掌握其生长规律，对
有意识地调控ＳＷＮＴｓ的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７

电场定向单壁碳纳米管‘３

但在传统的ＳＷＮＴｓ化学气相沉积生长中，因为得到
的产物是大量缠绕在一起的碳纳米管与催化剂、载体
的混合物，要想观察ＳＷＮＴｓ的精细结构，需要繁琐

用大气流定向的方法，当将分散有催化剂的基底快

的可能破坏其结构的后处理步骤，而且碳纳米管的

速转移到已经升温到反应温度９００℃的管式炉中央，
并马上通人反应气体ＣＯ／Ｈ２时，生成的ＳＷＮＴｓ可以

末端一般被埋在粉末状的催化剂或载体内部，不利
于直接研究ＳＷＮＴｓ与催化剂粒子之间的相对关系．

达到几百微米甚至几毫米的长度并沿气体流动的方

而在ＳＷＮＴｓ的表面生长中，ＳＷＮＴｓ从单个的催化剂

向定向．利用两步生长并在第二步生长前旋转硅片

粒子上长出，可以直接用ＴＥＭ或ＡＦＭ研究ＳＷＮＴｓ

的方法，他们还得到了ＳＷＮＴｓ二维交叉网络结构（图

和催化剂的结构及其相对关系，为ＳＷＮＴｓ生长机理

８（ｂ））””相对于电场定向的方法，气流定向不需要向

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高温的反应体系中引入复杂的电极，故更易于操作．
此外，Ｄａｉ等”“在微加工得到的Ｓｉ０２柱上生长悬

在碳纳米管的化学气相沉积生长中，一般认为

挂的碳纳米管时，由于最后得到的是落在ＳｉＯ：柱上

ＳＷＮＴｓ遵循ＶＬＳ（Ｖａｐ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Ｓｏｌｉｄ）机理，即碳源在
催化剂活化下裂解生成的活性碳原子溶解在催化剂

的ＳＷＮＴｓ，故可通过合理设计Ｓｉ０２柱的排布方式，

粒子中，并与催化剂金属形成低共熔点化合物，当溶

使悬挂的ＳＷＮＴｓ沿Ｓｉ０２柱的排列方向定向生长．

解的碳原子达到饱和时，它们即以碳纳米管的形式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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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利用ＡＦＭ研究了ＳＷＮＴｓ在表面的生长过
程，用第一次生长的碳管作为标记，给出了ＳＷＮＴｓ
ｂａｓｅ—ｇｒｏｗｔｈ的ＡＦＭ证据，研究发现，在ＳＷＮＴｓ的
生长过程中，由于基底与催化剂之间较强的相互作
用，催化剂粒子位置保持不动，这一点对于通过控制
催化剂粒子的位置进行ＳＷＮＴｓ的定点生长有很重要
的意义“…（图９）

综上所述，人们在ＳＷＮＴｓ表面生长条件的选
择、可控性及机理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
对于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构筑大范围的可实际应用的
碳纳米管阵列这一目标来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
决首先是碳管在表面上的生长效率问题，尽管多次
生长的方法可以提高生长效率，但此方法操作起来
较为繁琐，从这一点讲，发展更高效的催化剂，优化
ＳＷＮＴｓ生长条件显得至关重要；其次，如何在更小
的尺度内控制ＳＷＮＴｓ的生长位点甚至实现对单根碳
管位置的控制，也是需要继续研究的内容；由于
ＳＷＮＴｓ的性质对它的结构以及缺陷的种类和分布都
很敏感，所以要想获得具有明确电学性质的碳纳米
管，必须实现对其螺旋度和缺陷的控制；最后，在表
面上直接构筑基于碳纳米管的各种同质异质结也是
实现碳纳米管在未来纳电子器件方面的应用所需要
努力的方向．
致谢本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９０２０６０２３）和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批准号：２００１ＣＢ６１０５）资助项
图９

ｓｗＮＴｓ表面ｂａｓｅ—ｇｒｏｗｔｈ生长的ＡＦＭ证据‘１０１

目

（ａ）第一次生长出的标记碳管及摧化剂粒子ｉ伸，第二次生长出的碳
管，可以看出，每根碳管的末端均有一催化剂粒子，且催化剂粒子
位置未发生变化

析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催化剂粒子固定在支持物

ｌ

２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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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ＳＷＮＴｓ都是以ｂａｓｅ．ｇｒｏｗｔｈ模式生长，而且小直
径粒子相比大直径粒子对ＳＷＮＴｓ有更高的催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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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推测，催化剂与基底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它们

ｈｉｇｈ－ｐｕｒｉｔｙ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之间的相对空间构型都对碳管是否生长及生长长度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１ｌ

有影响．

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１，

４９－５２

不断移动，则为ｔｉｐ—ｇｒｏｗｔｈ口…．通过在覆盖有Ａ１２０３

当粒子直径足够大时，将不能催化ＳＷＮＴｓ的生长

Ｓ

ｓｉｓ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

被称作ｂａｓｅ．ｇｒｏｗｔｈ，如果碳纳米管在催化剂和基底

膜的金网表面生长ＳＷＮＴｓ，Ｄａｉ等用Ｄ９］ＴＥＭ详细研

ｌｉｊｉｍａ

文

３５４ ５６—５８

质（粉体生长中为载体，表面生长为基底）上不动，则
之问析出，催化剂在碳纳米管末端随着它们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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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Ｏ

ａ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２，１２

７９一１１８３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万方数据

第４９卷第２３期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讲学屯扭

评述

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Ｊ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Ｊ

Ｌｉｕ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ｅｔ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ａｌｉｚｅｄ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９．３０３】２５～１２９
８

ｄｌ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９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０１

２９ｌ：６３０“３３

Ｓｍｉｔｈ

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ｏ

２ｌ

Ａ，ｅ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

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ｓ

Ｈｅ Ｍ

Ｓ，Ｄｕａｎ Ｘ Ｊ，Ｘｕａ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ＶＤ

ｆｏ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ｎ

】２６６５～１２６６８
１１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Ｓｉ０２／Ｓ１

ｏｎ

Ｎａｎｏ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３

】２

Ｃ Ｇ

Ｌｕ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ｌｅ－ｗａｉｌｅｄ

Ｇ

Ｇｕ

ｅｔ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ＶＤ

ａｌ

３：

３

Ｋａｎｚｏｗ

Ｈ

Ｗａｎｇ Ｘ．Ｙｕｅ Ｗ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ｌｉｑｕｉｄ－ｍｅｔａｌ

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Ｗａｎｇ Ｑ，Ｔｏｍｂｌｅｒ

Ｎ

Ｗ，ｅｔ

Ｔ

Ｂ，１９９９，６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

Ｋｏｎｇ Ｊ，Ｓｏｂ Ｈ

１９９８

ｐｅｎｄ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ａｒｒａｙ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ｔｒｏ／ｅｓｓ
１６

Ｍ，Ｄｕｅｓｂｅｒｇ Ｇ Ｓ，ｅｌ 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Ｋｕｎｄａｒｉａ

Ｓ、Ｗａｎｇ

ｉｒｏｎ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２００３

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

Ｃｈｏｉ

ａｎｄ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Ｄ

Ｗ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ｈｏｉ

２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ｘｉｄｅ ｂｙ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册３．３：

３０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ｔ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ｗｉｔｈ

Ｄ

ｗｉｔｈ

Ｗ

ｅｔ 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ｄｅｎｄｒｉｍｅｒ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ｆｏｒ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ｏｆ

３１

Ｃｈｅｕｎｇ Ｃ

２００２

ｎ

Ｙ

Ｌ．Ｋｕｒｔｚ

Ａ．Ｐａｒｋ

Ｈ

Ｋ．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万方数据

ｏｆ

ｓｙｎ－

ｓｉｎｇｔ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２００１

Ｂ

ＣａｓｓｅｌｌＡ Ｍ，ＲａｙｍａｋｅｒｓＪ Ａ，Ｋｏｎｇ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ｔｏｍ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Ｉ

Ｍ

Ｅｍｍｅｎｅｇｇｅｒ Ｃ

Ｊ，ｅｔ

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ａｆｅｒｓ

ｅ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ｆｉｌｍ§ｏｆ

Ｎ

Ｒ，Ｌｉ

Ｙ

Ｍ，Ｃｈｅｒｔ Ｒ

ａｌ

Ｊ，ｅｔ

ＰａＲｅｒｎ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ｌｌ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ｉｚｅｓ

Ｗａｆｅｒｓ

４－ｉｎｃｈ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ｏｆ

Ｓ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

Ｕｒａｌ

Ａ，ＬＩ

Ｙ

Ｅ Ｌｉｅｂａｕ

Ｍ，ｅｔ 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Ｄａｉ

Ｈ

３２

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ａｌｉｇｎ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ｓｉ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８１：３４６４—３４６６

ｆｏｓｅｌｅｖｉｃｈ Ｅ、Ｌｉｅｂｅｒ Ｃ

Ｍ Ｖｅｃｔｏ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ｍｉ—
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２．２：

３７—１１４ｌ

Ｈｕａｎｇ

Ｓ

Ｍ．Ｃａｉ Ｘ’：Ｌｉｕ Ｊ Ｇｒｏｗｔｈ

ｚｏｎｔａｌｌｙ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３３

ａｎｄ ｌｏｃａ—

２５７～２５９

ｏｆ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ｌｏｎｇ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３

Ｗ、Ｚｂａｎｇ Ｗ Ｇ ｅｔ“Ｇｒｏｗｔｈ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

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３，３

ｌｌ

１０６：２４２９以４３３
Ｍ、Ｋｉｍ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

Ｍ，ｅ【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ｎ－

Ａ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

１９

Ｃａｓｓｅｌｌ

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ｍｅｔａｌ

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Ｂ．２００２．１０６：１ ２３６ｌ—１２３６５
１９

Ｔ

Ｄｕｅｓｂｅｒｇ Ｇ Ｓ，Ｇｒａｈａ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ｍｉｎｅ ｆｏｒ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Ｎａｎｏ

Ｗ Ｗａｎｇ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０，

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Ｈ Ｃ Ｋｉｍ

ｔｈｅ ｅｆｆｉ－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ｌ，７９：４５７ｌ－４５７３

ｅｌｅｃ—

１５７—１６１
１７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Ｖ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

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Ｉｎ－Ｓｉｔｕ ｃｏｎｔａｃｔｅｄ ｓｉｎ

３：９６５—９６８
ｅｔ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４，

１９９９】】１２８５一１２８９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９１３－－９１５
Ｓｅｉｄｅｌ Ｒ，Ｌｉｅｂａｕ

ＢｉｍｅｔａＥｉｃ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ｌ，８１

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８

１５

Ｊ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Ｋｉｎｄ Ｈ Ｂｏｎａｒｄ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ｎ

Ｓ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

ｉｎｔｏ

ＭＳ

３９５：８７８—８８ｌ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ｔｒｏｍｅｅ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ｌｙ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ａｒｂｏｎ

２７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ｎａｎｏ－

１００８一１０１４

８９０—８９４

１２

ｌ】１ ８０—１１ｌ ８６
１４

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ｌｃａｎ Ｃｂｅｍｉｃａｌ

ａｓ

Ｂ．Ｈｅ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２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

Ｅ，ｅｔ ａｌ

Ｌ

ＳＷＮＴｓ

Ｄａｉ Ｈ

Ｎ Ｒ

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Ｉ

ｓｉｎ

８９５－８９８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

Ａ

Ｄｉｎｇ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ｏ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Ｆｅ—Ｍｏ

ａｌ

Ｍ，ＭｃＮｅｉｌ

Ｊ

ｄｅ．

１６：７９９弗０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

ｏｎ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２，２
ｌ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 Ｌ，Ｏｗｅｎｓ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ＣＶ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ｓ

ｃｉ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２５

Ｂ

Ｚｈｅｎｇ

Ｊ．Ｗａｎｇ Ｙ Ｑ．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

２００１．３９：５４７０５８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２．１２４：１３６８８－１３６８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５６】一５６４

Ｖ Ｌｉｕ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ｎａｎ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２４

Ｊ．Ｗｅｉ Ｂ Ｑ，Ｖａｊｔａｉ Ｒ，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Ｊｕ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ｉ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２００４，１０８：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ａｔａｌ舛。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ｕｂｅ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ＷＮＴ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ｅ－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ｒｏｎ

ｏｆ

Ｗ Ｅ，Ｋｉｆｉｙａｎａｎ Ｂ，Ｂｏｒｇｎａ Ａ，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 ｏｆ Ｃｏ ａｎｄ Ｍｏ

ｔｈｅ

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ｈｅ

１９９９．１０３ ６４８４．－６４９２

ｎａｕ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３

ａｌ

Ｗａｎｇ，ｅｔ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Ｃ０

ａｓ—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０，７７：】３９９—１４０１
１０

ｖａｒｅｚ

ｉｎ

２２

Ａ．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 Ｃ Ｄ，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

ｓｉｓｔ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

Ｆ，Ｗｅｉ Ｑ Ｑ，ｅｔ札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ｏ帆－

ｘ

Ｈｕａｎｇ Ｙ，Ｄｕａｎ

ｔｈｅｓｉ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ｅ Ｋ

Ｈ．Ｃｈｏ

Ｊ

Ｍ．Ｓｉｇｍｕｎｄ

Ｗ

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ｉ—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１２５：５６３６—５６３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ｆｉａ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３，８２：４４８－４５０

１０５：１１４２４—１１４３】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ＣＶＤ ｓｙｎ—

２００４．０６—２９收稿，２００４一１０－０８收修改稿

２３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