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真空环境中的基材清洗 

 

简介 

由微粒引起的缺陷在使用涂层、印花和层压的许多领域内导致显著的成品率损失。在

某些使用 OLED 和 OPV 等新兴技术的领域内，成品率损失特别高，这些领域内需要使

用极薄的膜（厚度通常仅为纳米级）才能具备其功能性。即使是小至 100 纳米的微粒

也会跨越整个膜片的厚度，并破坏其功能性。为了让这些技术在商业上可行，就有必

要最大限度地消除由微粒引起的缺陷，防止它们形成更大的缺陷分段。为了专注于减

少微粒，欧盟制定了其第七个框架计划，资助一个名为 Clean4Yield 的项目，寻找适

当的方法以便消除微粒在柔性薄膜的卷绕工艺中对产量的影响。 

 

CLEAN4YIELD 

Clean4Yield 项目的目标是找到一种整体分析方法，对于 OLED、OPV 和高阻隔性薄膜

的纳米级层面板上的微粒污染引起的缺陷进行治理，防止微粒在卷绕工艺中堆积在柔

性基底上。为达成其目标，Clean4Yield 项目与涵盖整个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密切合

作，集合多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中小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该项目专注于各个领域

的检测、检验、预防、修复以及清洗，目标是开发一种能够带来高产率和低成本的制

造工艺，这对于在这些高科技应用中实现商业化可行性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项目进展，有一个事实变得很清晰，其中一个领域（即真空沉积领域）需要清洗

但没有适合的技术。 

 

真空系统的挑战 

目前，许多功能性涂料通过喷溅、PECVD 或 ALD 沉积在高度真空环境。这些工艺涉及

从真空腔中抽出所有空气以及任何会在极低气压下挥发的物质。这些物质包括水、油

脂以及任何低分子量化合物。这意味着在真空沉积系统内使用的产品类型受到极大的

限制。 

这些真空沉积涂层极薄，因此需要上涂料的基材必须非常干净。塑料薄膜卷送至真空

涂装线时其表面本身就已有微粒附着。这些微粒可能来自镀膜环境、来自包装和运输

操作，或甚至是设计为包覆在薄膜内（例如，防粘连微粒）但在运输过程中松掉而产

生。这些微粒随薄膜卷带入真空腔，必须在喷涂之前先去除，以避免产生缺陷，例如

涂层中的小孔。为此，在薄膜卷绕之后以及在它到达喷涂站之前，需要在真空腔内进

行清洗。 



 

清洗选项 

按照设计，真空腔内没有空气，即使从真空腔中除去很少量的水也会极大地降低排空

效力并增加工作时间。因此，传统的湿洗法和气动式微粒去除方法无法在真空腔内使

用。 

特别是在微粒污染很小的情况下，接触式清洗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清洗方法。一家日

本公司采用几种不同清洗技术对不同粒度微粒的去除效率进行研究后证明了这一点。

结果如下面的图 1 所示。 

 

图 1. 按粒度进行的清洗效率对比 

如图 2 所示，接触式清洗需要使用弹性体橡胶辊筒与基材接触，让通过辊筒接触施加

的粘着力大于微粒吸附在基材上的力，从而从基材表面去除微粒。然后微粒优先吸附

在弹性体上。使用一个粘尘辊筒与弹性体辊筒不断接触，将具有粘性一侧缠出。然后

使用压敏粘着剂从弹性体中去除微粒，永久地捕获它们供以后处置。 



 

图 2 Teknek 接触式清洗技术 

 

在许多情况下，接触式清洗方法中所用的弹性体都基于硅树脂，在辊筒制造过程中，

并非所有低分子量硅树脂均从化合物中移除。这些低分子量硅树脂或任何其他挥发性

化合物（例如，增塑剂）可能会在真空环境中从弹性体中释出气体，为基材和真空装

置涂上很细一层的硅树脂。此硅树脂层为基材打底，因为没有什么物质会吸附到硅树

脂薄膜，所以这一层很有用；而且在防粘涂料中硅树脂也是主要成分。硅树脂也非常

难以从真空腔以及抽吸和监控系统的所有部件中去除。真空沉积系统在使用几个月后

必须取出来，完全剥掉这一层硅树脂，如有必要，彻底清洗所有部件。 

 

真空相容接触式清洗系统的发展 

使用完全不含硅树脂的 Nanocleen™ 弹性体作为基础进行开发，Teknek 致力于改进化

合物，以使它适用于真空环境，同时不降低其清洗效率。许多接触式清洗弹性体使用

油类或增塑剂来增强其清洗能力。在真空环境下，这些化合物将会挥发，并且随着时

间过去，它们从清洁辊筒中挥发掉，从而让辊筒变得干燥且无法清洁。至关重要的

是，Nanocleen™ 不会释出气体，从而可在其使用期限内持续用于清洗。为了补足真空

相容弹性体，我们也开发了一个真空相容压敏粘着剂系统，可用于镀上一层塑料薄膜



基质，形成一个含水量最低的粘尘辊筒。粘尘辊筒不使用传统的硅树脂防粘涂料，以

允许每次去除一个薄片，因而使得整个清洗系统完全无硅树脂。 

 

测试与论证  

为了证明新弹性体及其粘着剂的真空相容性，有必要在真空环境中对这些产品执行一

系列对照测试。Clean4Yield 项目的其中一个其他合作伙伴是荷兰埃因霍温的 Holst 

Centre，他们同意执行此测试，将此工作为整个项目的一部分。 

弹性体和粘着剂的样本先称重，然后在真空压力为 10-6 托的环境中单独放置 60 小时

。然后对样本重新称重，以确定是否存在重量减轻情况。同时，对从真空腔中抽出的

气体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有挥发性化合物释出气体。 

Nanocleen™ 辊筒的残留气体分析 (RGA) 结果如图 3 所示。 

通常的表面污染为硅树脂或聚二甲硅氧烷，它们已被证明会产生一组离子碎片作为一

种鉴别性标记（例如，m/z 为 28、73、147、207、221 和 281 的正二次离子分别归

属于 Si+、SiC3H9
+、Si2C5H15O

+、Si3C5H15O3
+、Si3C7H21O2

+ 和 Si4C7H21O4
+）。没有证据表明存

在聚二甲基硅氧烷。 

 

 

 

 

图 3  Nanocleen™ 弹性体辊筒的 RGA 分析 

 



接受测试的两种类型粘着剂的残留气体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任一粘着剂均未发现硅树脂峰值，表明不存在挥发性防粘涂料。如图 4 所示，两种粘

尘辊筒最初都包含非常多的水分，但是不久后，所有水分都从基于塑料薄膜的 Eco 辊

筒中提取出来，而基于纸的产品仍有水被提取出来。考虑到纸的吸水特性，这是可以

预料到的情况。 

 

图 4 两种类型粘尘辊筒的 RGA 分析 

 

然后执行单独测试，评估真空环境对粘着剂和弹性体的清洗效率造成的影响。目前还

没有用于测试弹性体辊筒或粘着剂清洗效率的国际标准，但是，Teknek 利用自己在生

产接触式清洗设备领域 30 多年的经验，制定了自己的测试方法，该方法名为 PPU，

利用经过校准的钨微粒来评估微粒去除效率。Holst Centre 使用 PPU 测试来测量粘

着剂和弹性体在进入真空环境之前和之后的清洗效率。结果如图 5 所示。 

 



Tungsten particles are put in oven tray (60degree) and after getting out of oven the rollers are rolled into the metal powder (6 times)

After tungsten particle pickup the roller is rolled over a 6"adhesive sheet. The weight of the sheet is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on a balance with readability 0.1gr

Width roller: 25mm. Rollers are stored in high vacuum system, adhesive sheets in a low and high vacu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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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cleen ambient ambient 4,3 4,6 0,3

1 weekend in vac (0.1 mbar) 4,3 4,5 0,2

18 hrs  in high vac (1e-6 mbar) 4,3 4,5 0,2

1 weekend in vac (1e-6mbar) ambient 4,3 4,5 0,2

1 weekend in vac (1e-6mbar) ambient 4,2 4,5 0,3

ultracleen ambient ambient 4,3 4,5 0,2

1 weekend in vac (0.1 mbar) 4,3 4,5 0,2

18hrs  in high vac (1e-6mbar) 4,3 4,5 0,2

1 weekend in vac (1e-6mbar) ambient 4,4 4,6 0,2

1 weekend in vac (1e-6mbar) ambient 4,3 4,5 0,2

Repeatability test (after cleaning roller repeat particle pickup measurement).

ultraclean ambient ambient 4,3 4,5 0,2

4,3 4,5 0.2

nanoclean ambient ambient 4,3 4,6 0,3

4,3 4,5 0,2

No difference in 
particle pickup for 
rollers  and/or 
adhesive sheets in 
vacuum or ambient 
conditions !!

 

图 5 进入真空环境之前和之后的清洗效率 

 

Holst Centre 的测试结果表明，新接触式清洗核心（弹性体和粘着剂）适合在真空中

使用。最后阶段是将核心系统设计到完全使用真空相容材料制成的机器中，并且不使

用气动式或电动式促动，使得该系统在真空沉积系统中更易于操作。 

这个新清洗系统的照片显示在图 6 中。 



 

图 6 新真空相容清洗系统 

 

应用区域 

新的接触式清洁器可安装在真空系统内的多个区域。首先，它可用在解绕站，用于在

喷涂之前清洗薄膜。它还可用在重绕站，以防止重绕成卷时由于沉积而产生任何微

粒，从而可防止对薄膜的相邻层造成损坏。它尤其适用于阻挡薄膜敷层中，在这里沉

积的阻挡层非常脆弱，当薄膜受到拉力时，夹带的微粒产生的压力可能导致此层破裂

。然后这些裂缝可能传递水分，从而破坏其阻隔性能。在真空环境中的第三个常见应

用区域是清洁保护膜，它越来越多地用于保护稀薄、易受损坏的镀层表面免受间接损

害。 

 



结论 

在 Clean4Yield 项目中的工作经历让 Teknek 发现了在高度真空环境中清洗薄膜的新

机会。通过这个已确定的机会，我们开发出了新的弹性体和粘着剂清洗核心，它具有

真空相容性且不会降低清洗效率。这个创新的系统已融合到清洗装置中，可安装到专

门为 OLED、OPV 和阻挡膜涂覆功能性涂料的真空沉积系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