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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光催化剂的改进及表征
沈杭燕" ， 张晋霞， 唐新硕
（浙江大学催化研究所，杭州
摘

#!""’9）

要： 提出用粉末—溶胶法制备 :-;’ 薄膜型光催化剂，介绍了粉溶法的制备工艺及改变 <= 值

对催化活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利用粉溶法或添加浓 =>;# 后制备的 :-;’ 薄膜光催化剂表现
出了较高的光催化活性。结合结构表征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粉溶法制备的催化剂表面更
粗糙，比表面积增大，膜厚度减小，这些都可能是其催化活性提高的原因。而加酸后膜催化活性提
高主要是因为酸性条件下表面几乎没有 :-# ? 表面态，利于光生电子与光生空穴的分离。
关键词： 粉末溶胶法；:-;’ 薄膜光催化剂；光生电子；光生空穴
中图分类号：;@(#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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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环境净化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光催化过程
由于具有选择性好、可在常温常压下进行、产率高、污染少、适用范围广泛等优点倍受人们重
视［!，’］。美国于 !)%@ 年发表了第一篇涉及有机废物被光氧化破坏的专利文献是在消除污染物
方面的首创性研究工作。其中 :-;’ 作为光催化剂催化治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具有无毒、在水
相中稳定等优点［# $ @］。近年来，利用溶胶—凝胶工艺制备 :-;’ 膜的方法得到广泛地研究［%，9］。
利用溶胶法制备的薄膜型 :-;’ 有许多明显的优点：薄膜的重量大大减轻，且薄膜型 :-;’ 分散
度大，受光面积大，且容易被固定在玻璃管壁、陶瓷等固体物上，不易脱落。因此，研究并提高
:-;’ 薄膜的制备方法及对其催化性能的表征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对改进和提高
:-;’ 薄膜的制备方法进行研究，并结合结构进行探讨。

$ 实验部分
$7%

催化剂的制备

有机钛溶液的制备：将一定量的 :-B.(·=’ ;（或 :-B.(·=B.）溶液缓慢地滴入一定量的异丙
醇和丙酮的混合液中，边滴边快速搅拌以实现充分接触，这样便合成得到氯化醇钛盐。
溶胶前驱液的制备：在一定量的聚乙醇（ C*D）和一缩二乙二醇（ E*D）中加入一定体积的
无水乙醇，边搅拌边加入一定量的有机钛溶液，直到 E*D 完全溶解，得到溶胶前驱液。
粉末—溶胶前驱液的制备：称取一定质量的 :-;’ 粉末，加入少量乙醇，用玻璃棒调至浆
状，再加入一定量的溶胶前驱液和一定量所需的助剂，搅拌均匀，则得到粉末—溶胶前驱液。
薄膜的制备：以普通小试管（!! 7 F G !F 8+）作为基体，从溶胶前驱液中采用浸渍提拉法制
" 通讯联系人，*+,-.：/0120,234,25 4,0667 86+7 82
收稿日期：’""" $ !’ $ !)；修回日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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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 薄膜，膜涂于试管内外壁。膜的灼烧温度为 %%&’ 。同一小试管先后称重的重量之差
便是 !"#$ 薄膜的重量。
!"!

薄膜型 #$%! 催化性能的表征

将已镀膜的小试管分别装入试管中，塞上橡皮塞后向试管中注射 $ () 饱和丙酮蒸气，试
管容积为 ** ()，根据饱和蒸汽压可得试管中丙酮蒸汽浓度约为 +,& - +& . / (01 2 )。然后将试
管放在紫外灯下光照，隔一定时间从每个试管中抽取气体，用气相色谱法检测产物 3#$ 的量。

& 结果与讨论
&4’

粉末—溶胶工艺的优势

567+、567$ 是粉末—溶胶前驱液进行拉膜制备的催化剂，5678 是溶胶前驱液进行拉膜制备
的催化剂，另将 $ 4 + (9 纯 !"#$ 粉末直接装入试管中作为 567,，表 + 是同体积载体上膜催化剂
的重量，按照上述薄膜 !"#$ 催化性能的表征方法及其操作条件进行检测，实验结果如图 +
表+
!6:1; +

不同膜催化剂的重量
!<; =;"9<7 0> 7<; 56761?@7@

36761?@7

567+

567$

5678

A;"9<7 2 (9

&4,

&4/

$4/

所示。由图 + 可见，利用粉末—溶胶工艺制备的
!"#$ 薄膜催化剂不仅在膜的重量上大大少于利用
图+
B"94 +

溶胶—凝胶工艺制备的 !"#$ 薄膜催化剂，而且催
化活性比后者好得多，且随着时间推移，利用粉溶

不同催化剂性能比较

30(C6D67"0E 0> F">>;D;E7 56761?@7@

法制备的催化剂的催化效果增加显著。
将上述 567+、5678 进行结构表征，图 $ 是两种催化剂的扫描电镜照片。由图 $ 可知，由溶
胶凝胶法制备得到了致密、均匀、光滑的薄膜，并且膜已有一定厚度。由粉溶法制得的薄膜表
面具有小颗粒，但膜可能很薄，所以膜的重量小，由 GHI 图解释两种膜性能的差异为：粉溶法
制得的膜粗糙度相当大，则比表面积会大大增加，如此大的真实面积对提高光的吸收效率和反
应速度是十分有利的；粉末的加入也使膜表面产生一些缺陷，因此使催化活性提高；此外，膜可

图$
B"94 $

扫描电镜照片（GHI）
GHI C<0709D6C<@ 0> 56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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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一个很薄的最佳值，而溶胶凝胶法制得的膜已经很厚，很可能已经超出了最佳值。
此外，我们对几种膜进行了比表面测试。因为膜在玻璃上负载很牢，无法分离。且膜的含
量极小，所以对于这一体系用常规法测比表面，得不到准确的数据。
$%&! 对催化活性的影响
在粉末—溶胶前驱液中加入不同量的浓 !"#$ ，拉膜得到四种薄膜型催化剂 %&’(、%&’)、
%&’*、%&’+。这四种催化剂前驱液中 !"#$ 加入量逐渐增加。将这四种催化剂进行性能测试，

!"#

得到图 $ 所示结果。
从实验结果可知，随着粉末—溶胶前驱液
中 !"#$ 含量的增加，所得到的膜的催化效果
也逐渐提高。困为在酸性条件下制备的 :-#;
表面几乎没有 :-$ < 表面态的存在［=］，而若 :-$ <
表面态的含量较高，会在 :-#; 价带上 ; / ;($ / $(
2> 形成宽带表面态能级，使光生载流子在此
能级复合，导致了光催化活性的降低。由于基
本上不存在 :-$ < 表面态，则有利于光生电子、
光生空穴的分离，所以光催化活性较高。

图$
,-./ $

!"#$ 对催化剂活性的影响

0112%’ 31 !"#$ 34 ’52 &%’-6-’-27 31 %&’&897’7

另外，由于光生空穴和光生电子的俘获剂应该是催化剂表面吸附的 #! ? 基团、#; 分子以
及 :-@ < 。
#!? < 5 <
#; < 2

?

! #!·
! #; ?

（A）
（;）

（$）
:-@< < 2 ? ! :-$<
?
?
其中产生的 #; 是有机物被氧化反应中的引发剂，而机理（$）的发生会减少 #; 的生成几率，
使得有机反应速度和效率降低。当在酸性条件时，由于几乎没有 :-$ < 生成，因而 #; ? 的量也随
之增加，结果 :-#; 催化剂的催化活性也随之提高。
作为比较我们也考察了碱对膜的影响，用
粉末—溶 胶 前 驱 液，当 拉 膜 步 骤 结 束 后，在
"!$ 气氛中熏 $ 日，再进行灼烧，制得 %&’=。经
性能检测结果显示，催化效果不理想，甚至比
:-#; 粉末催化剂 %&’@ 效果还差，且随着检测时
间的延长，催化效果也并无明显变化。实验结
果如图 @ 所示。原因可能是由于 "!$ 气具有
（#!）
碱性，在 :@ 转变为 :-#; 的过程中会产生
图@
,-./ @

碱对催化剂活性的影响

0112%’ 31 B&72 34 ’52 &%’-6-’-27 31 %&’&897’7

:-$ < 的表面态而使光生电子和光生空穴产生
复合，不易分离，所以催化效果不好。

’

结

论

利用粉末—溶胶方法制得的 :-#; 薄膜光
催化剂，由于其表面粗糙度增加，比表面积增大，缺陷增多，膜层变薄，活性优于溶胶—凝胶法
制得的光催化剂。此外，前驱液中 !"#$ 可以使 :-#; 薄膜的光催化活性提高，而加碱则使其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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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性降低。主要因为酸性条件下，!"# $ 不易生成，一方面使光生电子和空穴分离，另一方面
也使引发剂 %& ’ 容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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