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2 卷第 6 期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22 年 6 月

Vol.42，No.6
Jun.，2022

DOI：10.13671/j.hjkxxb.2021.0571
马传军，金丹楠，郑文卓，等 .2022.g-C3N4/WO3 光阳极的除污产电性能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42（6）：63-71

MA Chuanjun，JIN Dannan，ZHENG Wenzhuo，et al.2022.Study on the decontamination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of g-C3N4/WO3 photoanode［J］.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42（6）：63-71

g-C3N4/WO3 光阳极的除污产电性能研究

马传军 2，金丹楠 1，郑文卓 1，随然 1，景浩川 1，路莹 1，*
1.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吉林省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实验室，长春 130117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环保所，大连 116045

摘要：光催化燃料电池（PFC）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半导体激发产生的活性物种降解污染物，同时将催化过程产生的电子导出获得电能，可有
效应对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 . 本文采用热蒸汽冷凝和旋转涂膜法制备了以网状氮化碳（g-C3N4）为基底，其上负载 WO3 纳米片的电极材料 .
在双腔室 H 型电解池中，以制备的 g-C3N4/WO3 为光阳极、Pt 片为阴极，盐酸四环素（TCH）和 Cr（VI）分别为阳极室和阴极室的目标污染物，构建
g-C3N4/WO3-Pt PFC 体系 . 光照 240 min 后，TCH 和 Cr（VI）的去除率分别为 79.1% 和 91.3%，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密度达到 6.70 µW·cm-2. 高活性

来源于 3 个方面：①g-C3N4 和 WO3 两种窄带半导体的同时激发，光能利用率增加；②g-C3N4/WO3 间的 Z-scheme 异质结在提高催化剂内光生载

流子分离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g-C3N4 的高导带和 WO3 的低价带优势，这对于 PFC 实现高效电子导出和污染物降解至关重要；
③g-C3N4 的网状结构和 WO3 的纳米片结构有利于催化剂与光子、污染物的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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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otocatalytic fuel cell （PFC） which exploits sunlight as energy source，could realize efficient pollutants degradation by utilizing the

semiconductor excitation and obtain electric energy by deriving the electrons originated from the catalytic process，solv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energy crisis. In this paper，the hot steam condensation and spin coating method were used to prepare electrode materials based on net-like carbon
nitride（g-C3N4）on which WO3 nanosheets were loaded. In a double-chamber H-type electrolytic cell，the g-C3N4/WO3-Pt PFC system was constructed

by utilizing the prepared g-C3N4/WO3 as photoanode，Pt sheet as cathode，as well as using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TCH）and Cr（VI）as the target

pollutants in anode and cathode compartments，respectively. After 240 min irradiation，the removal rate of TCH and Cr（VI）are 79.1% and 91.3%，
respectively，and the maximum power density is 6.70 µW·cm-2. The high reactivity come from：①both the narrow band gap semiconductors g-C3N4 and
WO3 are excited and thus increase the light utilization efficiency；②the Z-scheme heterojunction between g-C3N4/WO3 not only improves the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photogenerated carriers in catalyst，but also maintains the high conduction band of g-C3N4 and the low valence band of WO3 to the greatest

extent，which is essential for PFC to achieve efficient electron export and pollutant degradation；③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g-C3N4 and the nanosheet
structure of WO3 facilitate the contacting of catalyst with photons and pollutants.

Keywords：photocatalytic fuel cell；g-C3N4/WO3 photoanode；Z-scheme heterojunction；pollutant degradation；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TCH）；
Cr（VI）；electricity production

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人口爆发式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被不断排入水体并产生了严重污染 .

仅 2009 年，我国排放的污水量就达 589.2 亿 t，核算成 COD 为 1277 万 （
t Liu et al.，2011）. 这些污染物的化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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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贮存着大量的能源，根据日本能源协会提供的数据，其可满足全球 1/3 的能量需求 . 但目前的污水处理技

术大多只集中在对污染物快速有效地降解，而对其含有的化学能则回收甚少，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 . 因此，
开发一种既能够处置污染物，又能从中回收能源的技术势在必行 .

光催化燃料电池（PFC）以太阳光为能源，激发光阳极材料产生电子和空穴，具有强氧化性的空穴可直接

氧化降解污染物，而电子则通过外电路导出获得电能（杨开等，2006；初义聪，2019）. 该技术在解决环境污染

问题的同时，可有效应对能源危机 . 作为关键组件的光阳极，其科学合理的选取对于 PFC 活性提高意义重大 .
石墨相氮化碳（g-C3N4）因具有合适的带隙（2.70 eV）、优异的化学和热稳定性在光催化领域研究广泛 . 且与大

多半导体相比，g-C3N4 的导带位置更负（-1.12 eV vs. NHE），表明其光生 e-的还原性能优异（尹竞等，2016；Luo
et al.，2019；姜淑坤等，2020）. 然而，比表面积小、光生载流子复合严重等问题制约了 g-C3N4 的大规模应用 . 与

其它半导体复合构建异质是改善 g-C3N4 催化性能的一种有前途的方法 . 三氧化钨（WO3）光电化学性能良好、
禁带宽度（2.50~2.80 eV）适宜，尤其是价带上的空穴氧化能力超强，已成为替代 TiO2 的潜在候选者（Santato et
al.，2001；Dutta et al.，2021；李厚芬等，2021）. 构建 g-C3N4/WO3 的 Z-scheme 异质结不仅可以利用两种半导体
间的内建电场实现光生载流子的高效分离，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 g-C3N4 负的导带和 WO3 正的价带，从而

实现光量子效率和氧化还原能力的双赢（Iwashina et al.，2015；Low et al.，2017；张聪等，2021），这对于 PFC
性能的提高至关重要 .

本文从提高电极光吸收效率和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的角度出发，设计制备以网状 g-C3N4 为骨架基底，其

上负载 WO3 纳米片的 PFC 光阳极 . 以 g-C3N4/WO3 为光阳极的光催化燃料电池具有以下优点：①利用窄带半导
体 g-C3N4 和 WO3 的同时激发，提高电极光能利用率；②利用 g-C3N4 和 WO3 间的 Z-scheme 异质结，提高光阳极

电子空穴分离能力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 g-C3N4 的还原能力和 WO3 的氧化能力，提升 PFC 的产电与除污效
能；③g-C3N4 的 3D 网状骨架结构和 WO3 的纳米片状结构有利于催化材料与光子、污染物等的充分接触，加速

催化反应进行 . 以往的 g-C3N4/WO3 复合催化剂大多都用来直接降解抗生素、染料、产氢等，由于氧化还原反应
都发生在材料表面，极易造成电子空穴对的复合，降低催化效率，且粉末式的催化剂不易回收，易造成二次
污染（Lou et al.，2016）. 本文设计制备以网状 g-C3N4 为骨架基底，其上负载 WO3 纳米片的电极，以此为光阳极
组件 PFC，利用阴阳极间的电势差实现电子空穴对的分离，并分别用于盐酸四环素（TCH）和 Cr（VI）的去除 .

2
2.1

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主要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氰尿酸、苯并胍，纯度大于 99.5%，购于上海阿拉丁试剂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牛血清蛋白，

纯度大于 99.5%，购于上海阿拉丁试剂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它使用的化学品试剂均为分析纯 .

主要仪器：材料的晶相特征采用 Rigaku D/max-3c 型 X 射线衍射（XRD）仪测定，化学基团通过 Nicolet

6700 型傅里叶变换红外（FTIR）光谱仪完成，形貌在 HITACHI SU801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和

JEM-2100 PLUS 透射电子显微镜（TEM）上表征，光吸收性能通过 Cary-7000 型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测定 . 光电化学测试在 CHI660E 电化学工作站上进行，以所制备电极、Ag/AgCl 和 Pt 片分别为光阳极、参比和
阴极，0.2 mol·L-1 的 Na2SO4 为电解液 . 光源由 CELS500L Xe 灯（500 W，北京 Changtuo Technology Co.，Ltd.）提
供，光强为 100 mW·cm-2.
2.2

催化剂制备

网状 g-C3N4 电极制备：将氰尿酸和苯并胍以 1∶1 的物质的量比分散于 40 mL 去离子水中，500 r·min-1 下搅

拌 6 h 后，离心处理后 60 ℃真空干燥 . 把 FTO 导电面朝上放入石英舟后，在其上均匀覆盖上述前驱体粉末，N2
氛围下 500 ℃煅烧 2 h. 降至室温后，超声处理 10 min 以去除残留物质，获得 g-C3N4 电极 .

超薄 2D WO3 纳米片制备（Fu et al.，2019）：将 500 mg Na2WO4·2H2O 溶于 200 mL 的 HNO3 溶液中，搅拌 36

h 后，去离子水冲洗至中性 . 将收集到的粉末在 500 ℃下煅烧 3 h，得到块状 WO3. 将 50 mg 此样品分散于牛血

清蛋白溶液中（pH=4），超声处理 3 h 后，4500 r·min-1 离心去除上清液 . 将此沉淀物重新分散于 pH=4 的 100

mL 去离子水中，获得浓度为 0.5 mg·mL-1 的乳白色 WO3 原液，记为 100%. 然后通过添加不同量的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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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浓度分别为 50% 和 75% 的 WO3 悬浮液 .

g-C3N4/WO3 光阳极的制备：通过静电力自组装制备 g-C3N4/WO3 复合材料 . 将不同浓度的 WO3 悬浮液 200

µL 均匀涂敷在长有网状 g-C3N4 的 FTO 上，60 ℃干燥处理后得到 g-C3N4/WO3 光阳极 .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g-C3N4/WO3 光阳极表征

采用 SEM 和 TEM 对 g-C3N4 和 g-C3N4/WO3 的形貌进行表征 . 从图 1a 和 1b 可以看到，纯 g-C3N4 为多孔网状

骨架结构，可作为负载的良好基底 . 在 g-C3N4/WO3 的 SEM 图片中，WO3 纳米片被成功地负载在 g-C3N4 上，且随

着 WO3 悬浮液浓度的增加，g-C3N4 表面附着的 WO3 纳米片越多 . 当 WO3 浓度为 100% 时已经不能明显观察
g-C3N4 孔状结构 . 采用 TEM 对 g-C3N4/WO3 进行了微观分析，如图 2 所示，WO3 纳米片附着在 g-C3N4 上，且二者

间存在清晰紧密的接触界面，这可归因于强的界面静电粘附力，这与 g-C3N4/WO3 的 Zeta 值测定结果（图 2c）

一致 . 进一步观察，发现对应于单斜 WO3 的晶格条纹（Wen et al.，2020），g-C3N4 由于材料自身结晶度较差，
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晶格 .

图1
Fig.1

g-C3N4（a~b）、g-C3N4（
/ WO3 50%）
（c~d）、g-C3N4（
/ WO3 75%）
（e~f）和 g-C3N4（
/ WO3 100%）
（g~h）的 SEM

SEM of g-C3N（a~b）
，g-C3N4（
/ WO3 50%）
（c~d），g-C3N4（
/ WO3 75%）
（e~f）and g-C3N4（
/ WO3 100%）
（g~h）
4

图2
Fig.2

g-C3N4/WO3 的 TEM（a）、HRTEM（b）和 Zeta 值（c）

TEM（a），HRTEM（b）and zeta values（c）of g-C3N4/W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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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样品的结晶度和物相结构，对其进行 XRD 表征，结果如图 3a 所示 .g-C3N4 在 2θ=27.5o 处出现对应

（002）晶面的衍射峰，归因于其共轭芳香结构的层间堆积（唐力等，2020）.g-C3N4/WO3 样品在 2θ=23.1°、23.6°、
24.3°和 28.7°处出现了对应于 WO3 的（001）、
（020）、
（200）和（120）晶面的衍射峰，证明 WO3 在 g-C3N4 上的成功

负载（刘帅等，2019），但未观察到明显的 g-C3N4 衍射峰，推测是由 WO3 的高特征峰对 g-C3N4 的屏蔽作用导致
的（Liu et al.，2019）. 图 3b 为 g-C3N4、WO3 和 g-C3N4/WO3 的 FTIR 光谱 . 对于 g-C3N4 位于 1240~1640 cm-1 的特征峰

可归因于 C—NH—C 拉伸振动和 C=N 的拉伸振动，810 cm-1 处的尖峰源于三嗪单元的平面外弯曲振动（傅敏

等，2017）. 对于 WO3，935 cm-1 处的特征峰归因于 W=O 的拉伸振动，788 cm-1 处的峰由桥键 W—O—W 的扩展

振动产生，644 cm-1 的峰则由共角的 W—O—W 键扩展振动引起（Daniel et al.，1987）. 在 g-C3N4/WO3 的谱图中，
除了存在明显的 g-C3N4 和 WO3 特征峰外，还出现了位于 1060 cm-1 处的新峰，推测是由 WO3 中的 N 和 g-C3N4 中
的 W 形成的 W—N 键所产生的（Shi et al.，2018）.

图3
Fig.3

g-C3N4 和 g-C3N4/WO3 复合物的 XRD（a）和 FTIR（b）

XRD（a）and FTIR（b）spectra of g-C3N4 and g-C3N4/WO3 composites

对 g-C3N4 和 g-C3N4/WO3 WO3 进行光学表征 . 如图 4 所示，g-C3N4 的吸光范围为 200~475 nm. 将 g-C3N4 与

WO3 结合后，复合材料的吸收边缘与 WO3 纳米片相比发生了蓝移，可归因于 g-C3N4 的宽带隙 . 根据经典的
Tauc 公式，计算 g-C3N4 和 WO3 的带隙能分别为 2.59 eV 和 2.48 eV（Jing et al.，2021）.WO3 和 g-C3N4 的价带和
导带还可进一步确定为式（1）~（2）
（Lu et al.，2019）.

EVB = X- Ex + 1/2 Eg
ECB = EVB - Eg

（1）
（2）

式中，X 为半导体的电负性，WO3 和 g-C3N4 的电负性分别为 6.59 eV 和 4.67 eV，Ex 为自由电子的能量（4.50 eV
vs. NHE）. 最终，WO3 的价带和导带分别为 3.33 eV 和 0.85 eV，g-C3N4 的价带和导带分别为 1.47 eV 和-1.12 eV.

图4
Fig.4

g-C3N4 和 g-C3N4/WO3 复合物的 DRS（a）和带隙能（b）

UV-vis DRS spectra（a）and the corresponding band gaps（b）of g-C3N4 and g-C3N4/WO3 compo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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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 g-C3N4 和 g-C3N4/WO3 电极的光生电势和光电流密度 .g-C3N4 的光生电势为-0.18 V，负载 WO3 后，

g-C3N4/WO3 阳极的光生电势迅速增加，尤其是 g-C3N4（
/ WO3 75%）光阳极展示了最大的光生电势（-0.65 V），为

纯 g-C3N4 的 3.61 倍 . 在 图 5b 中 ，光 电 流 密 度 的 顺 序 为 ：g-C3N4（
/ WO3 75%）>g-C3N4（
/ WO3 100%）>g-C3N4/

（WO3 50%）>g-C3N4. g-C3N4/WO3 复合电极的大光电流密度得益于两种半导体间的 Z-scheme 型异质结对光生
电荷的有效分离 . 其中，g-C3N4（
/ WO3 75%）具有最大的光电流密度（13.91 µA·cm-2），约为 g-C3N4 的 2.64 倍，证

明了适当的 WO3 负载对阳极光电性能提升的重要性 . 利用 EIS 对催化剂内的电荷迁移效率进行分析，其中，

电极的电荷转移电阻可以用奈奎斯特图中的半圆直径表示，直径越大，电荷转移电阻就越大（王丹军等，
2017）. 图 5c 中，g-C3N4 的弧形直径最大，与 WO3 复合后，弧形直径减小，g-C3N4（
/ WO3 75%）的最小，说明其具有
最小的内部电阻，即此条件下制备的光阳极样品的电子-空穴分离效率最高 .

图5
Fig.5

3.2

g-C3N4 和 g-C3N4/WO3 电极的光生电势（a）、光电流密度（b）和 EIS 谱图（c）

Open-circuit voltage（a），short-circuit current（b）and EIS（c）of g-C3N4 and g-C3N4/WO3 electrode

g-C3N4/WO3-Pt PFC 体系构建及性能测试

以 g-C3N4/WO3 为光阳极，Pt 为阴极，盐酸四环素（TCH，5 mg·L-1）和 Cr（VI）
（40 mg·L-1）为阳极室和阴极室

的 目 标 污 染 物 ，构 建 g-C3N4/WO3 -Pt 可 见 光 响 应 光 催 化 燃 料 电 池 ，结 构 如 图 6 所 示 . 光 照 条 件 下 ，g-C3N4/

（WO3 75%）光 催 化 、g-C3N4-Pt PFC 和 g-C3N4（
/ WO3 75%）-Pt PFC 对 TCH 的 降 解 率 分 别 为 54.2%、60.5% 和

79.1%，对 Cr（VI）的降解率分别为 5.1%、27.8% 和 91.3%（图 7）. 分析原因：g-C3N4/WO3 间的 Z-scheme 异质结在

提高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 g-C3N4 的导带和 WO3 的高价带，对污染物的去除能力大
大增强；PFC 体系的构建更是将这些高还原性能的电子及时导出，光生电子/空穴复合率大大降低，有利于活
性物质生成，最终阳极室和阴极室的催化能力大幅提升 . 在黑暗条件下，g-C3N4（
/ WO3 75%）-Pt PFC 对 TCH 和

Cr（VI）几乎没有降解效果，这是因为没有光激发，体系不产生光生电子和空穴 . 在阴极室通入 N2 后，g-C3N4/

（WO3 75%）-Pt PFC 对 TCH 和 Cr（VI）的降解率更是提高到 86.6% 和 97.3%. 这是因为 N2 的通入可以有效抑制

68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42 卷

阴极室中电子与溶解氧的结合，使得通过外电路转移到阴极的电子直接还原 Cr（VI），与此同时，电极中被转

移的光生电子更多意味着有更多的空穴可参与氧化反应，最终获得高的 TCH 降解效率 . 对 g-C3N4/WO3-Pt
PFC（阴极通 N2）、g-C3N4/WO3-Pt PFC、g-C3N4-Pt PFC 和 g-C3N4/WO3-Pt PFC（暗态）进行产电性能表征，即极化

曲线与功率密度测定，如图 8 所示 . 在各电极体系中，阴极室通 N2 的 g-C3N4/WO3-Pt PFC 体系的产电能力最为
突出，其 Pmax 可达到 22.63 µW·cm-2，是 g-C3N4-Pt PFC 和 g-C3N4/WO3-Pt PFC 的 8.92 倍与 3.38 倍 .

图6
Fig.6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g-C3N4/WO3-Pt PFC

图7
Fig.7

图8
Fig.8

g-C3N4/WO3-Pt PFC 示意图

TCH（a）和 Cr（VI）（b）的降解效率

Degradation rate of TCH（a）and Cr（VI）（b）

不同 PFC 体系的极化曲线（a）与功率密度曲线（b）

Polarization curves（a）and power density curves（b）during different PFC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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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3N4/WO3-Pt PFC 产电污机理探讨

进行自由基捕获实验以揭示活性物种在降解过程中的作用 . 如图 9a 所示，在阳极室中加入草酸铵

（AO）、叔丁醇（TBA）和氮气（N2）分别作为 h+ 、
·OH 和·O2- 的捕获（抑制）剂，在阴极室中加入四氯化碳（CCl4）
作为 e-捕获剂（Nosaka et al.，2017）. 通入 N2 后，污染物的降解效率未出现明显下降，证明超氧自由基未在体系

内发挥作用 . 添加 TBA 后，光阳极的催化活性受到抑制，证明空穴或者作为直接氧化剂或者作为羟基自由基
来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 添加 AO 后，也出现了相似的降解效果 . 综上证明羟基自由基是 TCH 降解过程中的

第一活性物种 . 此外，采用电子顺磁共振（ESR）监测了反应过程中羟基自由基的产生，如图 9b 所示 . 暗态下，
没有观察到 DMPO-·OH 的 ESR 信号 . 光照后，g-C3N4 与 WO3 的复合物均表现出明显的 DMPO-·OH 特征峰 .
其中，g-C3N4（
/ WO3 75%）的 ESR 信号最强烈，证明其产生的·OH 自由基最多，与其降解性能相匹配 . 阴极室内
引入 CCl4 后，Cr（VI）降解明显受到抑制，证明了电子在阴极室催化反应中的重要作用 .

图9
Fig.9

g-C3N4/WO3-Pt PFC 自由基捕获实验（a）和 DMPO 自旋捕集 DMPO-·OH 的 ESR 光谱（b）

Radical trapping experiments（a）in g-C3N4/WO3-Pt PFC system and DMPO spin-trapping ESR spectra for DMPO-·OH（b）

基于以上数据，对 g-C3N4/WO3-Pt PFC 的运行机理进行分析，如图 10 所示 . 光照下，WO3 和 g-C3N4 被同时

激发，产生光生 e-/h+. 此时，若两种半导体间形成的是 II 型异质结，则 g-C3N4 导带上的 e-将迁移到 WO3 的导带
上，而 WO3 的价带 h+将转移到 g-C3N4 的价带上 . 由于 g-

C3N4 的 价 带（VB）为 1.47 eV，低 于·OH/H2O（2.38 eV）

（柴晴雯等，2019），无法产生羟基自由基 . 显然，此假

设与自由基捕获实验相矛盾 . 因此，WO3 与 g-C3N4 构成

了 Z-scheme 异质结，即 WO3 的导带 e- 与 g-C3N4 的价带

h+ 相 结 合 ，留 下 g-C3N4 上 具 有 强 还 原 能 力 的 电 子 和
WO3 上具有强氧化能力的空穴，空穴可进一步氧化水

生成羟基自由基实现 TCH 的高效去除，电子则通过外

电路导出获得电能，并还原 Cr（VI）
（Huang et al.，2013；
Cui et al.，2017）.g-C3N4/WO3-Pt PFC 内电子、空穴迁移
途径可表示为式（3）~（9）.

图 10
Fig.10

WO3 + hv → e-1 + h+1

g-C3N4 + hv → e 2 + h
-

+

g-C3N4/WO3 PFC 的运行机理

Operation mechanism of g-C3N4/WO3-Pt PFC

（3）
2

WO3（e 1 ）+ g-C3N4（h 2）→ WO3 + g-C3N4
-

+

WO3（h 1）+ H2O → •OH + H
+

+

•OH + TCH → intermediate products → CO2 + H2O
g-C3N4（e 2）+ Pt → Pt（e 2）
-

-

Pt（e 2）+ Cr（VI）→ Pt + Cr（III）
-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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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催化燃料电池的稳定性是评价电池性能优劣的重要参数 . 图 11 分别为阳极室（a）和阴极室（b）的连续

光催化降解实验 .6 次重复使用后，对 TCH 的和 Cr（VI）降解率仍保持在 76.5% 和 89.5%，展示了较高的稳定
性 . 比对降解前后 g-C3N4/WO3 阳极片的 SEM 图和 FTIR 光谱（图 12），发现形貌和结构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 综
上所述，设计制备的 g-C3N4/WO3-Pt PFC 因为具有良好的产电降解能力及稳定性，展示了较大的应用潜力 .

图 11
Fig.11

Recycling experiments of anode chamber（a）and cathode chamber（b）in g-C3N4/WO3-Pt PFC system

图 12
Fig.12

4

光催化燃料电池阳极室（a）和阴极室（b）重复实验

g-C3N4/WO3 光阳极催化反应前后的 SEM 图（a）和 FTIR 图谱（b）

SEM（a）and FTIR spectra（b）of g-C3N4/WO3 photoanode before and after photocatalytic reactions

结论（Conclusions）
1）设计制备了三维网状 g-C3N4 与 WO3 纳米片复合的光阳极 . 光电化学测试表明，复合电极的光生电势和

光电流密度分别为-0.65 V 和 13.91 µA·cm-2，是纯相 g-C3N4 的 3.61 和 2.64 倍 .

2）构建的 g-C3N4/WO3-Pt PFC 展示了高的除污效果和产电能力 . 光照 240 min 后，对 TCH 和 Cr（VI）的去除

效率分别达到 79.1% 和 91.3%，最大输出功率密度为 6.70 µW·cm-2，展示了较大的应用潜能 .

6期

马传军等：g-C3N4/WO3 光阳极的除污产电性能研究

71

责任作者简介：路莹，女，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光催化污染控制技术与新型环境功能性纳米材料在水处理领域的
应用 . 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30 余篇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柴晴雯，吕艳，张周，等 .2019.Cu2O@ZnO 复合光催化剂对难生物降解有机物的光降解[J]. 中国环境科学,39(7):2822-2830
初义聪 .2019. 基于 BiVO4/TiO2 NT 和 Cu2O/TiO2 NT 的双极光催化燃料电池设计制备及性能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Cui L，Ding X，Wang Y，et al. 2017. Facile preparation of Z-scheme WO3/g-C3N4 composite photocatalyst with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under visible light[J].Applied Surface Science,391:202-210

Daniel M F，Desbat B，Lassegues J C，et al. 1987. Infrared and Raman study of WO3 tungsten trioxides and WO3·xH2O tungsten trioxide tydrates[J].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67(2):235-247

Dutta V，Sharma S，Raizada P，et al.2021.An overview on WO3 based photocatalyst for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
Engineering,9:105018

Fu J，Xu Q，Low J，et al.2019.Ultrathin 2D WO3/g-C3N4 step-scheme H2-production photocatalyst[J].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243:556-565
傅敏，徐海燕，吴四维 .2017. 镧掺杂 TiO2/g-C3N4 复合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可见光催化活性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37(3):994-1002

Huang L，Xu H，Li Y，et al.2013.Visible-light-induced WO3/g-C3N4 composites with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J].Dalton Transactions,42:86068616

Iwashina K，Iwase A，Ng Y H，et al. 2015. Z-schematic water splitting into H2 and O2 using metal sulfide as a hydrogen-evolving photocatalyst and
reduced graphene oxide as a solid-state electron mediator[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137(2):604-607

姜淑坤，孟祥哲 .2020. 探究光催化技术在水体污染物去除中的应用—以石墨相氮化碳（g-C3N4）为例[J]. 农业与技术,40(13):26-28

Jing H，Ou R，Yu H，et al.2021.Engineering of g-C3N4 nanoparticles/WO3 hollow microspheres photocatalyst with Z-scheme heterostructure for boosting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degradation[J].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255:117646

李厚芬，薛帅，曹雅洁，等 .2021. 类单晶纳米片状 WO3 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J]. 中国环境科学,41(4):1615-1623

刘帅，刘进博，李旭贺，等 .2019.WO3/g-C3N4 异质结催化剂的制备及其氧化脱硫性能[J]. 燃料化学学报,47(7):852-862

Liu W，Zhou J，Hu Z. 2019. Nano-sized g-C3N4 thin layer@CeO2 sphere core-shell photocatalyst combined with H 2O2 to degrade doxycycline in water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J].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227:115665

Liu Y B，Li J H，Zhou B X，et al.2011.Efficient 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simultaneously wastewater treatment via a high-performance photocatalytic
fuel cell[J].Water Research,45:3991-3998

Lou Z，Xue C. 2016. In situ growth of WO3-x nanowires on g-C3N4 nanosheets：1D/2D heterostructures with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J].
CrystEngComm,18:8406-8410

Low J，Yu J，Jaroniec M，et al.2017.Heterojunction photocatalysts[J].Advanced Materials,29(20):1601694

Luo Y Q，Yan Y，Zheng S S，et al.2019.Graphitic carbon nitride-based materials for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J].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7:901-924

Lu Y，Jing H，Yu H，et al.2019.Enhanced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BiVO 4/Pt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visible-light illumination and ultrasound waves[J].
Journal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102:133-142

Nosaka Y，Nosaka A Y.2017.Generation and dete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photocatalysis[J].Chemical Review,117:11302-11336

Santato C，Odziemkowski M，Ulmann M，et al.2001.Crystallographically oriented mesoporous WO 3 films：Synthesis，characterization，and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123(43):10639-10649

Shi A，Li H，Yin S，et al.2018.H2 evolution over g-C3N4/Csx WO3 under NIR light[J].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228:75-86
唐力，夏静芬，杨国靖，等 .2020.Ce/TiO2/g-C3N4 异质结的制备及光催化降解 PFOA 反应机制[J]. 环境科学学报,40(3):950-958

王丹军，申会东，郭莉，等 .2017.BiOBr/Bi2MoO6 异质结的构筑及对甲基橙的吸附/光催化性能的协同作用机制[J]. 环境科学学报,37(5):1751-1762

Wen P，Wang C，Lan Y，et al. 2020. In situ synthesis of crystalline Ag-WO3 nanosheets with enhanced solar photo-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for
splitting water[J].Cryst Eng Comm,22(1):105-112

杨开，徐云兰，登杰 .2018.C-TiO2/Ti-Cu2O/Cu 光催化燃料电池的性能[J]. 环境化学,37(1):108-114

尹竞，廖高祖，朱冬韵，等 .2016.g-C3N4/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光催化活性的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36(3):735-740

张聪，王灿，赵欣，等 .2021.Z-scheme V2O5-Ag2O/g-C3N4 异质结制备及其可见光催化性能[J]. 中国环境科学,41(1):185-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