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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热法合成了一系列不同负载率的 Bi2MoO6/纳米棒 ZnO 复合光催化剂 . 通过 XRD、FT-IR、SEM、TEM、XPS、UV-Vis、EPR 和 PL 等分析
技术对合成的样品进行表征 . 在光/超声波条件下，以亚甲基蓝（MB）为目标降解物评价其压电-光催化性能 . 结果表明：Bi2MoO6/ZnO 纳米棒

（BZ-0.6）的降解速率常数约为 ZnO 传统光催化的 9.25 倍，其性能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 ZnO 的压电效应与 Bi2MoO6/ZnO 界面形成的异质结的耦
合，有效地促进了电子和空穴的分离和转移 . 此外，同实验条件下，循环利用 5 次后 Bi2MoO6/ZnO 复合光催化剂降解率仍保持良好的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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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hanced degradation of methylene blue by Bi2MoO6 / ZnO nanorods
heterojunction via synergistic visible light-piezoelectric effect
XU Shan*，YU Yan，CHANG Liangliang，AI Xiao，CHEN Jingmin，YUAN Aohua，ZHANG N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odern Material Department，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Tailing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Shang 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

Abstract：A series of Bi2MoO6/ZnO nanorods composite photo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were synthesized by hydrothermal method. The

synthesized samples were characterized with XRD，FT-IR，SEM，TEM，XPS，UV-Vis，EPR，and PL analysis techniques. Methylene blue（MB）was
used as the target degradation product to evaluate its piezoelectric-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under light/ultrasonic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adation rate constant of Bi2MoO6/ZnO nanorods（BZ-0.6）is about 9.25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ZnO photocatalys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is the coupling of the piezoelectric effect of ZnO and the heterojunction formed at the interface of

Bi2MoO6/ZnO，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separation and transfer of electrons and holes. In addition，under the sam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the
degradation rate of Bi2MoO6/ZnO composite photocatalyst remained stable after 5 cycles.
Keywords：photocatalysis；piezoelectric；Bi2MoO6/ZnO；heterojunction

1

引言（Introduction）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半导体光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去除有害的环境污染物，如药物、染料和重金属等（Yu

et al.，2015；Guo et al.，2017）. 在目前研究的光催化剂中，氧化锌（ZnO）以其优异的物理化学和光子稳定性、无

毒性、低成本而被认为是一种有前途的光催化材料（Wang et al.，2014；陈海燕，2021 ）. 然而，纯 ZnO 具有较宽

的带隙（Eg~3.37 eV）且只能吸收紫外（UV）光，加上 ZnO 中光诱导 e- /h+的快速复合速率严重降低了光催化效
率极大限制了其光催化应用（Wang et al.，2011）. 因此，有必要将 ZnO 的光学响应从 UV 转移到可见光区，并
在长时间内保持较好的 e- /h+的分离效率 .

利用可见光活性材料构建 ZnO 的半导体异质结构是提高其光催化性能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Li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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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7；Li et al.，2018），近年来，含 Bi（III）氧化物在光催化和能量转换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Adhikari et al.，
2019；邱雨等，2020）.Bi2MoO6 由交替的钙钛矿（MoO42−）和［Bi2O2］2+ 层组成，使其具有可控的形态和适宜的 Eg

（2.5~2.7 eV）来捕获可见光 .Bi2MoO6 和 ZnO 具有很好的匹配性，可将 ZnO 的光学响应从 UV 转移到可见光区，
同时异质结还可提高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 . 例如 Pirhashemi 等（2018）采用超声辅助法制备了 Bi2MoO6/ZnO 纳

米复合材料异质结，与纯 ZnO 和 Bi2MoO6 的光催化活性相比，Bi2MoO6/ZnO 在可见光下的光催化染料污染物，
表现出较好的光催化活性 .Zhang 等（2019）通过调整实验条件，控制生长在氧化锌表面的 Bi2MoO6 的形态 . 并

通过在可见光照射下光催化还原铬（VI），与纯 Bi2MoO6 相比，复合材料在降低 Cr（VI）方面表现出更高的光催
化活性 .

但降低光诱导的 e- /h+复合率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 压电场在光催化中的应用为减少载流子复合提供

了一条有效途径（Wu et al.，2020；Zhou et al.，2020；刘守清，2021）. 六方纤锌矿 ZnO 由于其非中心对称性质而

具有优良的压电特性（Zhang et al.，2021；Yu et al.，2021），此外，ZnO 由于其压电性和半导体性的协同作用而
引起了广泛的研究，被称为压电光催化（Liu et al.，2021）. 由于 ZnO 纳米棒的高纵横比和优异的载流子运输性
能，在外力作用下可以变形并实现极化，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有前途的光催化降解体系 .Ma 等（2019）报道了在

水热合成的氧化锌纳米棒中实现了光和振动能的双捕获，压电催化过程中形成的压电势有助于分离光产生

的电子空穴对，实现了光/压电双催化的染料分解 .Xiang 等（2020）通过辅助热法制备了 Au-ZnO 纳米棒阵列 .
由于其独特的一维不对称结构，不仅集合了 ZnO 的压电效应，而且实现了光子产生载流子的空间定向分离
和迁移 . 与 ZnO 纳米棒相比，Au-ZnO 在染料降解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压电-光催化性能 .Yu 等（2020）采用简单
的两步法成功制备了新型的压电光催化剂 Ag3PO4/ZnO 纳米线，Ag3PO4/ZnO 界面上的 p-n 结与 ZnO 纳米线的

压电效应之间的耦合使得优化后的 Ag3PO4/ZnO 纳米线在可见光/超声波照射下降解 MB 和抗生素的压电光

催化性能大幅度增强 . 因此，结合压电效应的复合材料的光催化过程是增强电荷传输和光响应特性，从而提
高光催化性能的一种很好的策略 .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通过溶剂热法将 Bi2MoO6 复合在 ZnO 纳米棒上，合成 Bi2MoO6/棒状 ZnO 异质结复

合材料，采用多种分析技术进行表征，并在光和超声振动下对有机染料 MB 实现了高效降解，评价其光催化
性能及光降解机理 .ZnO 纳米棒的压电效应和 ZnO 与 Bi2MoO6 之间的异质结的结合，改善了光诱导 e- /h+对的
分离，提高了光催化性能 . 这为制备高效光催化剂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方法 .

2
2.1

实验部分（Experimental part）
试剂和仪器

ZnSO4·7H2O、N2H4·H2O、Bi（NO3）3·5H2O、Na2MoO4·2H2O、HOCH2CH2OH、NaOH、C2H5OH（95％ 、无 水）、

亚甲基蓝（MB）
（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50&100 mL 不锈钢高压反应釜（沈阳沈予仪器有限责
任公司）；CEL-HXF300 氙灯光源系统（北京中教金源科技有限公司）；X’Pert Powder PRO 型 X 射线衍射仪

（德国）；UV1600PC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F4600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日立
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总有机碳分析仪（浙江泰林仪器有限公司）.
2.2

2.2.1

样品的制备及表征

ZnO 纳米棒的合成

采用水热法合成氧化锌纳米棒（Zhang et al.，2019）. 将 ZnSO4·7H2O（600 mg）分散

在 NaOH 溶液中（60 mL 0.5 mol·L-1）磁力搅拌 30 min. 然后加入 10 mL N2H4·H2O，继续搅拌 30 min，将所得溶
液转移到 100 mL 高压反应釜中，加热至 90 ℃，保持 6 h. 待样品冷却至室温后，离心并收集白色沉淀，用去离
子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洗涤 3 次，最后在真空 60 ℃下干燥 8 h.
2.2.2

Bi2MoO6/ZnO 纳 米 棒 的 合 成

采 用 一 步 溶 剂 热 反 应 合 成 了 Bi2MoO6/ZnO 纳 米 棒（Li et al.，2017；

Zhang et al.，2018）. 采用超声法将 Bi（NO3）3·5H2O（1.2 mmol）和 Na2MoO4·2H2O（0.6 mmol）分别溶解到乙二醇

中 . 然后将两种溶液混合，并加入 30 mL 的无水乙醇，磁力搅拌 30 min. 再将 1 mmol ZnO 纳米棒分散到溶液
中，搅拌 60 min 后，将上述混合液转移到 50 mL 高压反应釜中，加热至 120 ℃，保持 24 h. 待样品冷却至室温

后，离心并收集白色沉淀，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洗涤 3 次，最后于真空 60 ℃下干燥 8 h. 为了便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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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物质的量的比为 0.6∶1 的 Bi2MoO6/ZnO 复合材料样品命名为 BZ-0.6. 通过改变前驱体浓度，制备了另外
3 个 Bi2MoO6/ZnO 样品，分别为 BZ-0.2、BZ-0.4 和 BZ-0.8.
2.2.3

材料表征方法

采用 X 射线衍射分析（XRD）测试分析晶体结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透射电子

显微镜（TEM）分析样品的形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和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分析催化剂的官能
团和元素组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Vis DRS）分析光吸收性能；荧光光谱（PL）分析光生电子-空穴对复
合机率的大小；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EPR）分析样品中自由基 .
2.3

压电-光催化协同降解实验

考察不同负载比 Bi2MoO6/ZnO 纳米棒对 MB 的降解情况，实验中光源为 300 W 氙灯（用型号为 CEL-

UVIRCUT420 滤光片滤去波长≤420 nm 的光），用超声波清洗器提供了超声波振动（JP-008，50W，40 kHz），称
取 0.05 g Bi2MoO6/ZnO 加入到 50 mL 初始浓度为 10.0 mg·L-1 MB 中，取样并编号为 1. 避光搅拌 30 min 以达到

吸附平衡，取样并编号为 2；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在超声波清洗器中加入冰控制反应过程中温度保持不变 . 在

光和超声波照射后，每间隔 5 min 取样并依次编号，直至 MB 无色；在 664 nm 处测量吸光度强度 . 并进行活性

物种的掩蔽实验及循环利用实验，利用总有机碳分析仪分析不同物质的量的比复合材料最终降解液的矿化
程度，初步探讨了光催化反应机理 .
2.4

3
3.1

分析方法

采用 UV-1600PC 型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于波长 664 nm 处测吸光度值，计算 MB 降解率 .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XRD 分析

对 制 备 ZnO 纳 米 棒 、Bi2MoO6 和 不 同 负 载 比 的

Bi2MoO6/ZnO 复 合 光 催 化 剂 XRD 见 图 1. 如 图 1 所 示 ，
ZnO 纳 米 棒 的 所 有 特 征 衍 射 峰 均 与 六 方 铅 锌 矿 ZnO

（JCPDS36-1451）一致（Wang et al.，2008）. Bi2MoO6 在 2θ=
28.31°、32.53°、46.74°、55.44°、58.48°处观察到衍射峰分

别 归 属 于 正 交 Bi2MoO6（JCPDS21-0102）的（131）、

（200）、
（202）和（331）晶 面（Ding et al.，2017）. 对 于
Bi2MoO6/ZnO 纳米棒，ZnO 的特征衍射峰很明显，基本
没有位置的变化，Bi2MoO6 的特征峰（JCPDS21-0102）同

时 也 很 明 显 ，且 随 着 物 质 的 量 的 从 0.2 增 加 到 0.8，
Bi2MoO6 的特征峰强度逐渐增强，ZnO 的特征峰强度逐
渐 减 弱 . 基 于 上 述 结 果 ，采 用 溶 剂 热 法 成 功 制 备 了
Bi2MoO6/ZnO 复合材料 .
3.2

FTIR 分析

图 2 分别为 ZnO 和不同物质的量的比 Bi2MoO6/ZnO

复合材料的 FT-IR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ZnO 及不同物质

图1

ZnO 纳米棒、Bi2MoO6 和不同组分的 Bi2MoO6/ZnO 复
合光催化剂 XRD 图

Fig. 1

XRD patterns of ZnO nanorods ，Bi2MoO6 and Bi2MoO6/
ZnO Composite photocatalyst with different components

的 量 的 比 Bi2MoO6/ZnO 纳 米 棒 的 特 征 吸 收 峰 分 别 为 ：3438.626、1627.706、842.782、734.782、557.354 和

466.712 cm-1. 其中 3438.626 和 1627.706 cm-1 处的特征吸收峰对应 O-H 的伸缩和弯曲振动，可归因于吸附在样

品表面上的水分子 .500~900 cm-1 的吸收带为 Mo-O，Bi-O 拉伸和 Mo-O-Mo 伸缩振动吸收峰，475 cm-1 对应 Zn-O
伸缩振动（郭梦圆，2021）. 综上所述可知，Bi2MoO6 和 ZnO 的特征吸收峰其复合材料都具备，表明 Bi2MoO6 和纳
米 ZnO 以成功复合 .
3.3

XPS 分析

用 XPS 进一步研究了样品 BZ-0.6 的表面成分和化学状态 . 图 3a 为 BZ-0.6 的 XPS 全谱，图中可以看出表

面杂化后 XPS 图谱中清楚地显示出 Bi、Mo、O、C 和 Zn 的特征峰 . 图 3b 中，Bi 4f 区在 159.1 和 164.3 eV 处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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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强峰，分别是 Bi3+的 Bi 4f7/2 和 Bi 4f5/2（Zhang et al.，2012；Zhuang et al.，2012）. 位于结合能约 232.4 和 235.6 eV

的峰对应于 Mo 3d5/2 和 Mo 3d3/2 两个明显的对称峰，由此推断样品中 Mo 元素是以 Mo6+存在（Qiao et al.，2018）.

图 3d 中 O1s 光谱被拟合为 4 个峰 . 在 531.6 eV 处的峰来源于吸附的 H2O 分子的 O-H 键 . 其他 3 个峰在 529.8、
530.1 和 530.8 eV 处的结合能分别与 Bi-O 键、
Zn-O 键和 Mo-O 键一致，
进一步验证了 Bi2MoO6 在 ZnO 纳米棒上的

成功生长 .图 3e中 C 1s光谱在 284.8 eV 和 288.8 eV 显示的峰为对应于 sp2杂化碳的 C==C结合能；
图 3f中在 1021.6
和 1044.9 eV 处的峰分别是 Zn 2p3/2 和 Zn 2p1/2 的特征峰（Guo et al.，
2017）.这结果和 XRD 和 FTIR 结果一致.

图2
Fig. 2

图3
Fig.3

3.4

ZnO 和 Bi2MoO6/ZnO 复合材料 FTIR 图

FTIR diagram of ZnO and Bi2MoO6/ZnO composites

BZ-0.6 的全谱（a），Bi 4f（b），Mo 3d（c），O 1s（d），C 1s（e）和 Zn 2p（f）高分辨 XPS 谱图

Full spectrum of BZ-0.6（a），Bi 4f（b），Mo 3d（c），O 1s（d），C 1s（e）and Zn 2p（f）high resolution XPS

SEM 和 TEM 分析
通过 SEM 研究了 ZnO 和 Bi2MoO6/ZnO 复合纳米棒（BZ-0.6）样品的形貌 . 如图 4a 所示，合成的 ZnO 纳米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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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约为 300 nm，表面相对光滑，为光催化剂的负
载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 图 4b 显示大量 Bi2MoO6 纳米

颗粒生长在 ZnO 纳米棒的外表面，证实了 Bi2MoO6

纳 米 晶 体 的 高 能 成 核 位 点 的 存 在（Chen et al.，
2014）. 图 4c 显 示 一 维 ZnO 纳 米 棒 的 整 个 表 面 被
Bi2MoO6 超薄纳米片均匀的覆盖，形成一个三维的核

壳 结 构 . 这 种 三 维 结 构 为 底 物 分 子（Zhang et al.，
2012；Li et al.，2017）的光催化反应提供了丰富的活
性中心 . 以 BZ-0.6 样品为模型，用透射电镜观察了
复 合 材 料 的 结 构 和 组 成 . 如 图 4d 所 示 ，BZ-0.6 中
Bi2MoO6 具有薄片状结构并且均匀地覆盖在 ZnO 纳

图4

品中成功地形成了具有纤维状形貌的 Bi2MoO6/ZnO

Fig.4

米棒的表面 .SEM 和 TEM 分析结果证实在 BZ-0.6 样
核壳异质结 .
3.5

ZnO 纳 米 棒（a）、BZ-0.6Bi2MoO6/ZnO 的 SEM（b，c）和
TEM（d）图
SEM imagesof（a）ZnO nanorods，and（b，c）BZ-0.6Bi2MoO6/
ZnO and（d）TEM image of BZ-0.6Bi2MoO6/ZnO

光学性能

由图 5a 可知，ZnO 的吸收边缘在 400 nm 左右 . 相比之下，不同物质的量的比的 Bi2MoO6/ZnO 复合材料的

可见光吸收范围优于 ZnO，可以产生更多的电子和空穴 . 根据公式 ahv=A（hv-Eg）n/2（a、v、Eg 和 A 分别对应吸

收系数、光频率、带隙和常数），计算 ZnO 和 Bi2MoO6/ZnO 的禁带宽度 .ZnO 是直接带隙，取 n=2（Guo et al.，
2017；陈海燕，2021）. 如图 5a 内插图所示，根据（ahv）2 和 hv 的关系作图，以其中线性区域做拟合，得出所制备

ZnO 的禁带宽度为 3.15 eV，
Bi2MoO6 的禁带宽度为 2.86 eV，
BZ-0.6 的禁带宽度为 2.73 eV. 即 BZ-0.6 复合材料禁

带宽度与单纯 ZnO 和 Bi2MoO6 相比有所减小，
降低了电子从价带跃迁到导带所需的光照能量，
从而提高了复合
材料的光催化活性 .

图5
Fig. 5

ZnO、Bi2MoO6 和 Bi2MoO6/ZnO 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插图为（ahv）2 与 hv 的关系曲线）和荧光光谱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ZnO 、Bi2MoO6 and Bi2MoO6/ZnO（the illustration shows the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ahv）2 and hv）and
fluorescence spectra

为研究催化剂的光生电子-空穴对复合机率的大小，对 ZnO 和不同物质的量的比的 Bi2MoO6/ZnO 复合材

料进行荧光光谱测试 . 如图 5b 所示，Bi2MoO6/ZnO 复合材料相比较于单纯 ZnO 光生载流子的复合几率大幅度
降低，说明复合材料具有较快的表面电荷迁移速率，能够有效抑制光生电子-空穴的复合，从而可具有较高的
光催化活性（郭梦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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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光催化性能
如图 6 所示，考察了不同物质的量的比 Bi2MoO6/ZnO 纳米棒在不同条件下（光照射、超声、光照射+超声）

的降解效果 . 图 6a 显示，在单纯超声波条件下，ZnO、Bi2MoO6 和 Bi2MoO6/ZnO 纳米棒（BZ-0.6）降解效率都非常

低，说明超声波效应无法生成电子空穴对；ZnO 纳米棒在单纯光照射下与在光照射+超声波辐射下对比，ZnO
纳米棒的光催化效率有提高，原因可能是 ZnO 纳米棒在超声波辐射下变形产生压电场，促进了光生载流子

的分离（Yu et al.，2020）；Bi2MoO6/ZnO 在光和光+超声两种条件下的光催化效率均高于 ZnO，40 min 后对 MB
的降解率分别达到 92.49% 和 99.86%. 图 6b 显示了 ZnO 和 Bi2MoO6/ZnO 纳米棒（BZ-0.6）在不同条件下的动力
学曲线 . 在光/超声波照射下，Bi2MoO6/ZnO 纳米棒（BZ-0.6）的 k 值高达 0.1125 min-1，是 ZnO 纳米棒传统光催化

的 9.25 倍 . 这表明，负载 Bi2MoO6 形成异质结和压电效应可以有效地提高 ZnO 的光催化性能 . 此外，对比了不
同物质的量的比 Bi2MoO6/ZnO 纳米棒在光-压条件下对 MB 的降解效率，光+超声照射 40 min 后 ZnO 和复合材
料 BZ-0.2、BZ-0.4、BZ-0.6、BZ-0.8 的催化降解率分别为 52.73%、90.51%、94.53%、99.86% 和 87.61%. 为了评价

降解过程中 MB 的矿化程度，对溶液在不同反应时间时的 TOC 量进行了检测 . 结果如图 6d 所示，对于物质的
量的比为 0.6∶1 Bi2MoO6/ZnO 纳米棒在 40 min 内，有 65.68% 的 MB 被分解为 CO2 和 H2O.

图6

不同物质的量的比 Bi2MoO6/ZnO 纳米棒光-压降解效果对比图（a，b.ZnO、Bi2MoO6 和 Bi2MoO6/ZnO 纳米棒（BZ-0.6）在不同条件下的

降解效率及相应的动力学曲线；c. 不同物质的量的比 Bi2MoO6/ZnO 纳米棒在光-压条件下对 MB 的降解效率；d. 不同物质的量的比
Bi2MoO6/ZnO 纳米棒对 MB 的 TOC 去除率）
Fig. 6

Comparison of piezo-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Bi2MoO6/ZnO nanorods with different molar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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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2MoO6/ZnO 纳米棒压电-光催化稳定性

为了研究 Bi2MoO6/ZnO 纳米棒压电-光催化性能的稳定性，将样品 BZ-0.6 复合材料回收并进行了 5 次光-

压协同降解 MB 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7 所示 . 在实验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5 次循环使用的降解率分别为：
98.91%、97.74%、96.50%、94.11% 和 91.86%. 表明 Bi2MoO6/ZnO 纳米棒压电-光催化性能较稳定，在降解有机

染料实际应用中能表现出优异的降解效果 . 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循环使用后 Bi2MoO6/ZnO 纳米棒的结构变
化，对 BZ-0.6 样品进行 XRD 测试与未使用前 XRD 结果进行对比 . 如图 7b 所示，没有出现新的衍射峰，证明
Bi2MoO6/ZnO 纳米棒具有很高的重复性和光稳定性 .

Bi2MoO6/ZnO 纳米棒压电-光催化稳定性图（a. Bi2MoO6/ZnO 纳米棒 5 次循环利用对 MB 降解曲线；b. Bi2MoO6/ZnO 纳米棒使用前后

图7
Fig. 7

4

XRD 对比图）

Piezo-photocatalytic stability of Bi2MoO6/ZnO nanorods（a：MB degradation curve of Bi2MoO6/ZnO nanorods by five cycles；XRD patterns
before and after use of Bi2MoO6/ZnO nanorods ）

光催化降解机理讨论（Discussion on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mechanism）

为了进一步研究复合材料的能带结构，测试了 XPS 价带（VB）光谱，以确定样品的 VB 位置（EVB）. 如图 8

所示 .ZnO 和 Bi2MoO6 的 VB 位置分别为 2.77 和 2.08 eV. 根据 ECB= EVB - Eg，得出 ZnO 和 Bi2MoO6 的相应导带

（CB）位置（ECB）分别为−0.39 和−0.78 eV. 由此可得出 ZnO 和 Bi2MoO6 具有较好的匹配良好的能带结构，可以
形成异质结 . 这种异质结允许电子和空穴的有效分离，这可增加复合材料的光催化活性 .

图8
Fig. 8

ZnO（a）和 Bi2MoO6（b）的价带谱

Valence band spectra of ZnO（A）and Bi2MoO（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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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PR 研究 Bi2MoO6/ZnO 纳米棒压电-光催化协同降解 MB 的主要活性基团，选取 DMOP（5，5-二甲基-

1-吡咯啉 N 氧化物）为自由捕获剂 .EPR 测试结果如图 9 所示，图 9a 中在无光照条件下，样品未产生 O2-，当样

品受到光照激发后，
出现典型的 DMPO-O2-，
图 9b中，
在无光照和光照 10 min时，
样品中均未检测出 DMPO-·OH 的
特征吸收峰结果表明，Bi2MoO6/ZnO 样品受到可见光激发后可产生 O2-，但难以产生·OH.

图9
Fig. 9

Bi2MoO6/ZnO 纳米棒的 EPR 图（a.DMPO-O2-，b.DMPO-·OH）

EPR spectra of Bi2MoO6/ZnO nanorods（a.DMPO-O2-，b.DMPO-·OH）

为了进一步研究 Bi2MoO6/ZnO 纳米棒压电-光催化协同降解 MB 的主要氧化物种，使用 EDTA-2Na、对苯

醌及异丙醇做捕获剂，分别捕获空穴（h+）、超氧自由基（•O2-）和羟基自由基（•OH）
（Yu et al.，2020；徐珊，
2021），以未添加捕获剂的降解情况为对照组 .

图 10 为添加不同捕获剂之后 Bi2MoO6/ZnO 纳米棒对 MB 的降解曲线 .EDTA-2Na 和对苯醌的加入对显著

降低了 Bi2MoO6/ZnO 纳米棒对 MB 的降解效率，说明超氧自由基（•O2-）和空穴（h+）在压电-光催化降解反应中

是主要的活性物种，在 MB 的降解过程中发挥了比羟基自由基（•OH）更重要的作用 . 同时，与 EDTA-2Na 相
比，对苯醌对 Bi2MoO6/ZnO 纳米棒的光催化性能影响较大，而超氧自由基（•O2-）具有优异的强氧化性性，可以
降解大多数难以降解的有机化合物 . 结合光催化降解实验和 EPR 测试结果，可以推断出 Bi2MoO6/ZnO 纳米棒
受到光照激发后发挥主要氧化作用的是•O2-，而•OH 难以实现对 MB 的氧化分解 .

基于上述实验结果和表征数据，提出了在可见光照射下 Bi2MoO6/ZnO 纳米棒对 MB 压电-光催化协同降

解的可能机理 .

图 10
Fig. 10

添加不同活性物种捕获剂后 Bi2MoO6/ZnO 纳米棒对 MB 降解曲线（a）及动力学曲线（b）

Degradation curves（a）and Kinetics（b）of MB by Bi2MoO6/ZnO nanorods after the addition of capture agents of different activ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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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 所示，ZnO 的压电效应与 Bi2MoO6/ZnO 界面形成的异质结的耦合，使得所制备的样品具有优异的

光催化性能 . 首先，Bi2MoO6 和 ZnO 之间形成了 II 型异质结，能够实现有效的光生载流子分离 . 当 Bi2MoO6/ZnO
纳米棒在可见光照射下被激发时，光生电子从 Bi2MoO6 的 VB 被激发到 CB，在 VB 中留下相同数量的空穴 . 而
Bi2MoO6 的 CB 电位比 ZnO 更活跃，Bi2MoO6 的 CB 中的电子会迅速转移到 ZnO 上 . 因此，极大地促进了电子-空

穴对的分离，从而提高其光催化效率 . 其次，在超声和光的作用下，ZnO 产生的压电效应可以进一步促进载流
子的分离 .Bi2MoO6/ZnO 纳米棒可以在超声波照射下产生弯曲变形，ZnO 纳米棒在 c 轴上应变并产生压电电
位，同时形成压电场（Li et al.，2015）. 在 ZnO 纳米棒拉伸区产生正压电电荷，在 ZnO 纳米棒压缩区产生负压电
电荷 . 在复合材料中，压电场可以驱动光生电子/空穴向相反方向移动 . 电子向正压势表面移动，空穴向负压
势表面移动 . 就可以实现有机污染物分子的降解 . 该过程的反应如式（1）~（5）所示 .
Bi2MoO6/ ZnO + hυ → e- + h+

Bi2MoO（
6 e

-

CB

）→ ZnO（ e

-

CB

）

Bi2MoO6（h VB）+ H2O → H + O2
+

e + O2 →·O2
-

+

−

·O2 + MB → H2O + CO2
−

图 11
Fig. 11

5

（1）
（2）
（3）
（4）
（5）

Bi2MoO6/ZnO 纳米棒压电-光催化机理图

Bi2MoO6/ZnO nanorods piezoelectric-photocatalytic mechanism diagram

结论（Conclusions）
采用溶剂热法，通过控制前驱体浓度，得到了 Bi2MoO6/ZnO 纳米棒 . 并利用 XRD、SEM、TEM、XPS、UV-vis

和 PL 等分析测试了光催化剂的微观结构和性能 . 得到的复合光催化剂在光/超声波照射下，对 MB 的压电-光

催化协同降解效果明显高于 ZnO，其中物质的量的为 0.6∶1 的 Bi2MoO6/ZnO 复合材料降解速率常数约为 ZnO
传统光催化的 9.25 倍，在 40 min 内，TOC 降解率达 65.68%. 经过 5 次光催化循环实验后，Bi2MoO6/ZnO 纳米棒
保持了良好的稳定性 .Bi2MoO6/ZnO 纳米棒优异的光催化性能可归因于 ZnO 的压电效应与 Bi2MoO6/ZnO 界面
形成的异质结的耦合 . 整个实验结果表明，Bi2MoO6/ZnO 纳米棒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光催化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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