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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氧化石墨烯（GO）、超薄 g-C3N4（UCN）、AgNO3 和 KI 为前驱体，首先通过超声法合成 GO/超薄 g-C3N（GO/UCN）
异质结光催化剂，然后通
4

过化学沉淀法在 GO/UCN 片层上沉积不同质量分数的 AgI 纳米颗粒，进一步合成 AgI/GO/UCN 异质结光催化剂 . 以罗丹明 B（RhB）为目标污染
物，测试其可见光催化活性及光催化降解机理 . 结果表明：① 当 AgI 质量分数为 30% 时，AgI/GO/UCN 的可见光催化活性最高，在 60 min 内对

RhB 的光降解率达到 98.42%；② 30%AgI/GO/UCN 的最大光吸收边红移至 460 nm（UCN 为 430 nm），禁带宽度由 UCN 的 2.66 eV 缩窄至 2.53 eV；
其瞬态光电流密度提升至 2.251 μA·cm-2（而 UCN 为 1.556 μA·cm-2），电化学阻抗谱电弧半径显著减小；③催化剂稳定性良好，重复使用 4 次对

RhB 的降解效率仍可达 89.61%；④对 RhB 催化氧化起主要作用的活性物种是·O2-，1O2 次之；⑤AgI/GO/UCN 符合 Type-II 型异质结，电子聚集在
AgI 的导带而空穴聚集在 UCN 的价带中，能有效实现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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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lecting graphene oxide （GO），ultrathin graphite phase carbon nitride （UCN），AgNO3 and KI as precursors，a new promising
heterojunction photocatalyst AgI/GO/UCN was prepared by two steps：the heterojunction photocatalyst GO/UCN was synthesized by ultrasonic method

first，then AgI nano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mass loading were deposited on GO/UCN by chemical precipitation method. In order to reveal its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under visible light for pollutant degradation，characterization and photodegradation experiments on RhB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① When the mass fraction of AgI was 30%，the AgI/GO/UCN heterojunction was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photo degradation

efficiency for RhB（98.42%）；②For the optimal AgI/GO/UCN，the light absorption wavelength edge was shifted from 430 nm（UCN）to 460 nm and

the band gap was narrowed from 2.66 eV（UCN）to 2.53 eV，while the transient photocurrent density was increased from 1.556 μA·cm-2（UCN）to
2.251 μA·cm-2，with markedly reduced inner resistance expressed by EIS；③The stability of the AgI/GO/UCN was acceptable and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RhB was still up to 89.61% after four consecutive recycling use；④·O2- was the dominant active species conducting photocatalysis of RhB，followed
by 1O2；⑤AgI/GO/UCN conformed to Type-II heterojunction. Electrons were clustered in the conduction band of AgI，while the holes were gathered in
the valence band of UCN，which can lead to the electron-hole pairs being effectively sepa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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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石墨相氮化碳（g-C3N4）是一种具有可见光响应特性的非金属有机聚合物半导体材料 . 因其具有优良的

抗酸碱性、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以及结构和性能易于控制、能吸收可见光的特点，因而成为光催化领域的
研究热点（徐建华等，2016）. 但传统的块状 g-C3N4 比表面积较小、禁带宽度较大（2.7 eV），电子传输效率慢，严

重限制了其光催化活性 . 为此，研究人员采取了不同手段对块状 g-C3N4 进行形貌调控，如介孔 g-C3N（mpg4
C3N4）
（Wang et al.，2009）、g-C3N4 纳 米 空 心 球（Sun et al.，2012）、介 孔 g-C3N4 纳 米 棒（Li et al.，2012）和 超 薄

g-C3N4 纳米片（苏跃涵等，2017）等 . 其中，超薄 g-C3N4 在制备过程中无需使用模板，制备方式简单，成本低，因
而得到广泛应用 .

目前，研究人员已成功制备得到片层厚度约为 2~4 nm 超薄 g-C3N4 纳米片（UCN）. 随着 UCN 片层厚度降

低，其晶粒尺寸也从体相变为原子级（张宇航等，2017）. 这使得 UCN 具有比普通 g-C3N4 更大的比表面积，因而

具有更多的活性位点和更大的反应物接触面积；同时，2D 形貌的 UCN 纳米片表面能完全展开，因而使其具

有更大的光子吸收面积，提高了其对光能的吸收利用效率 . 此外，粒径尺寸的减小，缩短了光生电荷从其内
部迁移到表面的距离，降低了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复合几率（陈艳等，2017）.Yang 等（2013）采用沸点较低的异

丙醇溶液作为分散剂，通过超声剥离块状 g-C3N4 得到片层厚度为 2 nm 的 UCN 纳米片，其比表面积达到了
384 m2·g-1.Qiu 等（2015）则通过 H2 氛围热剥离法，煅烧块状 g-C3N4 得到 2 nm 片层厚度的 UCN，其比表面积高
达 260 m2·g-1，是块状 g-C3N（27
m2·g-1）的 10 倍 . 该种 UCN 对 MB 的降解率由块状 g-C3N4 的 18% 提高到 59%. 然
4

而，由于 g-C3N4 的固有缺点，UCN 依然存在可见光吸收能力不足，光生电子-空穴对快速复合等问题，且其对
污染物的降解效果提高有限 . 因此，有必要对 UCN 进一步改性，以提高其量子效率和可见光利用效率 .

Ag 系卤化物 AgX（X=Cl、Br、I）的光敏特性被广泛应用于摄影领域 . 在可见光照射下，AgX 能够吸收光子

并释放自由电子-空穴对，是一种潜在的可见光催化剂材料（Zhang et al.，2017）. 同时，由于 AgX 的光学不稳定

性，其表面在光照下通常会部分还原为金属银（Bai et al.，2019），使少量金属 Ag 纳米粒子（AgNPs）共存于

AgX 上 .AgNPs 诱导的等离子共振效应（SPR）可拓宽催化剂对可见光的吸收范围，提高光生载流子的分离效
率（赖树峰等，2021）. 将 AgX 与 g-C3N4 复合，制成异质结光催化剂，能有效抑制 g-C3N4 中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复
合，提高其光催化活性 .Liu 等（2015）利用超声/化学吸附法将 g-C3N4 包裹在 AgI 表面合成了 AgI@g-C3N4 核壳

光催化剂，其在 120 min 内对 MB 的光催化降解率可达 99.6%，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 彭慧等（2019）通过化学

沉淀法合成了不同 AgI 质量比例的 AgI/g-C3N4 复合材料 . 当 AgI 质量比例为 20% 时，AgI/g-C3N4 的光催化性能

最好 . 其在 120 min 内对孔雀石绿（MG）溶液的降解率达到 98.8%，
反应速率常数为 0.5109 min-1，
是纯 g-C3N（k=
4
0.2173 min-1）的 2.35 倍 .

氧化石墨烯（GO）是石墨烯的重要衍生物，由于其光学性能稳定、亲水性好并且具有独特的电化学性能

（刘甜甜，2021），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光催化材料的改性研究 .GO 主要作用有：①GO 超高的电子迁移速度，
可迅速将价带上的电子转移到导带，从而促进了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分离；②GO 具有极大的比表面积，能增

加反应的活性位点；③GO 本身有一定的光吸收性能，可拓宽光催化材料对光的吸收范围 .Yu 等（2014）采用
氰胺一步煅烧法制备了 GO 修饰的多孔 g-C3N（p-g-C
. 由于 p-g-C3N4/GO 异质结提高了光生电子-空穴
4
3N4/GO）
对分离效率，从而具有更高的光催化活性，其光催化降解 MB 的动力学常数比纯 g-C3N4 提高了 6 倍 .

因此，本研究利用超声和化学沉淀法两步合成 AgI/GO/UCN 异质结光催化剂，通过 SEM-EDS、XRD、UV-

vis、PL 和电化学工作站等手段对 AgI/GO/UCN 异质结的微观形貌、元素组成、晶体结构、光吸收能力等进行表

征分析 . 研究 UCN、GO/UCN 和不同质量分数 AgI 负载的 AgI/GO/UCN 异质结催化性能的差异，并探讨 AgI/
GO/UCN 异质结的稳定性与光催化机理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实验材料

尿素（CH4N2O，分子量 60.06）、三聚氰胺（C3H6N6，分子量 126.12）、氯化铵（NH4Cl，分子量 53.49）、石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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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分子量 12.01）、碘化钾（KI，分子量 166.00）、罗丹明 B（C28H31ClN2O3，分子量 479.01）、糠醇（C5H6O2，分子量

98.10）均购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8% 浓硫酸（H2SO4，分子量 98.08）、盐酸（HCl，分子量

36.46）、30% 过氧化氢（H2O2，分子量 34.01）、硝酸钠（NaNO3，分子量 84.99）均购于广州化学试剂厂；高锰酸钾

（KMnO4，分子量 158.034）、无水乙醇（C2H6O，分子量 46.07）均购于天津大茂化学试剂厂；硝酸银（AgNO3，分子
量 169.87）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对苯醌（C6H4O2，分子量 108.10）购于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
公司；异丙醇（（CH3）2CHOH，分子量 60.10）购于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草酸铵（（NH4）2C2O4·H2O，分
子量 142.10）购于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 . 以上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自制去离子水 .
2.2

超薄 g-C3N（UCN）
的制备
4

准确称取 3 g 尿素、3 g 三聚氰胺和 10 g 氯化铵于 100 mL 烧杯中，加入 20 mL 去离子水，用玻璃棒搅拌使

混合物充分溶解 . 随后将烧杯置于 75 ℃的加热搅拌器上，待水分蒸干后，将混合物转移到 50 mL 的带盖氧化
铝坩埚中，并用铝箔纸将坩埚包裹后置于马弗炉中 . 以 2.7 ℃·min-1 升温速率升至 550 ℃（保持 3 h）. 待其冷却
至室温，将烧制的固体充分研磨，得到黄色的 UCN 粉末 .
2.3

AgI/GO/UCN 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制备

AgI/GO/UCN 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制备见图 1.

第一步，制备 GO 分散液 . 首先通过超声辅助

Hummers 法制备 GO（邹正光等，2011），随后准确称

取 100 mg 自制 GO 粉末，溶于 100 mL 去离子水中，
并置于超声机中超声 4 h，得到 1 mg·mL-1 的 GO 分
散液 .

第二步，通过超声法制备 GO/UCN 异质结光催

化剂 . 准确称取 100 mg 自制 UCN 粉末，将其分散于
26 mL 去离子水中，随后加入 4 mL 的 GO 分散液，并

将其置于超声机中超声 1 h. 随后通过离心分离收集
样品，用无水乙醇和纯水分别洗涤样品数次，得到
GO/UCN 异质结光催化剂，并命名为 GO/UCN.

图1

AgI/GO/UCN 异质结的制备流程图

Fig.1

Flow chart of AgI/GO/UCN preparation

第三步，通过化学沉淀法制备 AgI/GO/UCN 异质结 . 将装有 GO/UCN 悬浊液的烧杯置于磁力搅拌器上，按

催化剂中 AgI 质量分数计算出 AgNO3 标准溶液（0.1 mol·L-1）的滴加量，并逐滴滴加到烧杯中，避光并充分搅

拌 0.5 h，使 Ag+在溶液中分散均匀 . 然后，逐滴滴入 KI 标准溶液（0.1 mol·L-1），继续避光搅拌 2 h，使溶液中 Ag+
反应完全 . 接着，通过布氏漏斗抽滤收集样品，用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分别洗涤样品数次，置于 50 ℃烘箱中
干燥 12 h，得到青灰色的 AgI/GO/UCN 异质结样品 . 保持 GO/UCN 的量不变，通过改变 AgNO3 和 KI 标准溶液的

滴加量，分别得到质量比为 10%、20%、30%、40% 和 50% 的 AgI/GO/UCN 异质结，并分别命名为 10%AgI/GO/
UCN、20%AgI/GO/UCN、30%AgI/GO/UCN、40%AgI/GO/UCN、50%AgI/GO/UCN.
2.4

AgI/GO/UCN 异质结的性能表征

AgI/GO/UCN 异质结的性能参数采用如下方式进行表征：①物相结构采用 X 射线衍射仪分析（德国

Bruke-D8 型，2018）；②微观形貌特征和元素组成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表征（捷克 Tescan 公司，
2018）；③光吸收性能采用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测量（UV-3600（ DRS），日本岛津公司，2018）；④光生
电子-空穴对的分离效率采用荧光分光光度计（Fluorolog-3，美国 HORIBA 公司）和电化学工作站（1470E，英
国 AMETEK（GB）公司）进行表征 .
2.5

光催化性能测试

以罗丹明 B（RhB）溶液为模拟污染废水（浓度为 10 mg·L-1），采用 300 W 的氙灯作为光源（用滤光片滤掉

波长 420 nm 以下的紫外光）. 实验时，准确称量 20 mg UCN、GO/UCN 和 AgI/GO/UCN 光催化剂，分别投入到 50

mL 的 RhB 模拟污水溶液中，并超声 5 min 使其充分分散 . 先在暗态环境下搅拌 30 min，使光催化剂达到吸附脱附平衡，然后将反应液置于可见光照射环境下（液面距离光源为 20 cm，通过冰水浴维持反应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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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每隔 10 min 取样 1 次，混合溶液经 0.22 μm 滤膜过滤后，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定溶液的吸光度 .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不同可见光催化剂的光降解性能比较

不同光催化剂对 RhB 的可见光降解性能如图 2 所示 . 由图 2a 可知，RhB 的光照自降解作用极其微弱，在

可见光照射条件下性能稳定（空白对照实验组）. 在暗态条件下，所有催化剂对 RhB 均具有吸附能力，并在 30

min 内达到吸附平衡 . 在可见光下照射 60 min 后，UCN 和 GO/UCN 对 RhB 的降解率分别为 57.59% 和 75.75%.
在 UCN 中加入 GO，其光催化效果提升了 18.16%. 其原因可能是：GO 作为电荷转移通道，能增强电荷转移效

率，从而提高了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分离效率（张严威，2018）. 同时 GO 的大比表面积也为反应提供了更多的
活性位点 . 当 AgI 沉积在 GO/UCN 表面后，不同 AgI 质量分数（10%、20%、30%、40% 和 50%）的 AgI/GO/UCN 异

质结对 RhB 的光催化降解效果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 当 AgI 的质量分数为 30% 时，AgI/GO/UCN 异质结对

RhB 的催化降解效果最好，在 60 min 内对 RhB 的降解率可达 98.42%. 但当 AgI 的负载量增加至 40% 和 50%
时，AgI/GO/UCN 对 RhB 的催化降解效果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98.26% 和 95.54%. 这是由于过量的 AgI 纳米

颗粒会在 GO/UCN 表面团聚，材料表面反应活性位点反而减少，甚至产生光生电子-空穴对的重组中心，使光
生载流子寿命降低（杨楠，2019），导致催化效率下降 .

以开始发生光反应的时间为起始点，采用 Langmuir‐Hinshelwood 一级动力学模型（式（1））对 RhB 的光催

化 降 解 效 率 进 行 动 力 学 拟 合 ，结 果 如 图 2b 所 示 . UCN 与 GO/UCN 的 降 解 速 率 k 分 别 为 0.01150 min-1 和

0.02154 min-1. 后者是前者的的 1.87 倍 . 不同 AgI 质量分数（10%、20%、30%、40% 和 50%）的 AgI/GO/UCN 异质
结的降解速率分别为：0.04099、0.05453、0.06303、0.06252 和 0.04792 min-1. 其中，30%AgI/GO/UCN 的速率常数
最大，分别是 UCN 和 GO/UCN 的 5.84 倍和 2.93 倍 . 因而，选取 30%AgI/GO/UCN 为最佳可见光催化剂 .
C0
ln
= kt
C

()

（1）

式中，C0 为进行暗反应后体系中 RhB 的浓度，C 为进行光催化降解反应时体系中 RHB 的浓度，k 为体系的反
应速率常数，t 为光反应时间 .

图2
Fig.2

3.2

不同光催化剂对 RhB 的降解率（a）及 RhB 降解率的 k 值拟合图（b）

The photodegradation of RhB with different photocatalysts（a）and the kinetic fitting curves of degradation of RhB（b）

物相结构

30%AgI/GO/UCN 异质结与 UCN、GO/UCN 的 XRD 图谱见图 3. 从图 3 可知，UCN 在 2θ 为 13.1°和 27.6°处

有两个明显的衍射峰 . 其中较强的 27.6°衍射峰对应 g-C3N4 的（002）晶面，是芳香物的层间堆积特征峰，表明
UCN 为层状构造（Hou et al.，2013），13.1°处的衍射峰则对应 g-C3N4 的（100）晶面，是 3-s-三嗪结构单元所形成
的（孟雅丽，2011），与标准谱（JCPDS No.87-1526）中对应特征峰吻合 . 自制 GO 的 XRD 图谱在 2θ 为 11.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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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处存在两个衍射峰 . 其中位于 11.1°的强衍射

峰，对应的是 GO 的（002）晶面，是 GO 平面内的空间

特 征 衍 射 峰 . 这 表 明 由 于 氧 官 能 团（如 C—O—C、
C—OH）的引入，GO 的晶格间距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Zhang et al. 2014）. 而位于 25.6°处的弱衍射峰，是

少量未氧化石墨的特征峰 .GO/UCN 光催化剂制备

过程采用的超声方式反而强化了 UCN 的层间结构，
因而 GO/UCN 在 27.6°处的衍射峰有所增强 . 在 GO/
UCN 的 XRD 图谱中，GO 衍射峰的强度很弱，这可能
是由于 GO 含量较低所致 . 此外，GO/UCN 样品的特

征 峰 位 置 没 有 偏 移 ，说 明 GO 的 引 入 并 没 与 改 变
UCN 的晶体结构 . 在 AgI/GO/UCN 的 XRD 图谱中，位

于 22.3°、23.7°、25.3°、39.2°、42.6°和 46.4°处的衍射

峰分别对应于 AgI 六方晶系的（100）、
（002）、
（101）、

图3
Fig.3

UCN、GO/UCN 和 30%AgI/GO/UCN 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XRD patterns of UCN，GO/UCN and AgI/GO/UCN with 30%
of AgI loading

（110）、
（103）和（112）晶面（Cai et al.，2015），与标准谱（JCPDS No：09-0374）中对应特征峰吻合 .AgI/GO/UCN
的 XRD 图谱中没有发现其他杂质峰，说明 AgI/GO/UCN 异质结的纯度较高 .
3.3

形貌结构

通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样品的形貌和显微结构，UCN、GO/UCN 和 30%AgI/GO/UCN 的

SEM 照片如图 4 所示 .UCN 具有层状堆积的不规则的片状结构，表面较为光滑（图 4a）. 此外，UCN 表面有许多
气孔，这是由于高温煅烧 NH4Cl 产生大量气体所致 .UCN 的层状多孔结构能提高吸附效果，增强可见光吸收
能力，同时为光催化反应提供大量的活性位点 . 图 4b 为 GO 的 SEM 照片，可以明显地看到 GO 典型的二维结

构和表面特有的皱纹与褶皱 . 当引入 GO 后，在图 4c 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UCN 片层结构和 GO 特有的褶皱，
GO 与 UCN 交错搭接，形成了空隙发达且更加稳定的结构，有利于对光的吸收 . 同时，GO/UCN 层状结构不仅

能为 AgI 纳米颗粒提供负载位点，也能防止颗粒间的团聚 . 进一步引入 AgI 后，可以清晰地看到 UCN 片层、

图4
Fig.4

UCN、GO、GO/UCN 和 AgI/GO/UCN 的 SEM 照片（a.UCN，b. GO，c.GO/UCN，d~e.AgI/GO/UCN）

The SEM image of UCN、GO、GO/UCN and AgI/GO/UCN（a.UCN，b. GO，c.GO/UCN，d~e. AgI/GO/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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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的褶皱和 AgI 纳米颗粒（图 4d）. 将图 4d 局部放大至 40000 倍时（图 4e），能更加清晰地看到 AgI/GO/UCN 异

质结的结构，其中颜色较深的 UCN 片层结构，颜色较浅的褶皱结构为 GO，而 AgI 则呈颗粒状均匀分布于
UCN 片层上和 GO 的二维结构上 . AgI 纳米颗粒、UCN 片层和 GO 3 种物质两两均有充分的晶面接触，构成了

异质结构，能促进光生电荷的转移和分离，提高光催化效率 .SEM 测试结果表明 AgI/GO/UCN 异质结的成功
合成 .

利用 SEM-EDS 能谱面扫进一步分析 30%AgI/GO/UCN 的元素组成（表 1）与分布（图 5）. 在 EDS 图谱中，

AgI/GO/UCN 异 质 结 中 的 C、N、Ag、I 和 O 元 素 清 晰 可 见 . 5 种 元 素 的 质 量 百 分 比 分 别 为（表 1）：31.91%、
48.84%、6.68%、6.59% 和 5.99%. 同时，可以看到 C、N、Ag、I、O 元素分布较为均匀，说明 AgI 纳米颗粒均匀沉积
到 GO/UCN 纳米片表面，进一步证实了 AgI/GO/UCN 异质结的成功制备 .

图5
Fig.5
Table1

表1

各元素 SEM-EDS 分析表

The elemental EDS analysis of AgI/GO/UCN

元素

线类型

表观浓度

k 比值

质量百分比

相对标准偏差

原子百分比

C

K 线系

0.29

0.00287

31.91%

0.40%

40.06%

O

K 线系

0.03

0.00009

5.99%

0.31%

5.65%

N
Ag
I

总量

3.4

AgI/GO/UCN 的 SEM-EDS 能谱图
The SEM-EDS diagram of AgI/GO/UCN

K 线系
L 线系
L 线系

0.65
0.07
0.06

0.00115
0.00069
0.00061

48.84%
6.68%
6.59%

100.00%

0.57%
0.20%
0.20%

52.57%
0.93%
0.78%

100.00%

光吸收性能
30%AgI/GO/UCN 与 UCN、GO/UCN 的光吸收性能如图 6 所示 . 从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图（图 6a）可以看

出：GO/UCN 的光吸收边相对于 UCN 发生了红移，由 UCN 的 430 nm 移至 435 nm，且 GO/UCN 在可见光区域具

有更强的光吸收能力 .GO/UCN 光吸收性能得到改善，可能是由于 GO 可作为电子转移通道，有效促进光生电
子-空穴对的分离（Ong et al.，2014），同时 GO 也拓宽了 GO/UCN 的光吸收范围 . 而当 AgI 沉积到 GO/UCN 表面

后，异质结的光吸收边红移现象更加明显，由 UCN 的 430 nm 移至 460 nm，且其对可见光的吸收能力进一步

96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42 卷

增强 . 这表明：在相同的可见光照条件下，AgI/GO/UCN 相较于 UCN、GO/UCN 具有更好的光吸收能力，从而
具有更高的光催化活性 .

禁带宽度是半导体光催化剂材料的重要特征参数 . 通过 Tauc plot 法（胡金娟等，2020）能够准确求取半

导体的禁带宽度，从而进一步评价其光催化性能 . 经计算（图 6b），UCN、GO/UCN、30%AgI/GO/UCN 的禁带宽

度分别为：2.66、2.64 和 2.53 eV. 由此可见：AgI/GO/UCN 异质结中各种物质的强相互作用能够使其带隙明显
缩窄，因而对 RhB 溶液的光催化降解效率可达 98.42%.

图6

UCN、GO/UCN、30%AgI/GO/UCN 光催化剂的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图（a）及（ahv）1 / 2 对光能量的变化关系（b）
Fig.6

3.5

UV-Vis DRS（a）and Band gap spectra（b）of UCN、GO/UCN、30%AgI/GO/UCN photocatalyst

光生载流子迁移与复合
光致发光光谱（PL）揭示了半导体光催化剂材料在光催化过程中光生电荷的生成、迁移、分离和复合行

为（Bai et al.，2019）. 一般地，荧光强度越弱，光生电子-空穴对分离效率越高 . 图 7 分别是 30%AgI/GO/UCN 与

UCN、GO/UCN 在激发光波长为 350 nm 下的光致发光光谱（PL）图 . 由图 7 可见，GO/UCN 复合光催化剂的 PL
强度明显低于 UCN. 这主要由 GO 优良的导电性加快了光生电荷的迁移速度引起 . 而 AgI 在 GO/UCN 表面的

负载沉积，进一步降低了 GO/UCN 的荧光强度 . 这表明，AgI 纳米颗粒的引入，能够抑制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复
合，进一步提高光催化活性 .

图7
Fig.7

UCN、GO/UCN 和 30% AgI/GO/UCN 的光致发光光谱图
PL spectra of UCN，GO/UCN and 30% AgI/GO/UCN composites

为进一步探究光生电荷迁移和分离效率，在可见光（λ> 420 nm）照射下测试 30%AgI/GO/UCN 和 UCN、

GO/UCN 的瞬态光电流响应（IT）和电化学阻抗谱（EIS）
（图 8）. 图 8a 为 5 次开关灯循环的瞬态光电流响应图
谱 . 从图 8a 可以看到，在开灯条件下，光电流密度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当灯关闭瞬间，光电流密度迅速
下降至零 .30%AgI/GO/UCN 的光电流密度最强（可达 2.251 μA·cm-2），GO/UCN 次之（1.912 μA·cm-2），UCN 最

小（1.556 μA·cm-2）. 瞬态光电流密度与光生电荷的重组效率直接相关 . 一般地，光电流密度越大，光生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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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穴对的分离效率越高（Zhang et al.，2017）.30%AgI/GO/UCN 光电流密度最大，表明其具有比 UCN 和 GO/
UCN 更高效的光生电子-空穴对分离效率和更长的电子寿命，从而具有更好的光催化活性 . 从 30%AgI/GO/
UCN 和 UCN、GO/UCN 的 电 化 学 阻 抗 谱 可 知（图 8b），电 极 电 弧 半 径 的 相 对 大 小 依 次 为 UCN>GO/UCN>

30%AgI/GO/UCN. 由于 EIS 图谱弧半径越小，电荷传递电阻越低，光生载流子输运能力越快（Takanabe et al.，
2010），电极电弧半径结果进一步证明，AgI/GO/UCN 异质结中电转移效率高于 UCN 和 GO/UCN，与瞬态光电
流响应结果一致 .

图8

3.6

Fig.8

UCN、GO/UCN 和 30%AgI/GO/UCN 的光电流图（a）及交流阻抗曲线图（b）

Transient photocurrent responses（a）and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b）of UCN、GO/UCN and 30% AgI/GO/UCN

主要活性物种与稳定性
自由基捕获实验可用于确定 AgI/GO/UCN 异质结光催化降解 RhB 溶液过程中的主要活性自由基 . 分别

以草酸铵（10 mmol·L-1）、异丙醇（10 mmol·L-1）、对苯醌（2 mmol·L-1）和糠醇（10 mmol·L-1）作为对 h+、
·OH、
·O2和 1O2 的捕获剂，并设置不添加捕获剂的空白对照组 . 加入不同淬灭剂后，RhB 的光催化降解率和反应的速率

常数如图 9 所示 . 由图 9a 可知，与未添加捕获剂的 AgI/GO/UCN 对照组相比，反应溶液中加入对苯醌后，RhB

在 60 min 内的光降解效率由 98.42% 大幅度下降至 60.45%，如图 9b 所示，其降解速率常数 k 由 0.06303 min-1
降至 0.00413 min-1，通过式（2）计算出·O2-对 RhB 降解的贡献率为 93%. 同时，草酸铵、异丙醇和糠醇的加入也

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异质结对 RhB 的光降解效果，但下降的幅度并没有加入对苯醌后效果下降那么明显 .RhB

的 光 降 解 速 率 分 别 降 至 0.05120、0.04637 和 0.03990 min-1. 通 过 式（2）计 算 三 者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18.76%、
26.43% 和 36.69%. 实验结果表明：在 AgI/GO/UCN 光降解 RhB 的过程中，
·O2-是起主要作用的活性物种，其次
是 1O2，而 h+、
·OH 起的作用较少 .

图9

30%AgI/GO/UCN 异质结自由基捕获实验（a. 光催化降解率，b. 反应的速率常数）
Fig.9

Active substance capture experiment of AgI/GO/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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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式中，R 为相应自由基的贡献率；K 为反应速率常数 .
R 自由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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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gI/GO/UCN 异质结的稳定性较好（图 10）. 由图 10 可知，在经过 4 次循环实验后，其对 RhB 的降解率仍

可达 89.61%，比最初的 98.42% 仅降低 8.81%. 这表明，经过多次循环使用，沉积在 GO/UCN 片层上的 AgI 纳米
颗粒仅有微量剥落，对有机物的光催化降解效率仍然很高 .

图 10
Fig.10

3.7

30%AgI/GO/UCN 异质结重复光催化实验

Repeated photocatalytic experimental of the 30%AgI/GO/UCN

反应机理
AgI/GO/UCN 异质结对 RhB 光降解的可能机理如图 11 所示 . 从图 11 可知，在可见光照射下，AgI 和 UCN

价带上的电子（e-）被激发跃迁至导带，而价带则产生相应的空穴（h+）. 当 AgI 纳米颗粒均匀沉积到 GO/UCN 片

层上时，这 3 种半导体材料构成异质结结构，能更好的实现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分离 . 其中，GO 充当了 AgI 与

UCN 之间电荷迁移的桥梁 .GO 良好的导电性加快了电荷迁移速度，且其大比表面积也为反应提供了更多的
活性位点 . 而在光催化反应过程中，AgI 纳米颗粒表面会有少量 AgI 被光还原为金属银纳米粒子，在 AgNPs 等

离子共振效应（SPR）的共同作用下，异质结对可见光的吸收进一步增强，且其内部光生载流子迁移速度进一
步加快 .

图 11
Fig.11

AgI/GO/UCN 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反应机理

The proposed photocatalytic mechanism of AgI/GO/UCN

在 3.4 光吸收性能一节中，通过 Tauc Plot 法计算出 UCN 的禁带宽度为 2.66 eV. 通过式（3）与式（4）计算出

UCN 导带与价带的位置分别为-1.28 eV 和 1.38 eV. 而 AgI 的导带与价带分别为-0.42 eV 和 2.38 eV（vs. 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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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et al.，2017）. 由于 AgI 的 EVB（+2.38 eV）比·OH /OH- 的电位（+2.37 eV vs. NHE）能级更高，在理论上，
AgI 价带上的 h+ 可以将 OH- 氧化为·OH. 然而，自由基捕获实验却显示·OH 和 h+ 不是降解 RhB 的主要活性物

种 . 因而，推测 AgI 价带上的 h+转移至 UCN 的价带 . 同时，由于 AgI 的 ECB（-0.42 eV）比 O2/·O2-的电位（-0.33 eV
vs. NHE）能级更低，因此 UCN 导带上的 e- 迁移至 AgI 的导带，在此处 O2 可以捕捉 e- 生成·O2- ，继而氧化降解
RhB. 这与自由基捕获实验中·O2-是反应中的主要活性物种的实验结果一致 .

在 AgI/GO/UCN 异质结中，光生电荷由 UCN 通过 GO 快速迁移至 AgI，空穴则由 AgI 转移至 UCN，导致电

子聚集在 AgI 的导带而空穴聚集在 UCN 的价带中，实现了光生电子-空穴对的高效分离，这与 Type-II 型（交
错型）异质结电荷迁移特征一致 .Type-II 型异质结各物质之间的电势差导致能带向上或向下弯曲，光生载流

子则向相反的方向迁移（李馗，2018），显著提高了异质结不同位置上光生载流子的分离效率，延长了光生电
子-空穴对的寿命 . 此外，氧化还原反应分别发生在不同的半导体上，从而提升光催化反应活性 .
Eg
E CB = X - E C 2
E VB = E CB + E g

（3）
（4）

式中，X 为该半导体的绝对电位，EC 为相对于氢电位水平的电子自由能（约为 4.5 eV），Eg 为半导体的禁带
宽度 .

4

结论（Conclusions）
1）当 AgI 的质量分数为 30% 时，AgI/GO/UCN 异质结的可见光催化活性最佳 . 在 60 min 内，其对 RhB 的光

降解率达到 98.42%，其光催化反应速率常数为 0.06303 min-1，分别是 UCN 和 GO/UCN 对应速率常数的 5.84 倍
和 2.93 倍 .

2）AgI/GO/UCN 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光吸收边从 UCN 的 430 nm 红移至 460 nm，且在可见光区域对光的吸

收更加强烈 . 与纯 UCN 的禁带宽度 2.66 eV 比较，异质结的禁带宽度为明显变窄（为 2.53 eV）.

3）AgI/GO/UCN 具有比 GO/UCN 和 UCN 更高效的光生电子-空穴对分离效率和更长的电子寿命 .

4）对 RhB 光催化降解的活性自由基主要有·O2-、1O2、h+和·OH. 其中，
·O2-是 AgI/GO/UCN 异质结光催化降

解 RhB 的主要活性物种，对反应的贡献率为 93%；1O2 次之，贡献率为 36.69%；h+和·OH 影响最小，贡献率分别
为 18.76%、26.43%.

5）异质结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经过 4 次循环使用后，对 RhB 的光催化降解效率仍可达 89.61%.

6）AgI/GO/UCN 异质结的电荷转移特征与 Type-II 型异质结一致，光生电荷由 UCN 通过 GO 转移至 AgI，

而空穴则由 AgI 转移至 UCN，更好地实现光激发条件下电子-空穴对的有效界面转移和空间分离 . 其中，GO
可作为电子转移的通道实现光生电荷的高速迁移，同时，光催化反应过程中生成的 AgNPs 则可进一步加快
电子迁移速度和异质结的光吸收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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