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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金属及其氧化物对锌钛类水滑石衍生氧化物（ZnTi-LDO）可见光催化性能的影响，并获得在可见光下可快速降解染料的 LDO 光

催化剂，制备了 Ag、Fe、Ce 修饰的复合材料（M-ZnTi-LDO，M=Ag，Ag2O，Fe，Ce）. 通过 XRD、TEM\HRTEM、XPS、BET、UV-Vis、PL 对所合成

材料的结构、形貌、表面化学状态、光学性质进行了表征，评价了上述材料在可见光下对亚甲基蓝（MB）的催化降解性能，通过自由基捕获
实验确定了催化降解活性物种，提出了相关催化机理 . 结果表明，Fe、Ce 金属氧化物及金属 Ag 抑制了材料的可见光催化性能，Ag2O 则显著

提升了 ZnTi-LDO 的可见光催化性能 . Ag2O-ZnTi-LDO 在 20 min 内即可使 MB 降解率>98%，其表观降解速率常数是 ZnTi-LDO 的 7 倍 . 此外，
Ag2O-ZnTi-LDO 稳定性良好，循环 5 次无催化性能下降 . •O2-是 Ag2O-ZnTi-LDO 催化降解 MB 的主要活性物种 . Ag2O 与 ZnTiO3/TiO2 形成 p-n 异
质结是其催化性能显著提高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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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understand the visible light photocatalytic properties of metal and its oxides on zinc-titanium hydrotalcite-derived mixed oxides（ZnTi-

LDO），and to obtain an LDO photocatalyst that can rapidly degrade dyes under visible light，the Ag，Fe，Ce modified material（M-ZnTi-LDO，M=Ag，
Ag2O，Fe，Ce）were synthesized. The structure，morphology，surface chemical state，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s were characterized by

XRD，TEM\HRTEM，XPS，BET，UV-Vis，PL，and the photocatalysis of the materials on methylene blue（MB）under visible light was evaluated.
Active species involved in the photodegradation process of MB were determined with the help of the active species trapping experiment，and a possible

mechanism of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was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sible light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ZnTi-LDO was

inhibited by Fe，Ce oxides or Ag，but Ag2O-ZnTi-LDO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exhibit amazingly improved activity in comparison with ZnTi-LDO.
For Ag2O-ZnTi-LDO，the degradation percentage of MB up to 98% was observed within only 20 min，and the apparent degradation constant of MB on
Ag2O-ZnTi-LDO was ca. 7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n ZnTi-LDO. Moreover，Ag2O-ZnTi-LDO exhibits excellent stability without a decline in activity after

five cycles. •O2- is the main active species in the photocatalytic process of MB degradation. The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is attributed to the n-p
heterostructures between Ag2O and ZnTiO3/T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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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利用可见光在温和条件下对有机污染物进行光催化降解，是一类极具潜力的污染物处理方案 . 类水滑

石（LDH）及其氧化物（LDO）因层板金属阳离子分布均匀，组成比例精确可调，催化活性位点丰富，因而成为

一类重要的光催化材料 . 其中，对有机物的光催化降解主要采用 Mg 基、Zn 基、Ti 基 LDH 或 LDO（Mohapatra et
al.，2016）. 然而，该类材料通常需要在紫外光下才能产生较好的催化性能，开发可见光下具有良好光催化性
能的 LDH 或 LDO 材料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

由于 Zn、Ti 复合后可以缩小材料带隙，提高可见光下激发光生电子-空穴对效率，基于 ZnTi-LDH 材料的

可见光催化降解逐渐引起关注 .Shao 等（2011）基于共沉淀法合成了系列 Zn/Ti 比例不同的 LDH，该 LDH 具有
比商品纳米二氧化钛（Degussa P25）更好的可见光催化性能，在 100 min 内对亚甲基蓝（MB）降解率达到

100 %. 为了进一步提高 ZnTi-LDH 在可见光下的催化性能，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在 LDH 上负载金属纳米粒子
或用金属氧化物修饰 LDH 等方法 . 如：Chen 等（2014）在 ZnTi-LDH 上负载 Pt 纳米粒子，可见光下 12 min 内即

可使罗丹明 B 降解完全 .Xia 等（2014）基于离子液体环境制备了 Fe3O4、CeO2、SnO2，并用于修饰 LDH，该 LDH

可使酸性红 B 在 120 min 内的降解率超过 92%. 最近，Chuaicham 等（2020）通过水热法或回流法合成了 ZnTiLDH，经 500 ℃煅烧后得到了 ZnTi-LDO. 在可见光下，该 LDO 在 180 min 内对苯酚的降解率最高为 82.07%.

尽管 ZnTi-LDO 显示了良好的可见光催化性质，但制备负载金属或金属氧化物的 ZnTi-LDO 及其对有机

物的可见光催化降解却鲜见报道 . 本文在水热法合成 ZnTi-LDH 基础上，制备了负载 Ag，Fe，Ce 的复合金属氧
化物（M-ZnTi-LDO，M=Ag，Ag2O，Fe，Ce）. 通过结构、形貌、光性能表征与光催化降解 MB 性能评价，归纳了负

载金属对光催化性能的影响规律，提出了相关光催化机理 . 其中，本文所制备的 Ag2O-ZnTi-LDO 在可见光下
20 min 内即可使 MB 的降解率超过 98%，显著优于已知文献中 LDH、LDO 材料对 MB 的降解性能 . 本文研究结
果不但是对当前 ZnTi-LDO 相关研究空白的补充，并为开发高性能可见光催化剂提供理论支持 .

2
2.1

实验与方法（Experiment and methods）
试剂

AgNO3、Ce（NO3）3·6H2O、Fe（NO3）3·9H2O、TiCl4、Zn（NO3）2·6H2O、尿 素 、NaOH、溴 酸 钾 、甲 醇 、叔 丁 醇

（TBA）均为分析纯，抗坏血酸（AA，≥99%）. 上述试剂均购买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亚甲基蓝
（MB）购买于 Merck 公司 .
2.2

仪器

产物晶体结构采用 X-射线衍射仪（XRD）表征（D8-Advance，德国 Bruker 公司）. 测试条件为：Cu 靶，Kα 辐

射，波长（λ）为 0.15416 nm，管电压为 40 kV，管电流为 150 mA，2θ 扫描范围为 5°~80°. 样品的表面化学组成与

化学状态由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表征（K-Alpha，美国 Thermal Scientific 公司）. 比表面由物理吸附仪测定

（ASAP2010，美国 Micromeritics 公司）. 溶液的吸光度由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定（SP-756，上海光谱仪器有
限公司）. 样品的形貌通过透射电镜（TEM）及高分辨透射电镜（HRTEM）表征（JEM-2010，日本 JEOL 公司）. 样
品的光学性能通过紫外可见近红外漫反射（UV-3000i plus，日本岛津公司）、光致发光光谱表征（FSL1000，英
国 Edinburg 公司）. 光催化模拟光源为日光氙灯（PLS-SXE300D，北京泊菲莱科技有限公司）.
2.3

材料合成

2.3.1

ZnTi-LDH 合成

典型合成过程为：将 0.952 g Zn（NO3）2·6H2O，2.40 g 尿素以及 0.176 mL 的 TiCl4 加入

至 80 mL 去离子水中，搅拌 15 min，使其充分混合均匀；在 100 mL 水热反应釜中 130 ℃反应 48 h；反应结束
后，离心分离并洗涤沉淀（去离子水 30 mL×5 次，无水乙醇 30 mL×1 次）；80 °C 干燥 12 h，得到 ZnTi-LDH.
2.3.2

M-ZnTi-LDO 合成

在 1 g ZnTi-LDH 中加入 4 mL 去离子水，超声分散 10 min；将 5 mL 的 AgNO（0.1
3

mol∙L ）加入到上述 ZnTi-LDH 与去离子水的混合物中，浸渍 5 h；80 ℃干燥 12 h；600 ℃焙烧 6 h 得到 Ag-ZnTi-1

LDO. 分别以 Ce（NO3）3、Fe（NO3）3 溶液为前驱体，步骤与上相同，分别得到 Ce-ZnTi-LDO 及 Fe-ZnTi-LDO.

负载 Ag2O 的 ZnTi-LDO 合成过程为：将 ZnTi- LDH 在 600 ℃焙烧 6 h，得到 ZnTi- LDO；在 1 g ZnTi-LDO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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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4 mL 去离子水，超声分散 10 min；加入 5 mL 的 NaOH 溶液（0.1 mol∙L-1），超声分散 30 min；缓慢滴加 5 mL
AgNO（0.1
mol∙L-1），在避光条件下搅拌 5 h；离心分离并洗涤沉淀（去离子水 30 mL×5 次），60 ℃干燥 24 h，得
3
到负载 Ag2O 的 ZnTi-LDO，记为 Ag2O-ZnTi-LDO.
2.4

光催化性能评价

在 100 mL 的 MB 溶液中（5 mg∙L-1）加入 100 mg LDO；在黑暗遮光条件下搅拌 60 min，使其达到吸附平衡；

在 300 W 的氙灯光源（用 420 nm 滤光片过滤紫外光）下进行光催化降解反应；用分光光度计测定 665 nm 处吸
光度，并根据浓度和吸光度的标准曲线计算 MB 浓度 . 测试条件下溶液 pH=6.86.

采用催化剂循环使用实验评价催化剂稳定性 . 将反应完毕的催化剂用去离子水多次洗涤，60 ℃干燥 24

h 后再次评价催化降解活性 .
2.5

光催化机理研究

用 TBA、AA、甲醇、溴酸钾 4 种活性自由基捕获剂表征催化机理 . 将 0.25 mmol∙L-1 的捕获剂加入到催化

剂和 MB 溶液的玻璃反应器中，对比加入捕获剂前后 MB 的吸光度变化 .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M-ZnTi-LDO 结构表征

所合成的 LDO 的 XRD 图谱如图 1 所示 .ZnTi-LDO 显示了 ZnTiO（JCPD
No. 85-0547）和 TiO2 的特征图谱
3

（JCPD No.84-1258），说明 ZnTi-LDH 在 600 ℃焙烧后已经完全转变为 ZnTi-LDO. 根据 Ce-ZnTi-LDO、Fe-ZnTiLDO、Ag-ZnTi-LDO 的特征衍射峰，可以说明 Ce、Fe、Ag 分别以 CeO（JCPD
No. 04-0783）、Fe2O（JCPD
No. 882
3

2359）/Fe3O（JCPD
No. 72-2303）、以及立方状 Ag 晶体（JCPD No. 04-0783）形式存在 .Ag2O-ZnTi-LDO 在 32.8°、
4
38.3°、55.2°、68.9°的 特 征 衍 射 峰 对 应 于 的 立 方 相 Ag2O 的（111）、
（200）、
（220）、
（222）晶 面（JCPD No. 751532）.

图1
Fig.1

M-ZnTi-LDO 的 XRD 图谱（a.M-ZnTi-LDO，b. 循环 5 次后的 Ag2O-ZnTi-LDO）

The XRD patterns of M-ZnTi-LDO（a. M-ZnTi-LDO，b. Ag2O-ZnTi-LDO after recycling 5 times）

采用 TEM 及 HRTEM 对金属修饰的 ZnTi-LDO 的微观形貌和晶相进行了进一步探究 . 如图 2a 和 2b 所示，

所合成的 LDO 均部分保持了 LDH 的层状结构，并显示了晶格条纹间距约 0.35 nm 的 TiO2 的（101）晶面，以及
晶格条纹间距 0.37 nm 的 ZnTiO3 的（110）晶面，说明焙烧后 M-ZnTi-LDO 中的 Zn、Ti 物种以 TiO2、ZnTiO3 形式

存在 . 图 2dCe-ZnTi-LDO 中 0.31 、0.19 nm 的晶格间距分别对应于 CeO2 的（111）和（220）晶面 . 图 2fFe-ZnTiLDO 中 0.30、0.27 nm 的晶格间距分别对应于 Fe3O4 的（220）和 Fe2O3 的（104）晶面 . 图 2hAg-ZnTi-LDO 呈现了对

应于 Ag 单质的（111）晶面的 0.23 nm 晶格条纹，说明 Ag 物种以 5~10 nm 的 Ag 纳米粒子形式存在 . 图 2iAg2OZnTi-LDO 的 TEM 图中深色颗粒为 Ag2O，粒径约 10~50 nm，图 2j 中显示了对应于立方状 Ag2O（200）晶面的
0.24 nm 的晶格间距 . 以上由 HRTEM 晶格间距确定的物种晶态均与上文 XRD 分析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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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M-ZnTi-LDO的TEM及HRTEM图（a，
b. ZnTi-LDO；c，
d.Ce-ZnTi-LDO；e，
f. Fe-ZnTi-LDO；g，
h. Ag-ZnTi-LDO；i，
j. Ag2O-ZnTi-LDO）

Fig. 2 TEM and HRTEM images of M-ZnTi-LDO（a，
b. ZnTi-LDO；c，
d. Ce-ZnTi-LDO；e，
f. Fe-ZnTi-LDO；g，
h. Ag-ZnTi-LDO；i，
j. Ag2O-ZnTi-LDO）

为了获得材料表面化学组成及存在状态，对所制备的 M-ZnTi-LDO 进行了 XPS 分析 . 如图 3a 所示，各

M-ZnTi-LDO 均含有 Zn、Ti 及相应的金属元素 . 图 3b Zn 2p 图谱中 1021.65 eV 和 1044.60 eV 峰对应于 Zn 2p3/2、
Zn 2p1/2 结合能，说明 Zn 物种以 Zn2+形式存在 .Fe-ZnTi-LDO 的 Zn 2p3/2、Zn 2p1/2 峰向低结合能方向移动，说明 Fe

与 Zn 之间存在较强相互作用 . 图 3c Ti 2p 图谱中的 458.61 eV 和 464.42 eV 峰对应于 Ti 2p3/2 和 Ti 2p1/2 结合能，
说明 Ti 物种以 Ti4+形式存在 . 图 3e Fe 2p 图谱中出现了对应于 Fe 2p3/2、Fe 2p1/2 的 710.96 eV 和 724.86 eV 峰，还

出 现 了 位 于 Fe 2p1/2 两 边 的 719.23 eV 和 732.67 eV 峰 ，由 此 可 以 认 为 Fe-ZnTi-LDO 中 存 在 Fe2O3 和 Fe3O4

（Yamashitaet al.，2008）. 用 Ce 修饰 ZnTi-LDO 后，图 3f 中 Ce 3d 图谱在 916.25、907.25、900.50、897.78、888.35、
882.05 eV 出峰，说明 Ce 物种以 Ce4+形式存在（Watanabe et al.，2009）.Ag-ZnTi-LDO 在 Ag 3d 谱图中显示了对

应于金属 Ag 的 367.89 eV 和 373.85 eV 结合能，可以认为 Ag 物种在 Ag-ZnTi-LDO 中以金属 Ag 形式存在 .Ag2OZnTi-LDO 在 Ag 3d 谱图中 368.04 eV 和 374.03 eV 的峰分别对应于 Ag 3d5/2、Ag 3d3/2 结合能，说明 Ag 物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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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2O 形式存在 .

图3
Fig. 3

M-ZnTi-LDO 的 XPS 谱（a. XPS 全谱，b. Zn 2p，c. Ti 2p，d. Ag 3d，e. Fe 2p，f.Ce 3d）

XPS spectra of M-ZnTi-LDO.（a. XPS survey spectra，b. Zn 2p，c. Ti 2p，d. Ag 3d，e. Fe 2p，f. Ce 3d）

M-ZnTi-LDO 比表面与孔结构参数如图 4、表 1 所示 . 相比于 ZnTi-LDO，Ag-ZnTi-LDO 的比表面积明显下

降，这可能与焙烧后形成的 Ag 纳米粒子将孔道堵塞有关 . 其他金属修饰的 LDO 比表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 . 其中，Ce-ZnTi-LDO 比表面积显著增加，是 ZnTi-LDO 的 3 倍左右 .Ag2O-ZnTi-LDO、Fe-ZnTi-LDO 的比表面
积比 ZnTi-LDO 略有增加，但孔容、平均孔径略有下降 .
3.2

M-ZnTi-LDO 光催化性能

通过 UV-vis DRS 研究了 M-ZnTi-LDO 的光吸收特征 . 如图 5a 所示，ZnTi-LDO 在紫外区显示了较强的光

吸收能力，Ag、Ce、Fe 修饰后均可使 ZnTi-LDO 的吸收带边发生不同程度的红移，提高了材料对可见光的吸收

能 力 . 按 照 M-ZnTi-LDO 在 可 见 光 区 的 光 吸 收 强 度 由 大 到 小 依 次 为 ：Ag2O-ZnTi-LDO > Ag-ZnTi-LDO >FeZnTi-LDO> Ce-ZnTi-LDO，说明 Ag 能有效提高 ZnTi-LDO 对可见光的吸收 . 此外，根据 Kubelka-Munk 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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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nTi-LDO 的 禁 带 宽 度 如 图 5b 所 示 ：Ag2O-ZnTiLDO、Ag-ZnTi-LDO、Fe-ZnTi-LDO、Ce-ZnTi-LDO 禁

带宽度分别为 2.91、3.02、3.11、2.21 eV，均比 ZnTiLDO 禁带宽度（3.17 eV）减少，说明 Ce、Fe、Ag 修饰

有利于提高 ZnTi-LDO 可见光催化性能 . 值得注意

的是 Ag2O-ZnTi-LDO 不但显示了较小的禁带宽度，
而且在 200~800 nm 紫外和可见光范围内显示了最
强的光吸收能力，可以推测 Ag2O-ZnTi-LDO 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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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nTi-LDO 的比表面积与孔结构参数

Table 1 The BET surface area and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M-ZnTi-LDO
样品
ZnTi-LDO

Ag-ZnTi-LDO

比表面积/

孔容/

（m2∙g-1）

（cm3∙g-1）

平均孔径/nm

7.8169

0.0473

26.4271

14.7471

Ag2O-ZnTi-LDO

19.6084

Ce-ZnTi-LDO

42.3525

Fe-ZnTi-LDO

15.2382

0.1176

22.0283

0.1166

21.2949

0.1021
0.2018

20.7177
16.1194

最佳的光催化性能 .

图4
Fig. 4

图5
Fig. 5

M-ZnTi-LDO 的低温 N2 吸附-脱附等温线（a）及相应的 BJH 孔径分布图（b）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a）and pore size distribution（b）of M-ZnTi-LDO

M-ZnTi-LDO 的 UV-vis DRS 光谱图（a）及确定禁带宽度的 Tauc 图（b）

UV-vis DRS spectra of M-ZnTi-LDO（a）and the Tauc plo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direct band gap（b）

为了进一步获得金属修饰对光生电子和空穴的分离/复合情况的影响，对 M-ZnTi-LDO 进行了光致发光

性能表征 . 结果如图 6 所示，ZnTi-LDO 及 Ce、Fe 修饰的 LDO 在 400~600 nm 的可见光区均显示了光致发光特

性，特别是 Ce-ZnTi-LDO 在 500~700 nm 范围显示了更强的光致发光现象，而 Ag-ZnTi-LDO 和 Ag2O-ZnTi-LDO
均未显示明显的光致发光特征 . 上述情况说明 Ag 可以抑制光生电子从导带跃迁回价带时与价带空穴的复
合，有利于提高材料的光催化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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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nTi-LDO 在可见光下对 MB 的光催化降解

性能见图 7a. 避光静置 30 min 后，各反应体系达到

吸附平衡 . 在≥420 nm 波长的光源照射下，ZnTi-LDO
及 M-ZnTi-LDO 均可以有效降解 MB. 尽管 Fe2O3 具有

较窄的禁带宽度，但可见光主要激发 Fe 本身的 d-d
跃迁，且 Fe2O3 的导带电位相对过正，空穴传输距离

较短，由此导致 Fe-ZnTi-LDO 显示了低于 ZnTi-LDO

的 光 催 化 性 能 （Dotan et al.，2011；Liao et al.，
2011）.Ce-ZnTi-LDO 的 PL 图谱（图 5）中显示了明显

的光致发光现象，说明 CeO2 加速了光生电子与空穴
的复合，由此导致光催化性能下降 .Ag 被认为具有
等离子共振效应，易于产生光生电子与空穴对，有
利于可见光催化性能提高（Leong et al.，2014）. 因

此，Ag-ZnTi-LDO 在催化降解的最初阶段（＜10 min）
内显示了比 ZnTi-LDO 快速的降解速率，但随后降解

图6
Fig. 6

M-ZnTi-LDO 的光致发光谱图

Photoluminescence spectra of M-ZnTi-LDO

速率变慢，这可能与 Ag-ZnTi-LDO 较低的比表面有关 .

Ag2O-ZnTi-LDO 的光催化性能比 ZnTi-LDO 显著提升，其在 20 min 对 MB 的降解率＞98%，且优于已知文

献中 LDH、LDO 类材料在可见光下对 MB 的降解速率（表 2）. 对 M-ZnTi-LDO 光催化降解 MB 动力学过程进行

图7
Fig .7

M-ZnTi-LDO 对 MB 的可见光催化性能（a. 对 MB 的降解曲线；b. 一级动力学拟合；c. 表观降解速率常数；d. 光催化稳定性）

photocatalysis performances of M-ZnTi-LDO under visible-light irradiation（a. the photodegradation curves of MB；b. first order kinetics
fitting；c. apparent rate constant of the degradation；d. stability of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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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图 7b），发现上述各体系均符合一级动力学过程（R2＞0.99）.M-ZnTi-LDO 对 MB 的表观降解速率常数 K

如图 7c 所示，Ag2O-ZnTi-LDO 的表观降解速率常数是 ZnTi-LDO 的 7 倍左右，显示了最快的降解速率 . 此外，
Ag2O-ZnTi-LDO 显示了很好的催化性能稳定性 . 如图 7d 所示，对 Ag2O-ZnTi-LDO 进行 5 次循环实验后，在 20
min 后对 MB 的降解率仍保持＞98%. 此外，从循环 5 次前后的 XRD 图谱（图 1b）可以发现 Ag2O-ZnTi-LDO 晶型
基本保持不变，具有良好的结构稳定性 .
Table 2

表2

Ag2O-ZnTi-LDO 与文献中 LDH/LDO 材料可见光催化降解 MB 性能对比

Comparison of visible-light photocatalytic MB-degradation results of Ag2O-ZnTi-LDO with the LDH/LDO materials in open literature
光催化剂

MB 浓度/

催化剂用量/

（mg∙L-1）

（g∙L-1）

Ag2O-ZnTi-LDO

5

1

6

1

ZnNi-LDH

NiFe-LDH/Cu2O

Zr0.6RGOCuFe LDH

10

ZnIn-LDO

20

Fe3O4@LDH@Ag/Ag3PO4

3.3

2

10

光照时长/min

降解率

20

＞98.2%

240

＞90.0%

60

＞90.0%

2

180

1

75

1

0.5

120

参考文献

90.4%

Megala et al.，2019

95.2%

Kumar et al.，2021

98.0%

Liu et al.，2020

Wu et al.，2020

Sun et al.，2014

Ag2O-ZnTi-LDO 的光催化机理

为了探究 Ag2O-ZnTi-LDO 的光降解机理，以叔丁醇（TBA）、抗坏血酸（AA）、甲醇、溴酸钾为活性物种，分

别对应•OH、•O2-、h+、e-进行活性自由基捕获实验 . 结果如图 8 所示，TBA 和甲醇的加入并未对 Ag2O-ZnTi-LDO
降解 MB 的性能产生明显影响，溴酸钾使 MB 的降解速率略有下降，而加入 AA 则使 MB 的降解速率受到显著
抑制 . 由此可以推测，在 Ag2O-ZnTi-LDO 催化下，e-和•O2-均可影响 MB 的降解过程，但•O2-是影响 MB 降解速率
的主要活性物种 .

图8
Fig.8

不同自由基猝灭剂存在下的 Ag2O-ZnTi-LDO 光催化性能（a. 对 MB 的降解曲线；b. 表观降解速率常数）

photocatalysis performances of Ag2O-ZnTi-LDO in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radical scavengers.（a. the photodegradation curves of MB；b.
apparent degradation constant）

结合 Ag2O-ZnTi-LOD 的结构表征及光催化性能，推测了其可能的催化作用机理 . 如图 9 所示，Ag2O-ZnTi-

LDO 中的 ZnTiO3/TiO2 可以形成 n-n 同型异质结，Ag2O 是 p 型窄禁带半导体，两者在可见光激发下均可产生光

生电子-空穴对（Hu et al.，2015；Chuaicham et al.，2020）. 两者接触后，Ag2O 与 ZnTiO3/TiO2 将形成 p-n 异质结，
电子（e-）将从费米能级较高的 ZnTiO3/TiO2 的 CB 移动到 Ag2O，而空穴（h+）沿相反方向流动，最终在 ZnTiO3/

TiO2 侧产生带正电的耗尽层，在 Ag2O 侧产生带负电的积累层，在 p-n 异质结形成了内建电场（Liang et al.，
2014）. 在可见光照射下，Ag2O 的 CB 中的光生电子将流动到 ZnTiO3/TiO2，并与 O2 生成•O2- ；同时，光生空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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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TiO3/TiO2 转移到 Ag2O 的 VB，具有强氧化能力的空穴可直接氧化分解 MB（Liu et al.，2019；Nguyen et al.，
2020）. 由于 p-n 异质结内建电场的存在，不但可以加速电子的转移，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复合也受到很大抑
制，因而显著提高了材料的光催化活性 . 此外，自由基捕获实验确定•O2-、e-是影响 MB 降解的活性基团，也可
以进一步说明 p-n 异质结在 Ag2O-ZnTi-LOD 中的作用 .

图9
Fig. 9

4

Ag2O-ZnTi-LDO 的光催化机理

proposed photocatalytic mechanism of Ag2O-ZnTi-LDO

结论（Conclusions）
1）金属修饰对 ZnTi-LDO 的可见光催化性能有显著影响 .Fe、Ce 修饰后将导致复合金属氧化物催化性能

下降 .Ag 以单质形式修饰后，在较短时间内（＜10 min）显示了较高的 MB 降解速率，但随后降解速率变慢，整

体催化性能降低 .Ag 以 Ag2O 形式修饰后，可见光下的催化性能显著提高 .20 min 内，Ag2O-ZnTi-LDO 即可使

MB 降解率超过 98%.MB 催化降解动力学研究表明，Ag2O-ZnTi-LDO 的表观降解速率常数达到了 ZnTi-LDO
的7倍.

2）活性自由基捕获实验表明，e-和•O2-均可影响 Ag2O-ZnTi-LDO 对 MB 的降解，其中•O2-是影响 MB 降解速

率的主要活性物种 .

3）Ce 对 ZnTi-LDO 的修饰加速了光生电子与空穴的复合，由此导致光催化性能下降 .Fe2O3/Fe3O4 可见光

催化性能较低，因而 Fe 的修饰也降低了 ZnTi-LDO 的光催化性能 .Ag 单质的存在导致 Ag-ZnTi-LDO 比表面显

著下降，进而使其催化性能降低 .Ag2O 与 ZnTiO3/TiO2 形成了 p-n 异质结，有利于光生载流子的分离以及•O2-、
e-的产生，进而产生了优异的可见光催化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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