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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氯化醇钛盐表面反应法制备系列 TiO2ΠSiO2 ,根据化学分析、XRD、Raman、XPS和DRS表征分析 ,载体表面

具有分子级分散的锐钛矿型 TiO2 微晶粒子和非晶 TiOx 物种。与本体 TiO2 相比 ,系列 TiO2ΠSiO2 的吸收带边显著蓝

移 ,能隙相应增大 ;随 Ti 物种载量的增加 ,TiOx 物种的配位数增加 ,能隙相对减小。当金属 M(M:Pd ,Cu ,Ni) 负载于

TiO2ΠSiO2 表面 ,可使其光吸收域扩展到可见光区 ,并引起吸收带边红移 ,这取决于金属与界面的相互作用。当金属

氧化物 MoO3 负载于 TiO2ΠSiO2 上时 ,可以调变 TiO2ΠSiO2 的吸收带边并增强对可见光的吸收 ;随 MoO3 载量的增加 ,

表面物种的相互作用增强 ,形成一定复合结构并相应改变了其吸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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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利用半导体复合、金属沉积、过渡金属离子掺杂

和表面光敏化对 TiO2 表面进行修饰可有效增强其

光催化性能[2 ] 。为了实现回收和重复利用 ,很多学

者对 TiO2 负载于多孔硅胶上的固定化催化剂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3 ] 。一方面 ,载体 SiO2 可以提高材料

的比表面积、热稳定性和机械强度 ,更重要的是 ,载

体与 TiO2 相互作用形成的表面高度分散的 Ti 物种

具有与本体 TiO2 不同的结构 ,其中 TiO4 物种在光氧

化甲醇的反应中具有更高的活性[4 ] 。而与本体 TiO2

相近 ,负载型光催化剂 TiO2ΠSiO2 的光响应区仅位于

紫外波段 ,本研究采用金属 ( Pd ,Cu ,Ni) 和金属氧化

物 (MoO3 ) 对 TiO2ΠSiO2 进行表面修饰以提高对太阳

能的利用率和光催化反应效率。鉴于 XRD 技术难

于检测粒径小于 3～4nm 的晶相结构 ,本研究着重采

用 DRS 和 Raman 技术分析 SiO2 表面分子级分散的

Ti 物种及其与表面金属和金属氧化物的相互作用 ,

并提供在光催化反应中相关的吸光特性。

1 　实验部分

111 　催化剂的制备

载体为粗孔微球硅胶 (粒度 30～50 目 ,青岛海

洋化工厂) ,经 200 ℃干燥 4h。

在氮气气氛下 ,以 TiCl4 、异丙醇和丙酮为原料

制备氯化醇钛盐的丙酮溶液为浸渍液 ,等体积浸渍

SiO2 ,室温老化 6h 后 ,50 ℃表面反应 24h ,再经洗涤、

干燥和 500 ℃煅烧得到白色 TiO2ΠSiO2 。根据浸渍液

的浓度 (分别按 Ti
4 + 浓度为 SiO2 表面羟基浓度

(218mmolΠg)的 1Π8、1Π4、1Π2 计算配制) 相应记为 Ti

(1)ΠSiO2 、Ti (2)ΠSiO2 和 Ti (3)ΠSiO2 。

分别以一定浓度的氯化钯的氨水溶液和硝酸

铜、硝酸镍的水溶液等体积浸渍所制 Ti (2)ΠSiO2 ,浸

渍样经振荡、老化、干燥后 ,在 450 ℃煅烧 5h ,再经

6 %H2 - 94 %N2 (VΠV) 混合气分别在 300 ℃、350 ℃和

450 ℃还原 4h ,得到 MΠTi (2)ΠSiO2 (M 代表 Pd , Cu ,

Ni) , Pd、Cu、Ni 的质量分别为 015 %、110 %和 110 %。

以钼酸铵水溶液等体积浸渍所制 Ti (2)ΠSiO2 ,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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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样经振荡、老化、干燥后 ,在 450 ℃煅烧 5h ,得到

MoO32Ti (2)ΠSiO2 ,根据浸渍液的浓度 (分别按 Mo
6 + Π

Ti
4 + 原子比分别为 1Π4、1Π2、1Π1 计算配制) 相应记为

Mo (1)2Ti (2)ΠSiO2 、Mo (2)2Ti (2)ΠSiO2 和 Mo (3)2Ti (2)Π

SiO2 。

112 　催化剂的表征

TiO2ΠSiO2 中 Ti
4 + 的化学分析 :取约 015g TiO2Π

SiO2 ,用 5mL HCl (610mol1L - 1 ) , 浸渍 2h ,使 Ti
4 + 完全

溶解于盐酸中 ,过滤 ,并在滤液中加浓氨水至 pH = 5

～6 ,此时得到白色絮状沉淀 ,在 900 ℃下灼烧白色沉

淀 1h ,待其冷却至室温后称重 ,得到载体表面未转

变为晶体的 Ti
4 + 含量。

采用日本理学 2308X2射线衍射仪测定催化剂的

X2射线衍射谱 ( XRD) 。实验条件为 :辐射源 Cu Kα,

管电压 36kV ,管电流 20mA。采用美国 Quantachrom

公司的 CHEMBET3000 脉冲气相色谱化学吸附仪测

定比表面积 (BET) ,采用美国 PE 公司 PH21600 型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测定 Ti (2)ΠSiO2 的 X光电子能谱

(XPS) 。分析条件 :Mg Kα光电子能量为 125316eV ,

真空度为 510 ×10
- 8

Pa ,以污染碳 (C1s , EB = 28416eV)

校正结合能值。采用 Perkin Elmer2Lambda35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和积分球装置测试催化剂的吸光性

能 ,扫描范围为 250～700nm ,扫描狭缝为 2100nm ,标

准白板 (硫酸钡) 调零 ,以 240nmΠmin 的速度扫描紫

外可见漫反射光谱 (UV2VIS DRS) 。采用 BRUKER 公

司 RFS 100ΠS 型 FT2Raman 光谱仪测定催化剂的激光

拉曼光谱 ( Raman) :以 Nd∶YAG 激光器 ( Ge Diode∶

1064nm)为激发光源 ,光源狭缝宽度为 710mm ,激光

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为 530mW ,检测器为 D24182S ,用

OPUS2OSΠ2 系统扫描并处理谱图。

2 　结果与讨论

211 　TiO2ΠSiO2 的表面结构与吸光特性

表 1 所示为系列 TiO2ΠSiO2 的表面组成与表面

性质的分析结果。根据 BET结果可知 , Ti 物种进入

SiO2 的介孔中减小了 SiO2 的比表面积 ,但与本体

TiO2 相比 ,系列 TiO2ΠSiO2 的比表面积显著提高 ,可

增加单位质量催化剂所能提供的氧化还原位。通过

化学分析表面 Ti
4 + 含量可知 ,在制备条件下 ,Ti (1)Π

SiO2 表面 TiO2 几乎仅以非晶形式存在 ,而 Ti (2)Π

SiO2 和 Ti (3)ΠSiO2 表面只有部分 TiO2 以非晶相存

在。分析 XRD 谱图 (图略)可知 ,系列 TiO2ΠSiO2 与载

体无定形 SiO2 的谱图基本相同 ,而未出现 TiO2 的晶

相衍射峰 ,说明载体表面没有形成 XRD 可检测到的

晶相 TiO2 ,表明 Ti 物种在载体表面高度分散。

表 1 　系列 TiO2ΠSiO2 的组成与表面特性

Table 1 　Surface properties and components series of TiO2ΠSiO2

理论负载量

Π%

分析负载量

Π%

比表面积

Πm2·g - 1

能隙

ΠeV

SiO2 - - 344 8160

Ti (1)ΠSiO2 216 2136 316 4105

Ti (2)ΠSiO2 513 218 272 3196

Ti (3)ΠSiO2 1017 614 253 3179

TiO2 - - 75 3123

　　图 1 为系列 TiO2ΠSiO2 的 Raman 谱图 ,由图可

知 ,与锐钛矿型本体 TiO2 (e)对照 ,Ti (1)ΠSiO2 表面没

有晶相 TiO2 形成 ,而 Ti (2)ΠSiO2 和 Ti (3)ΠSiO2 表面

均出现了微弱的锐钛矿型 TiO2 的特征拉曼位移

(144cm
- 1 ) ,这是由于 Raman 谱图敏感于表面物种的

短程有序结构[5 ]
,可检测到粒径小于 3～4nm 的微晶

粒子。当粒径小于 10nm 时具有一定的量子尺寸效

应 ,表现为吸光带边的显著蓝移 ,如图 2a 所示。

图 1 　各样品的激光拉曼光谱

Fig11 　Raman spectra of the samples

利用 Kubelka2Munk 函数[6 ]
,由 [ ( FR ∞) hν]

2～ hν

的关系图得到 TiO2 和系列 TiO2ΠSiO2 的能隙 Eg (列

于表 1)可知 ,负载于 SiO2 表面的 TiO2 的能隙显著增

大 ,这是由于当粒径与激子波尔半径相近时能带发

生离散而造成。Lassaletta
[7 ]假定 TiO2 在 SiO2 表面是

层层增长的模式 ,提出表面物种能隙的变化 ,ΔEg 关

系式如下所示 :

ΔEg =
h

2

4μxy L xy
2 +

h
2

8μz L z
2

Lxy →∞
ΔEg =

h
2

8μz L 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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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iO2 和系列 TiO2ΠSiO2

的紫外 —可见漫反射光谱

Fig12 　UV2VIS DRS of R % (a) and F( R ∞)

(b) for TiO2 and series of TiO2ΠSiO2

式中 ,μxy ,μz ———覆盖层平面和纵向的激发电子 —

空穴对减少的有效质量 ; L ———相应的维度 ,对于理

想的覆盖薄层 , L xy无限大可以忽略 ,这样ΔEg 就仅

与 L z 相关 ,而其中μz 通常取 2172～1150 me 。利用

上式 ,以 Ti (2)ΠSiO2 为例 ,计算得到表面粒径为 0143

～0158nm , 这与锐钛矿型 TiO2 ( 101 ) 层间距为

01352nm
[7 ]及 Ti2O 键的平均键长为 0119nm

[3 ] 接近 ,

说明 Ti (2)ΠSiO2 表面物种具有分子级分散的特征 ,

且其尺度远小于电子运动平均自由程 ,可以使得光

生载流子达到较好的分离效果。另外 ,由于能隙的

增加 ,光生空穴 (h + )的氧化电势和光生电子 (e
- ) 的

还原电势也相应增加 ,因此 ,在 SiO2 表面的纳米级

TiO2 粒子具有更高的光氧化和光还原能力。

进一步分析 Raman 谱图发现 ,SiO2 载体上具有

微弱的 Si2OH的特征拉曼位移 (97717 cm
- 1 ) ,但对于

Ti (1)ΠSiO2 、Ti (2)ΠSiO2 和 Ti (3)ΠSiO2 分别在 95412、

96416 和 96912cm - 1具有弱的拉曼特征位移 ,这是表

面 Si2OH与 Ti 物种键联形成 Ti2O2Si 的结果[4 ] ,由于

荧光效应使得此峰强度很低。图 3a 为 Ti (2)ΠSiO2 的

O1S XPS分峰谱。在高真空和高温处理条件下 ,排除

表面吸附水和表面羟基的存在 ,分析 O1S可知 ,结合

能为 532181eV 和 530146eV 的氧种分别对应于 Si2O2
Si 和 Ti2O2Ti 结构中的桥氧 ,而 532138eV 新的氧种[8 ]

进一步表明 Ti2O2Si 键的形成。说明在制备过程中 ,

氯化醇钛盐与表面羟基进行反应 ,且通过 Ti2O2Si 键

形成与载体键联的表面 Ti 物种。

图 3 　Ti (2)ΠSiO2 的 O1S和 Ti2p的 XPS分峰谱

Fig13 　XPS spectra of Ti (2)ΠSiO2 in O1S and Ti2p

利用 UV2VIS DRS 谱可进一步提供表面 Ti 物种

的 Ti
4 + 的空轨道和配体 (O

22 ) 之间的电荷转移 (LM2
CT)的相关信息[4 ] 。由图 3b 可知 ,锐钛矿型 TiO2 的

Ti 物种主要为八面体配位结构 ,其 LMCT 带吸收的

光能较低 (对应于 346nm) 。对于系列 TiO2ΠSiO2 ,在

225nm 左右的 LMCT带 ,对应于表面孤立四面体配位

的 TiO4 物种的吸收峰 ,而随着 TiO2 负载量的增加 ,

LMCT带的肩峰红移 (242 →249 →260) ,说明聚合

TiOx 物种的形成 ,这使得吸光带边红移和能隙减小。

不同于本体 TiO2 中 Ti 原子的电子特性 , Ti (2)ΠSiO2

表面 Ti2p的结合能增加[7 ] (图 3b) 使得 Ti
4 + 的亲电势

增加 ,在光激发的过程中 ,更易于接受电子 ;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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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物种的电子流动性减小 ,生成光生空穴的驰豫能

减小 ,从而会影响材料的光学吸收性能。所以系列

TiO2ΠSiO2 吸光带边相对 TiO2 的明显蓝移不仅反映

了表面微晶量子尺寸效应而且是表面物种与载体界

面相互作用的体现 ,且表面物种结构的变化与 LMCT

带、能隙和吸光带边的变化相一致。

212 　负载金属对 TiO2ΠSiO2 表面结构和吸光特性的

影响

图 4 为MΠTi (2)ΠSiO2 (M 代表 Pd , Cu , Ni)的UV2
VIS DRS谱图。由图 4a 可知 ,相对于 Ti (2)ΠSiO2 ,Pd、

Cu 和 Ni 的负载使得吸光带边红移 ,相应的能隙 (表

2)减小 ,且能隙减小的程度与吸光带边的红移程度

一致。

图 4 　MΠTi (2)ΠSiO2 (M代表 Pd , Cu , Ni)

的紫外 —可见漫反射光谱

Fig14 UV2VIS DRS of R % (a) and F( R ∞)

(b) for MΠTi (2)ΠSiO2 (M代表 Pd , Cu , Ni)

由图 4b 可知 , Pd2Ti (2)ΠSiO2 与 Ti (2)ΠSiO2 的

LMCT带基本相同 ,说明 Pd 的负载对表面 Ti 物种的

影响较小 ,而 Cu 与 Ni 的负载使得 LMCT带扩宽 ,即

对表面 Ti 物种结构的影响较大。一方面 ,Pd 的负载

量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 ,当 Pd、Cu 和 Ni 负载在 TiO2

表 2 　MΠTi( 2)ΠSiO2 ( M 代表 Pd , Cu , Ni)

的能隙与负载金属 M 的电子性质

Table12 　The electronic property of loaded metal and the

bandgap energy ( Eg)of MΠTi (2)ΠSiO2 (M代表 Pd , Cu , Ni)

金属 能隙ΠeV d 电子结构 功函数ΠeV

Cu 3169 3d104s1 4147

Ni 3168 3d84s2 4184

Pd 3188 4d10 4182

上可产生显著的溢氢现象[8 ]
,说明 Pd、Cu 和 Ni 与

TiO2 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根据能量相近的匹

配原则 ,相对于 Pd 的 4d 轨道 ,Cu 和 Ni 的 3d 轨道与

O2p 轨道的重叠程度更大 ,结果使得LCMT带和能隙

改变的程度更大。由图 4b 还可知 ,相对于 Ni ,Cu 的

负载对LCMT 带的影响更大 ,这可能与其较小的脱

出功相关。正由于金属与半导体表面的相互作用 ,

金属和半导体的接界可形成肖特基能垒 ,这在光激

发生成光生电子和空穴的过程中可有效地转移电

子 ,从而抑制光生电子 —空穴对的复合而提高光催

化活性。再者 , Pd、Cu 和 Ni 的负载可显著增加对可

见光的吸收。这是由于金属的负载相当于在能隙中

引入一个可以提供和接受电子的离域能级 ,从而可

以扩展半导体的光吸收域。

213 　MoO3 的负载对 TiO2ΠSiO2 表面结构和吸光特

性的影响

MoO3 是常用的烃类选择氧化催化剂 ,也是光催

化氧化烷烃反应中重要的半导体材料[9 ] 。当 MoO3

在 TiO2 表面分散或复合 ,可借助于 MoO3 的能带缘

所具有的氧化还原电势提高光催化氧化烷烃反应的

效率[10 ] 。图 5 为 MoO3 以不同担载量负载于 Ti (2)Π

SiO2 上的 UV2VIS DRS谱图。

由图 5a 可知 ,相对于 Ti (2)ΠSiO2 ,系列 MoO32Ti

(2)ΠSiO2 的吸光带边相对红移 ,且随负载量的增加 ,

红移程度增加 ;同时还可增加对可见光的吸收。

由 Raman 谱图 (图 6) 可知 ,对于 Mo (1)2Ti (2)Π
SiO2 、Mo (2)2Ti (2)ΠSiO2 ,尽管负载量较低 ,但仍能检

测到 MoO3 的晶相特征拉曼位移 (819cm - 1 ) ,同时发

现晶相 TiO2 的特征拉曼峰分别位移至 149cm - 1 和

157cm
- 1

;可推测 MoO3 与 TiO2 有一定的相互作用。

而对于 Mo (3)2Ti (2)ΠSiO2 , 没有出现 MoO3 与 TiO2

的晶相特征拉曼位移 ,仅在 MoO3 的最强拉曼特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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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Mo (1)2Ti (2)ΠSiO2 、Mo (2)2Ti (2)

ΠSiO2 和 Mo (3)2Ti (2)ΠSiO2 的紫外 —可见漫反射光谱

Fig15 　UV2VIS DRS of R % (a) and F( R ∞) (b) for Mo (1)

2Ti (2)ΠSiO2 、Mo (2)2Ti (2)ΠSiO2 and Mo (3)2Ti (2)ΠSiO2

图 6 　Mo (1)2Ti (2)ΠSiO2 、Mo (2)2Ti (2)

ΠSiO2 和 Mo (3)2Ti (2)ΠSiO2 的激光拉曼光谱

Fig16 　Raman spectra of Mo(1)2Ti (2)ΠSiO2 、

Mo (2)2Ti (2)ΠSiO2 和 Mo (3)2Ti (2)ΠSiO2

移处形成一个漫包 ,在排除可能的干扰因素的前提

下 ,说明 MoO3 与 TiO2 的相互作用增强。这是由于

在制备过程中 ,羟基化的 Ti (2)ΠSiO2 表面同时存在

Si2OH 和 Ti2OH ,当 Mo
6 + 浓度较低时 ,Mo 物种可能与

表面相对较多 Si2OH作用 ,且由于弱酸性的 MoO3 与

SiO2 作用较弱而形成一定的晶相结构 ;当 Mo6 + 浓度

增加且MoΠTi 原子比接近 1 时 ,可增加Mo 物种与 Ti2
OH 结合形成的 Mo2O2Ti 结构 ,从而引起 MoO3 和

TiO2 晶相结构消失。

尽管吸光带边随 MoO3 负载量的增加而红移 ,但

通过分析能隙的变化 (图 7) 可知 ,当 MoO3 担载量较

低时 ,Mo (1)2Ti (2)ΠSiO2 、Mo (2)2Ti (2)ΠSiO2 相对 Ti

(2)ΠSiO2 的能隙变化不大 ,而当 MoO3 载量较高时 ,

Mo (3)2Ti (2)ΠSiO2 相对 Ti (2)ΠSiO2 的能隙变化较大。

与 Ti (2)ΠSiO2的 LMCT 带相对照 (5b) ,Mo (1)2Ti (2)Π

SiO2 的LMCT带变化不大 , 而 Mo (2)2Ti (2)ΠSiO2 和

Mo (3)2Ti (2)ΠSiO2 的 LMCT 带在大于 240nm 的吸收

峰均有所增强 ,其中 Mo (2)2Ti (2)ΠSiO2 的能隙又相

对不变 ,其原因可能是四面体配位的 Mo 物种的 LM2
CT带 (240nm) [9 ] 与表面聚合 TiOx 的 LMCT 带相近 ,

这样 ,在位于大于 240nm 的 LMCT 带则不能仅解释

为与表面聚合 TiOx 相对应。由于 Mo
6 + 与 Ti

4 + 的半

径和配位结构相近 ,所以 Mo 物种与 Ti 物种易于以

四面体配位结构进行复合 ,在 MoO3 担载量较高时复

合作用表现得更为显著 ,表现为位于 252nm 的 LMCT

带的增强和吸收带边红移量的增加以及能隙明显减

少 ,且这样的复合结构可定向转移电荷而在光催化

反应中提高反应效率。

图 7 　Mo (1)2Ti (2)ΠSiO2 、Mo (2)2Ti (2)ΠSiO2

和 Mo (3)2Ti (2)ΠSiO2 的能隙分析

Fig17 　Bandgap energy of Mo(1)2Ti (2)ΠSiO2 、

Mo (2)2Ti (2)ΠSiO2 和 Mo (3)2Ti (2)Π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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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LY DISPERSED STRUCTURE AND PHOTON

ADSORPTION PROPERTY OF TiO2ΠSiO2 AND SURFACE

MODIFIED TiO2ΠSiO2 BY METAL AND METAL OXIDES

Sang Lixia
1

,Zhong Shunhe
2

(11 Key Laboratory of Enhanced Heat Transfer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Key Laboratory of

Heat Transfer and Energy Conversion , Beijing Education Commission ,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Beijing 100022 , China ; 21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 Tianjin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2 , China)

Abstract :A series of TiO2ΠSiO2 supported oxides were prepared by surface reaction of silica with an acetone solution of Ti

(i2OC3 H7 ) n Cl4 - n , where n = 0～2 , under N2 atmosphere1 Results of chemical analysis , XRD , XPS , Raman , and UV2
VIS DRS showed that two types of Ti species , small particles of anatase2type TiO2 and noncrystalline TiOx species , are

molecularly dispersed on the silica surface1 Compared with the TiO2 bulk , a blue2shift in the bandgap adsorption edge of

TiO2ΠSiO2 was observed due to the quantum size effects1 At higher TiO2 loadings , the bandgap energy and LMCT transi2
tion (O

22 →Ti
4 + ) of Ti atoms decreases ,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olymerization of the surface Ti atoms1 When

M(Pd , Cu , Ni) deposited on TiO2ΠSiO2 , the adsorption spectra expand to visible light region and the bandgap adsorption

edge red shift with respect to TiO2ΠSiO2 , which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 and TiO2 through overlapping Mnd

with O2p orbital1 Similarly , as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MoO3 on TiO2ΠSiO2 , the photon adsorption property for visible

light can be improved relatively , and the bandgap energy and the bandgap adsorption edge is more related to the coupled

action between MoO3 and TiO21
Keywords :TiO2ΠSiO2 ;molecularly dispersed structure ;bandgap energy ;surface modification ;photon adsorption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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