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卷 第 3 期
2021 年 9 月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文章编号: 1001-4543(2021)03-0212-07

Vol. 38 No. 3
Sep. 2021

DOI: 10.19570/j.cnki.jsspu.2021.03.006

TiO2/ML-Ti3C2复 合纳米材 料的制备 及其光催 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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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水热技术在二维 (2D) 多层材料 Ti3 C2 (multi-layer Ti3 C2 , ML-Ti3 C2 ) 的表面及层间原位晶化和生长锐
钛矿相 TiO2 纳米球, 制备出 TiO2 /ML-Ti3 C2 复合纳米材料。采用 XRD、SEM、氮吸附等表征技术对 TiO2 /ML-Ti3 C2
纳米复合材料进行分析表征, 并以亚甲基蓝 (MB) 为模拟污染物, 对纯 TiO2 和 TiO2 /ML-Ti3 C2 复合纳米材料的光催
化性能进行了评价。实验结果表明, 两种材料的耦合抑制了 TiO2 中光生电子-空穴对的湮灭, 延长了复合光催化剂
中载流子寿命, 拓宽了复合材料的光谱响应范围。在紫外光照射下, 以 TiO2 /ML-Ti3 C2 复合纳米材料为光催化剂,
200 mg/L 的 MB 溶液在 20 min 内几乎完全脱色, 降解率为 98.98%。TiO2 /ML-Ti3 C2 纳米复合材料的光催化性能优
于纯 TiO2 和 Ti3 C2 , Ti3 C2 优异的电子传输能力和超强的吸附性能优化了 TiO2 的光催化性能。本研究为使用光催
化技术处理废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前景。
关键词: TiO2 ; ML-Ti3 C2 ; 光催化; 二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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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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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O2 /ML-Ti3 C2 composite nanomaterials were prepared by in-situ crystallization and growth of anatase phase TiO2 nanospheres
by hydrothermal technology. TiO2 nanospheres were formed on the surface or between layers of the two-dimensional (2D) Ti3 C2 . XRD,
SEM, and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characterize the TiO2 /ML-Ti3 C2 nanocomposite. The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pure TiO2 and TiO2 /ML-Ti3 C2 nanocomposites with methylene blue (MB) as a simulated pollutant was
evaluat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of the two materials inhibits the annihilation of photogenerated electron-hole
pairs in TiO2 , prolongs the carrier lifetime in the composite photocatalyst, and broadens the spectral response range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Under ultraviolet light irradiation, using TiO2 /ML-Ti3 C2 composite nanomaterials as the photocatalyst, the MB solution of
200 mg/L was almost completely decolorized within 20 min, and the degradation rate was 98.98%. The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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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 /ML-Ti3 C2 nanocomposit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pure TiO2 and Ti3 C2 . The excellent electron transport capacity and super adsorption performance of Ti3 C2 optimize the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TiO2 .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using photocatalytic
technology to treat wastewater, which has certa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s.
Keywords: TiO2 ; ML-Ti3 C2 ; photocatalysis; two-dimensional material

0 引言

TiO2 中光生电子和空穴的复合。光催化实验结果表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
的不断提高, 光催化剂领域逐渐受到重视。在光催
化材料中, 二氧化钛 (TiO2 ) 因无毒、成本低、重复
利用性强以及便于携带和运输等优点, 在催化剂
应用领域有较大空间 [1-3] 。而锐钛矿型 TiO2 作为
一种宽带隙半导体, 只能被波长小于 378 nm 的紫
外光激活, 在太阳光谱中, 紫外光仅占其中的 4%,
因此其对光的利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 。此外,

明, ML-Ti3 C2 提高了 TiO2 的光催化效率。在紫外
光照射下, TiO2 /ML-Ti3 C2 可以将高浓度 (200 mg/L)
亚甲基蓝 (MB) 溶液在 20 min 内被完全降解, 这为
TiO2 基复合催化剂在处理污水等方面提供了新的
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仪器与试剂

TiO2 中光生电子-空穴对的湮灭也极大限制了其催

实 验 仪 器: XRD (D8-ADVANCE, 德 国); SEM

化效率 [5] 。科学家在 TiO2 中掺杂非金属离子, 如

(S-4800 型, 日本),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Vis, 美

N、C 等元素来提升其光谱响应范围, 掺杂金属离

国)。

子, 如 La3+ 、Ce4+ 、Pr3+ 等形成杂质能级, 减小禁

实 验 试 剂: 钛 酸 正 四 丁 酯 (TBOT)、过 氧 化

带宽度 [6] 。因此, 如何解决电子-空穴对容易复合和

氢 (H2 O2 )、氟 化 锂 (LiF)、冰 醋 酸 (CH3 COOH)、

扩大光吸收范围是提高光催化活性的关键, 科学家

盐 酸 (HCl) 均 来 自 国 药 化 学 试 剂 有 限 公

进行了诸如掺杂元素 [7] 、负载贵金属 [8] 、耦合半导

司。Ti3 AlC2 购 买 于 吉 林 省 一 一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体

(http://www.11tech.com.cn)。

[9]

、金属氧化物

[10]

和碳材料

[11]

等方法。尤其

是, 人们越来越关注碳基材料与 TiO2 的结合, 提高

1.2 实验方法

光催化性能 [12] 。

1.2.1 TiO2 /ML-Ti3 C2 复合光催化剂的制备

目前, 一种新的类石墨烯二维材料 MXenes 被

在 100 mL 浓度为 37%的 HCl 溶液中缓慢加入

广泛关注。MXenes 是二维过渡金属族碳化物或碳

13.4 g LiF, 在 40 ℃ 下加热搅拌 1 h, 使其充分反应

氮化物, 如 V2 C、Ti3 C2 、Nb2 C、Ti2 C 等

, 其中,

得到混合溶液, 然后以 0.1 g/min 的速率向混合溶液

Ti3 C2 由于兼具金属和陶瓷的特性, 具有高比表面

中加入 10 g Ti3 AlC2 前体粉末。将其置于 50 ℃ 水

积、高电导率和可调带隙等优点而引起学者们的兴

浴, 边加热边搅拌 36 h, 用乙醇和去离子水的体积比

趣 [16] 。将 TiO2 和 Ti3 C2 结合起来, 制备出性能优异

为 1 的混合溶液洗涤, 除去杂质, 直至 pH 为中性, 在

的 TiO2 /Ti3 C2 Tx 复合光催化剂

60 ℃ 真空干燥箱中干燥 24 h, 得到 ML-Ti3 C2 。

[13]

[13-15]

, 利用 Ti3 C2 的高

[17]

导电性和高比表面积作为染料的吸附剂以及光催化

向 30 mL 无水乙醇中缓慢添加 1.5 mL 钛酸四

剂的载体, 来提高电子-空穴对的分离效率, 减小带

正丁酯 (TBOT), 剧烈搅拌 1 h 得到 TBOT 溶液, 并

隙, 拓宽光响应范围。

向其中加入 0.1 mL 的冰醋酸以防止 TBOT 水解。将

本 工 作 首 先 制 备 出 多 层 Ti3 C2 (multi-layer

0.5 g ML-Ti3 C2 放入 10 mL 去离子水中搅拌 1 h, 之

Ti3 C2 , ML-Ti3 C2 ), 再 利 用 水 热 法 在 ML-Ti3 C2 层

后将 ML-Ti3 C2 溶液缓慢加入上述 TBOT 溶液中, 剧

之 间 原 位 生 长 TiO2 纳 米 晶 核 来 获 得 ML-Ti3 C2

烈搅拌 2 h, 使其充分混合; 将混合溶液置于 100 mL

片/TiO2 纳米复合物 (TiO2 /ML-Ti3 C2 )。多种表征方

高温反应釜中, 并将反应釜放入烘箱中, 在 160 ℃ 下

法证实了在 ML-Ti3 C2 片层上成功负载了 TiO2 纳米

分别反应 6、12、18 h, 等到温度冷却后, 离心收集,

球。光催化实验表明, 复合纳米材料能有效地抑制

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的混合溶液洗涤 3 次至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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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性, 然后在 60 ℃ 真空干燥 10 h, 收集不同水热

处, 分 别 对 应 于 ML-Ti3 C2 的 (002)、 (006) 和

时间的 TiO2 /ML-Ti3 C2 复合光催化剂, 依次标记为

(008) 晶 面, 与 文 献 报 道 的 ML-Ti3 C2 的 衍 射 峰

TM-1、TM-2 和 TM-3。

相 吻 合 [18-19] 。 TiO2 的 XRD 图 谱 与 标 准 TiO2

作 为 对 比, 在 30 mL 无 水 乙 醇 中 缓 慢 添 加

PDF 卡 (JCPDS No.21-1272) 一 致 [20] 。 2θ 位 于

1.5 mL TBOT, 并剧烈搅拌 1 h。为防止水解, 加入

25.28◦ 、37.80◦ 、48.05◦ 、55.06◦ 、68.77◦ , 分别对应于

0.1 mL 的冰醋酸, 再加入 10 mL 去离子水, 将溶液置

锐钛矿相 TiO2 的 (101)、(004)、(200)、(211)、(116)

于 100 mL 高温反应釜中, 并放入烘箱中, 于 160 ℃

晶面。TiO2 /ML-Ti3 C2 纳米复合物的 XRD 图谱中的

下分别反应 12 h。待温度冷却后, 离心收集, 用去离

所有衍射峰均可以在 TiO2 和 ML-Ti3 C2 中找到相对

子水和无水乙醇的混合溶液洗涤 3 次至 pH 为中性,

应的特征峰, 证实了 TiO2 /ML-Ti3 C2 复合物是 TiO2

然后在 60 ℃ 真空干燥 10 h, 得到纯 TiO2 。将 0.5 g

和 ML-Ti3 C2 的共存结构 [21-22] 。

ML-Ti3 C2 放入 10 mL 去离子水中并搅拌 1 h, 加入

Ti3C2
Anatase TiO2

为 MXene-160 ℃。
1.2.2 吸附-光催化协同去除 MB
在汞灯 (500 W) 下对 200 mg/L MB 染料进行
吸附催化研究, 评价了样品的吸附光催化性能。如

Intensity (a.u.)

0.1 mL 的冰醋酸, 在同等水热条件下制备出样品, 记

TM-2
TM-1
TiO2

图 1 所示, 在容量为 150 mL 的烧杯中, 将 20 mg 光
催化剂倒入 100 mL 的 MB 溶液中, 再滴入 0.5 mL
的 H2 O2 , 在黑暗条件下搅拌 20 min (经多次实验,
20 min 时二者达到吸附平衡, 吸附量不再增加)。然
后进行光催化反应, 在高压汞灯照射过程中, 每隔
5 min 取出 5 mL 溶液, 以 7 000 r/min 离心, 除去杂
质, 取上清液, 在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测定 MB 溶液的
吸光度。MB 的降解率为
C0 − C
η(%) =
× 100%
C0

TM-3

ML-Ti3C2
10

20

30

40 50
2θ/(°)

60

70

80

图 2 TiO2 、ML-Ti3 C2 和 TiO2 /ML-Ti3 C2 的 XRD 图谱
Fig. 2 XRD patterns of the bare TiO2 nanofibers, ML-Ti3 C2
and TiO2 /ML-Ti3 C2

TiO2 、 ML-Ti3 C2 和 不 同 水 热 时 间 得 到 的
TiO2 /ML-Ti3 C2 复合材料的 SEM 如图 3 所示。图

(1)

式中: C0 为原始 MB 的浓度; C 为剩余 MB 的浓度。

3(a) 是刻蚀后的 ML-Ti3 C2 , 图 3(b) 为同等水热条
件下制备的纯 ML-Ti3 C2 , 二者为典型的手风琴状
结构, 形貌没有明显改变, 与文献 [23] 中的形状一
致, 其层状结构可能具有吸附性能; 图 3(c) 所示为纯

Cooling water

TiO2 , 其形状为球形, 但明显可以看出团聚, 其粒径
在 500∼1 000 nm 之间, 这些是锐钛矿 TiO2 纳米颗
UV-light

粒。干燥过程中的高温使其团聚结块。图 3(d) ∼(f)
是 TiO2 /ML-Ti3 C2 复合材料 (TM-1、TM-2、TM-3)

Reaction solution

的 SEM 图。结果表明, ML-Ti3 C2 保留了层状的手风
琴状结构, 在表面、边缘甚至层间都观察到了球形
TiO2 颗粒, 证明二者已成功负载。且观察到 TiO2 的

Magnetic stirrer
图 1 光催化降解装置图
Fig. 1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device

1.2.3 样品表征

粒径明显减小, 使得复合材料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以及相对高的表面能。图 3(b) 在水热条件下制备的
ML-Ti3 C2 表面光滑无杂质, 而图 3(d) 的表面有细小
颗粒状物质生成, 猜测是 TiO2 晶核缓慢成核并生

图 2 所 示 为 ML-Ti3 C2 、 TiO2 和 TiO2 /ML-

长。图 3(e) 可以观察到 ML-Ti3 C2 的边缘以及片层

Ti3 C2 (TM-1、TM-2、TM-3) 的 XRD 图。ML-Ti3 C2

中有球形纳米颗粒存在。TiO2 晶核在 ML-Ti3 C2 的

的 X 射 线 衍 射 峰 出 现 在 8.4◦ 、 18.26◦ 、 27.51◦

边缘以及片层中生长为纳米颗粒, 抑制了 ML-Ti3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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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 µm

2 µm

2 µm

图 3 ML-Ti3 C2 (a, b)、TiO2 (c), TM-1 (d)、TM-2 (e) 和 TM-3 (f) 的 SEM 图像
Fig. 3 SEM images of (a, b) ML-Ti3 C2 (a, b), TiO2 (c), the reaction time of TM-1 (d), TM-2 (e) and TM-3 (f)

的堆积, 增加了 ML-Ti3 C2 的层间距离。还可以观察

环和一个饱和吸附体积, 以达到吸附平衡。TM-2 纳

到 ML-Ti3 C2 层间的纳米颗粒明显小于纯 TiO2 颗粒

米复合材料的回滞环类型为 H4 型, 回滞环的形状

的粒径, 这可能是由于 ML-Ti3 C2 层间有限的空间抑

通常与特定的孔隙结构有关。通常认为 H4 型环出

制了 TiO2 颗粒的生长。ML-Ti3 C2 增加的层间距以

现在狭窄的板状孔中。此外, Brunauer-Emmett-Teller

及 TiO2 更小的粒径, 都有利于提高复合材料的表面

(BET) 分析如表 1 所示。分层异质结构 TM-2 的表

积和对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图 3(f) 明显看出生成的

面积为 246.973 m2 /g, 大于 ML-Ti3 C2 的比表面积

TiO2 完整且密集, 完全覆盖了 ML-Ti3 C2 的表面, 这

(14.213 m2 /g) 和 TiO2 的比表面积 (127.53 m2 /g)。分

可能对复合材料的吸附性能有一定阻碍。

层异质结构中的高比表面积不仅允许入射光照射更

ML-Ti3 C2 、TiO2 和 TM-2 的 N2 吸附-解吸等温
线如图 4 所示。根据 IUPAC 分类, ML-Ti3 C2 表现出
III 型等温线, 而 TiO2 和 TM-2 纳米复合材料表现出
IV 型等温线。III 型等温线的特点是在较大的相对
压力下, 吸附体积随压力的增大而不断增大; IV 等

多的表面, 还允许更多的活性催化位点, 从而展现出
优异的光催化性能 [24] 。
表 1 不同催化剂的 BET 表面和孔参数
Tab. 1 BET surface and pore parameters of the different catalysts

温线的特点是在较高的相对压力阶段存在一个滞后

Volume adsorpyion/(cm3·g−1)

Sample

TM-2
ML-Ti3O2

SBET /
(m ·g
2

−1

)

Pore

Pore volume/

size/nm

(cm3 ·g−1 )

TM-2

246.973

2.844

0.175 6

ML-Ti3 C2

14.213

18.712

0.018 3

TiO2

127.53

10.461

0.333 5

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 (DRS) 如图 5 所示, 黑色
ML-Ti3 C2 的吸收范围覆盖紫外到可见光的全光谱。

TiO2

0

纯 TiO2 的光谱吸收阈值约为 389 nm, 几乎不吸收
0.4
0.8
0.2
0.6
Relative pressure, P/P0

1.0

图 4 ML-Ti3 C2 、TiO2 和 TM-2 的 N2 吸附-解吸等温线
Fig. 4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ML-Ti3 C2 , TiO2
and TM-2

可见光。TM-2 纳米复合材料的光吸收边缘较 TiO2
有轻微的蓝移, 可能是由于复合后 TiO2 纳米颗粒粒
径变小, 其量子尺寸效应使复合材料的吸收带蓝移,
且在可见光区域的吸收强度有所增加。TiO2 纳米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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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分散在 ML-Ti3 C2 层间, TiO2 /ML-Ti3 C2 纳米复合

本实验以 MB 的光催化降解为模型反应, 配置

材料在 400∼800 nm 范围内均有光谱吸收, 也说明

200 mg/L 的高浓度 MB 溶液, 所有样品首先在黑

耦合 ML-Ti3 C2 拓宽了 TiO2 的光谱响应范围。

暗中反应, 曲线起点降解率小于 100%, 说明在黑暗
反应阶段有一定的吸附效果。如图 6(a) 所示, 相对
纯 TiO2 和 ML-Ti3 C2 , TiO2 /ML-Ti3 C2 纳米复合材料

ML-Ti3C2

0.8

的光催化活性明显更高。在紫外光照射下, 加入了

0.6

140
120

TiO2

TM-2 的 MB 溶液在 20 min 内几乎完全脱色, 测量

TM-2
TiO2

计算可知降解率为 98.98%。值得注意的是, TM-2 完

100
(a.hv)2

Absorbance (a.u.)

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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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UV–Vis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a of TiO2 , ML-Ti3 C2
and 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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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 TM-2 为光催化剂的 MB 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
光谱随时间的变化, 吸收光谱的急剧下降表明 TM-2
对 MB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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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a) 不同样品对 MB (200 mg/L) 的光催化降解曲线图; (b) 以 TM-2 为光催化剂, 降解不同时间后 MB 溶液的吸收光谱;
(c) 不同样品对 MB (200 mg/L) 光催化降解的动力学线性模拟曲线; (d) TM-2 光催化降解 MB 的可回收性
Fig. 6 (a) The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MB (200 mg/L) over different samples; (b) The absorption spectra of MB photodegraded
by TM-2 after different time; (c) Kinetic linear simulation curves of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MB over different samples;
(d) Recyclability of the photo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MB for TM-2

为 了 更 好 地 了 解 MB 的 光 催 化 效 率, 对 MB

− ln(C/C0 ) = kt, 其中 k 为光催化反应的表观速

的 光 催 化 降 解 动 力 学 进 行 了 研 究, 如 图 6(c) 所

率常数, 样品 TM-2 的速率常数分别是纯 TiO2 和

示。光催化降解过程符合准一级动力学模型

ML-Ti3 C2 纳米片的 3.9 倍和 4.8 倍。用 k 值估算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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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光照射下的光催化效率, 依次为: TM-2 > TM-3

ML-Ti3 C2 可以大大减少电子-空穴对的络合作用,

> TM-1 > TiO2 > ML-Ti3 C2 > MB。结果表明, 引

提高电子-空穴对的分离效率。

入 ML-Ti3 C2 可以提高 TiO2 的光吸收光谱, 从而大
大提高 TiO2 的紫外光催化性能。本工作还研究了

2 结

TiO2 /ML-Ti3 C2 复合材料在紫外光照射下降解 MB
的 5 次循环使用效果如图 6(d) 显示, 在连续 5 次运
行之后, 未观察到复合材料的明显失活, 表明其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
基于以上结果, 本文提出了 TiO2 /ML-Ti3 C2 可
能的反应机理, 如图 7 所示。WOJTONISZAK 等 [11]
指出, ML-Ti3 C2 有优良导电性, 在费米能级处有较
高的电子密度; ML-Ti3 C2 不稳定, 且表面有大量悬
空键, 所以与 TiO2 或 TiO2 表面的羟基结合形成 CO-Ti 键, 将复合催化剂的光谱响应范围大大提升了。
在紫外光照射下, 由于 TiO2 良好的电子俘获能力,
电子从价带 (VB) 激发到导带 (CB) 形成光生电子,
在 VB 中产生相同数量的空穴 (h+ )。电子将催化剂
表面的溶解氧转化成超氧自由基 (·O−
2 ), 吸附在催化
剂表面的空穴将 H2 O 氧化为羟基自由基 (·OH)[26] 。
然而, 半导体在光激发过程中, 光生电子和空穴对
很容易形成复合体, 降低了催化效率。TiO2 导带
的光激发电子在紫外光激发下可以方便地迁移到
ML-Ti3 C2 中, 这阻碍了光生载流子的复合, 从而增
加它们的寿命。图 7 显示, 由于 ML-Ti3 C2 的费米
能级比 TiO2 的导电荷电位更负, 光激发电子可以
从TiO2 快速转移到 ML-Ti3 C2 。在光催化剂中加入

论

采用简单的水热法制备了 TiO2 /ML-Ti3 C2 纳米
复合材料, TiO2 纳米球在 ML-Ti3 C2 之间结晶并原
位生长, 从而支撑 MXene 片并形成具有膨胀空间
的多层 MXene 片。TiO2 /ML-Ti3 C2 纳米复合材料对
MB 的降解效果明显优于 TiO2 和 ML-Ti3 C2 材料,
这可能是由于复合材料的协同效应。TiO2 颗粒被
负载在 ML-Ti3 C2 表面和边缘, 甚至在 ML-Ti3 C2 层
间生长, 这可以防止 ML-Ti3 C2 层坍塌并增加层间
距离, 从而增加比表面积, 较大的比表面积有利于
染料与催化剂的接触。污染物的有效吸附提高了传
质效率, 而将 ML-Ti3 C2 偶联到 TiO2 纳米球上, 延
长了复合光催化剂的光生载流子寿命, 拓宽了光谱
响应范围。ML-Ti3 C2 有利于光生载流子的分离和
快速传输, 从而具有良好的电子传输性能; TiO2 与
ML-Ti3 C2 的结合还可以有效减小其带隙, 提高光的
吸收效率, 进一步提高光催化效率。本研究为环境
污染修复用 MXene 基纳米复合材料的设计和改性
提供了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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