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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

球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为将含银化合物，含钛

化合物和表面活性剂溶于溶剂中，充分搅拌溶解

后静置沉降，之后进行水热反应，将所得的产物

洗涤、干燥，再于空气气氛中煅烧，制备得到介孔

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本制备方法制备出

的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具有较好的

重复性。产物形貌随Ag:Ti比的增加，逐渐远离球

状，但介孔结构基本保持。最终样品具有较大的

比表面积，较多的活性位点对催化反应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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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含银化合物，含钛化合物和表面活性剂溶于溶剂中，充分搅拌溶解后静置沉降，之后

进行水热反应，将所得的产物洗涤、干燥，再于空气气氛中煅烧，制备得到介孔Ag/Ag2O/TiO2

固体微球材料；

具体步骤为：将表面活性剂溶解于乙醇溶液中，磁力搅拌下，加入含银化合物的乙醇溶

液，加入水，调低磁力搅拌转数，快速加入含钛化合物，继续搅拌混合，溶液静置沉降，得到

的沉降物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涤3遍以上，干燥后研磨得粉末，将研磨得到的粉末转移至具

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水和乙醇溶液；置于马弗炉中水热反

应，120-180  ℃下加热12-24  h，反应结束后，所得产物冷却至室温，再用水和乙醇溶液分别

清洗3遍以上，离心过滤，再50-60℃下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煅烧，煅烧

温度为400-600℃，煅烧时间控制在30  min-2h，得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

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六胺、十八胺或十二烷基磺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所述含银化合物和含钛化合物以Ag和Ti计，Ag和Ti的摩尔比为0.1-10：10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热反应为将沉降后的混合溶液洗

涤、干燥磨粉，再将粉状产物转移至聚四氟乙烯为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溶

剂，在120-180  ℃下加热12  -  24  h，冷却至室温。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为水和乙醇，水与乙醇的体积

比为1:（1-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乙醇溶液的质量百分数为98-99.5  wt%。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含银化合物为硝酸银、碳酸银或硫酸银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所述含钛化合物为

异丙醇钛、四氯化钛或硫酸氧钛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在静置之前的操作步骤中，反应体系中加入水，水与含钛化合物的摩尔比为10-60：1。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静置之前的操作步骤中，反应体系中

加入水，水与含钛化合物的摩尔比为10-30:1。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静置之前的操作步骤中，反应体系中

加入水，水与含钛化合物的摩尔比为20:1。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含银化合物和含钛化合物以Ag和Ti计，

Ag和Ti的摩尔比为0.1-2：100。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表面活性剂与含钛化合物摩尔比为0.1-

2:1。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静置沉降时间为10–2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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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材料合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的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利用纳米TiO2对有机污染物进行净化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

较低的光量子效率和较慢的反应速率限制了TiO2光催化技术的实用化进程。如何进一步提

高TiO2的光催化活性已成为当前活跃的研究课题。已有的研究表明，贵金属-TiO2界面

Schotty势垒作用，在Ag/TiO2光催化体系中电子与空穴的有效分离，Ag粒子在可见光激发

下的等离子共振效应使其对可见光有强烈吸收，从而大大提高复合物催化剂的活性。Ag相

对于Au，Pt和  Pd价廉易得，毒性较小且具有杀菌作用，但当Ag的负载量过大时，复合催化剂

的光催化效果大大降低。因此，将部分Ag氧化成Ag2O，使其形成Ag2O/TiO2异质结，一方面有

效减少Ag量，另一方面可有效促进电子和空穴分离。因此利用Ag改性提高TiO2活性对于有

机污染水体的净化具有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本发明所述制备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具有反应过程简单，反应时间短，无需任何复杂的操

作及特殊的设备等优点。本发明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尺寸在500-600nm之间，孔

道较为均一、材料分散性好、比表面积较大，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0004]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的制备方法：

[0006] 将含银化合物，含钛化合物和表面活性剂溶于溶剂中，充分搅拌溶解后静置沉降，

之后进行水热反应，将所得的产物洗涤、干燥，再于空气气氛中煅烧，制备得到介孔Ag/

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

[0007] 所述水热反应为将沉降后的混合溶液洗涤、干燥磨粉，再将粉状产物转移至聚四

氟乙烯为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溶剂，在120-180℃下加热12-24h，冷却至

室温。

[0008] 所述溶剂为水和乙醇，水与乙醇的体积比为1:(1-3)。

[0009] 具体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所述技术方案的操作步骤：

[0010] 将表面活性剂溶解于乙醇溶液中，磁力搅拌，加入含银化合物的乙醇溶液，调低磁

力搅拌转数，快速加入含钛化合物，继续搅拌混合，溶液静置沉降，得到的沉降物用乙醇和

去离子水洗涤3遍以上，干燥后研磨得粉末，将研磨得到的粉末转移至具有聚四氟乙烯内衬

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水和乙醇溶液；置于马弗炉中水热反应，120-180℃下加

热12-24h，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水和乙醇溶液分别清洗3遍以上，离心过滤，

再50-60℃下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煅烧，煅烧温度为400-600℃，煅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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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控制在30min-2h，得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

[0011] 所述乙醇溶液的质量百分数为98-99.5wt％。

[0012] 所述含银化合物为硝酸银、碳酸银或硫酸银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所述含钛化合

物为异丙醇钛、四氯化钛或硫酸氧钛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六胺、十八

胺或十二烷基磺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在静置之前的操作步骤中，反应体系中加入水，

水与含钛化合物的摩尔比为10-60：  1,优选摩尔比为10-30:1,最佳摩尔比为20:1。

[0013] 含银化合物和含钛化合物以Ag和Ti计，Ag和Ti的摩尔比为0.1-10：  100。

[0014] 含银化合物和含钛化合物以Ag和Ti计，Ag和Ti的优选摩尔比为0.1-1：  100。

[0015] 表面活性剂与含钛化合物摩尔比为0.1-2:1 ,优选摩尔比为0.2-2:1，最佳为0.5：

1。

[0016] 所述的静置沉降时间为10–20小时。

[0017] 本发明所述方法制备得到的材料能够用于有机污染物的净化。

[0018] 得到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的合成关键点：

[0019] 1)反应原材料中异丙醇钛加入速度要快，搅拌速度减小，避免过快的搅拌速度破

坏材料形貌；

[0020] 2)水热反应温度，时间控制在合理范围，避免材料尺寸过大；

[0021] 3)煅烧时间不宜过高，一方面会破坏产物形貌，另一方面容易引起材料晶型转变。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上述实验过程得到的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具有介孔结构且球形结构较

为均一，实现了发明的目的。

[0024] 本制备方法制备出的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具有较好的重复性。产物形

貌随Ag:Ti比的增加，逐渐远离球状，但介孔结构基本保持。最终样品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较多的活性位点对催化反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本合成方法中，为了得到Ag/Ag2O异质结

构，采用的先氧化，后部分还原  Ag化合物的方法。可以简单并有效的控制Ag和Ag2O的比例。

另外在对TiO2改性的方法中，异质结为促进光激活下产生电子和空穴有效分离的便捷方

法。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制备的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Ag和Ti的摩尔比为1：100  和10/

100)的XRD图片。

[0026] 图2是制备的介孔Ag/Ag2O/TiO2固体微球材料(Ag和Ti的摩尔比为1：100  和10/

100)的SEM图片。

[0027] 图3(A)Ag和Ti比为1:100的Ag/Ag2O/TiO2的EDS能谱图，(B-D)O,Ti  和Ag元素的元

素分布图。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0029] 实施例1-5中溶液配制：将0.628621g硝酸银溶于50mL乙醇溶液(98wt％) 中，配成

硝酸银溶液。

[0030] 实施例1

[0031] 室温下，将1.98g十六胺充分溶解于200mL乙醇溶液(98wt％)中，调节磁力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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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数为500rpm，加入2mL硝酸银溶液，同时加入1.6mL去离子水，最后调低磁力搅拌器转数到

200rpm，快速加入4.455mL的异丙醇钛，使溶液中Ag和Ti的摩尔比为1/100，搅拌30s后，溶液

静置沉降18h。将产物和溶液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涤3遍，干燥研磨。将粉末转移至一个100 

mL的具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40mL乙醇和20  mL水，置于马弗

炉中在160℃下水热反应18h，然后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清洗三遍，除

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于500℃

下煅烧2h。得到介孔  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图1为XRD图片，图2为SEM图片，图3为EDS 

能谱图。如图3所示，Ag和Ti的摩尔比为1:100的样品的表面Ag覆盖率为  0.65％，Ag分布较

为均匀并且表面分布含量和计算量基本符合。产物结晶度较好，形貌均匀且分散性好。

[0032] 实施例2

[0033] 室温下，将1.98g十六胺充分溶解于200mL乙醇溶液(98wt％)中，调节磁力搅拌器

转数为500rpm，加入20mL硝酸银溶液，同时加入1.6mL  去离子水，最后调低磁力搅拌器转数

到200rpm，快速加入4.05mL异丙醇钛溶液，使溶液中Ag和Ti的摩尔比为10/100，搅拌30s后，

溶液静置沉降  12h。将产物和溶液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涤3遍，干燥研磨。将粉末转移至一

个100mL的具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30mL 乙醇和30mL水，置

于马弗炉中在160℃下水热反应18h，然后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清洗

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

于500℃下煅烧  30min。得到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图1为XRD图片,图2为SEM 图

片。

[0034] 实施例3

[0035] 室温下，将1.98g十六胺充分溶解于200mL乙醇溶液(98wt％)中，调节磁力搅拌器

转数为500rpm，加入0.2mL硝酸银溶液，同时加入1.6mL  去离子水，最后调低磁力搅拌器转

数到200rpm，快速加入4.4955mL异丙醇钛溶液，使溶液中Ag和Ti的摩尔比为0.1/100，搅拌

30s后，溶液静置沉降14h。将产物和溶液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涤3遍，干燥研磨。将粉末转移

至一个100mL的具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40mL  乙醇和20mL

水，置于马弗炉中在180℃下水热反应14h，然后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水和无水乙醇分别

清洗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

氛中于400℃下煅烧  1h。得到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

[0036] 实施例4

[0037] 室温下，将1.98g十六胺充分溶解于200mL乙醇溶液(98wt％)中，调节磁力搅拌器

转数为500rpm，加入1mL硝酸银溶液，同时加入1.6mL去离子水，最后调低磁力搅拌器转数到

200rpm，快速加入4.4775mL异丙醇钛溶液，使溶液中Ag和Ti的摩尔比为0.5/100，搅拌30s

后，溶液静置沉降  16h。将产物和溶液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涤3遍，干燥研磨。将粉末转移至

一个100mL的具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30mL 乙醇和30mL水，

置于马弗炉中在180℃下水热反应14h，然后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清

洗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

中于400℃下煅烧  30min。得到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

[0038] 实施例5

[0039] 室温下，将1.98g十六胺充分溶解于200mL乙醇溶液(98wt％)中，调节磁力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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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数为500rpm，加入8mL硝酸银溶液，同时加入1.6mL去离子水，最后调低磁力搅拌器转数到

200rpm，快速加入4.32mL异丙醇钛溶液，使溶液中Ag和Ti的摩尔比为4/100，搅拌30s后，溶

液静置沉降20h。将产物和溶液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涤3遍，干燥研磨。将粉末转移至一个

100  mL的具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加入45mL乙醇和15  mL水，置于

马弗炉中在120℃下水热反应24h，然后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清洗三

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于

600℃下煅烧30min。得到介孔Ag/Ag2O/TiO2微球固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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