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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其特征

在于：所述光触媒复合材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5‑20份，铁掺杂的纳

米氧化锌：1‑10份，纳米银：1‑8份，纳米铂：

0.025‑0 .2份，石墨烯：0.1‑5份，渗透剂：0.1‑2

份，分散剂：0.5‑3份，去离子水：200‑450份，其中

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化学结构式为xmol％

Fe‑TiO2(0 .05≤x≤2)，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的

化学结构式为ymol％Fe‑ZnO(0.05≤y≤3)，石墨

烯的化学结构式为重量份R。本发明的铁掺杂的

纳米二氧化钛和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复合使用

时的效果高于单独使用时，本发明的铁离子改性

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对光的响应范围可以拓展到

可见光区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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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触媒复合材料包含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5-20份，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1-10份，纳米银：1-8

份，纳米铂：0.025-0.2份，石墨烯：0.1-5份，渗透剂：0.1-2份，分散剂：0.5-3份，去离子水：

200-450份，其中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化学结构式为xmol％Fe-TiO2(0.05≤x≤2)，铁

掺杂的纳米氧化锌的化学结构式为ymol％Fe-ZnO(0.05≤y≤3)，石墨烯的化学结构式为重

量份R。

2.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化

学结构式为xmol％Fe-TiO2(0 .1≤x≤1.5)，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的化学结构式为ymol％

Fe-ZnO(0.1≤y≤2.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a：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其中，铁离子的掺杂量通过硝酸铁的

加入量来控制；

b：通过热沉积法在步骤a中得到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表面负载纳米铂；

c：通过水热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其中，铁离子的掺杂量通过硝酸铁的加入量

来控制；

d：按比例准确称量步骤b得到的纳米铂负载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步骤c得到的铁

掺杂的纳米氧化锌以及纳米银、石墨烯、渗透剂、分散剂混合并加入去离子水，其混合物放

入搅拌机中以800-1200rpm/min的转速搅拌1-2小时使其混合均匀并得到混合液；

e：用超声波分散机将混合液进行分散处理2-3小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a中所述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具体步骤为：磁力搅拌下称取

8.526重量份钛酸异丙酯加入到55-78重量份无水乙醇中，得到溶液S1。根据铁离子的掺杂

量将一定量的硝酸铁溶解在80-100重量份去离子水中，再滴加有5.25-10.5重量份冰醋酸，

继续搅拌，得到溶液S2。在搅拌条件下，将溶液S2逐滴加入到S1溶液中，继续搅拌2-4小时，

然后再室温下老化48-96小时。将得到的产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研磨，然后

转移到400-600℃的马弗炉中煅烧4-6小时即可得到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a中所述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在可见光下能够发生光催化反应，其中铁离子的掺杂量

为0.5-2mol％。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b中所述纳米铂负载量为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重量的0.5-1％。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c中所述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通过水热法制备，具体步骤为：先准确称取2.195重量份醋

酸锌，加入120-160重量份的去离子水，磁力搅拌5-10分钟，再根据铁离子的掺杂量将一定

量的硝酸铁加入到上述溶液中，继续搅拌5-10分钟。然后将56-134重量份浓度为3mol/L的

氢氧化钠水溶液滴加到上述混合液中，继续搅拌15-30分钟，再转移到高压反应釜中进行水

热反应，设置反应温度为150-180℃，反应时间10-12小时。水热反应结束后，待反应釜自然

冷却到室温，将得到的混合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然后转移到600-800℃的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058276 A

2



马弗炉中煅烧3-5小时即可得到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c中所述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在可见光下能够发生光催化反应，其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

0.5-3mol％。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d中所述分散剂是聚乙烯吡咯烷酮、聚丙烯酸钠与聚甲基丙烯酸铵中的任意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d中所述分散剂是聚乙烯吡咯烷酮、聚丙烯酸钠与聚甲基丙烯酸铵中任意两种的混合，

或是其三者的混合。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2058276 A

3



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触媒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们通常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室内，因此室内空气质量对人类非常重要。甲醛

(HCHO)被认为是主要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因为长期接触甲醛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因此，开发经济高效且简单的技术用于去除室内甲醛十分重要。

[0003] 吸附被广泛用于室内甲醛的去除，室内甲醛的浓度可以通过一些吸附剂成功地降

低到非常低的水平。例如余家国课题组通过对硼酸/尿素混合物进行热处理，合成了由六方

氮化硼纳米片柔性网络构成的多孔氮化硼，所制备的海绵状多孔氮化硼对气态甲醛表现出

快速的吸附速率和超高的吸附能力。参阅Environmental  Science&Technolo重量份y 

Letters，2016年，4期20-25页中，然而，吸附技术的应用受到吸附能力和存在二次污染的可

能性的限制。

[0004] 光催化技术已普遍用于室内空气净化，通过该技术可以将甲醛分解为水和二氧化

碳等无害物质，而且不需要投入大量能源。二氧化钛作为一种常见半导体光催化剂，被广泛

研究用于甲醛的降解，例如张世英课题组以钛酸四丁酯为前驱体，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了

一种二氧化钛纤维，该二氧化钛纤维为共晶结构，包括锐钛矿相和金红石相，其在紫外光照

射下的甲醛降解率达到了98.6％。参阅Applied  surface  science，2012年，258期3469-

3474页，然而，由于受宽禁带的限制，来自二氧化钛价带上的电子只能在紫外线辐射下被激

活，限制了它的实际应用。

[0005] 例如专利号为201710730786 .6的一种铁红色近红高反射材料与其制备方法，

201710730786.6化学式如下为Ti1-xFexO2，其中，x＝0.05～0.20，利用溶胶法制备的铁红

色近红高反射材料对太阳光进行发射，但是并未涉及其作为催化剂分解甲醛，另外也未能

与其他材料共同掺杂，无法扩大光触媒复合材料对光的响应范围。

[0006] 例如专利号为201510518590.1的一种可视光应答型复合光触媒，由光触媒层、无

机保护层和连接层复合而成，光触媒层通过改性二氧化钛光触媒掺杂金属离子，无机保护

层为纳米二氧化钛，连接层为无机胶黏剂，严格来说仅为机械混合，并不是真正化学意义上

的掺杂，效果差，无法拓展二氧化钛的光吸收到可见光范围。

[0007] 例如专利号为201510061741.5的一种石墨烯-铁离子改性TiO2光触媒复合材料，

主体为石墨烯和改性TiO2，未涉及将其与氧化锌进行复合掺杂，另外也未考虑到其混合的

掺杂比例。

[0008] 综上所述，现有技术仍然缺乏一种对光的响应范围可以拓展到可见光区域，可见

光下有高效的光催化活性，在太阳光下能对甲醛、苯等有害气体的起到高效净化空气的光

触媒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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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该光触媒复合材料对光

的响应范围可以拓展到可见光区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0010]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

光触媒复合材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5-20份，铁掺杂的纳米氧

化锌：1-10份，纳米银：1-8份，纳米铂：0.025-0.2份，石墨烯：0.1-5份，渗透剂：0.1-2份，分

散剂：0.5-3份，去离子水：200-450份，其中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化学结构式为xmol％

Fe-TiO2(0.05≤x≤2)，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的化学结构式为ymol％Fe-ZnO(0.05≤y≤3)，

石墨烯的化学结构式为重量份R。

[0011] 进一步地，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化学结构式为xmol％Fe-TiO2(0 .1≤x≤

1.5)，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的化学结构式为ymol％Fe-ZnO(0.1≤y≤2.2)。

[0012] 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a：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其中，铁离子的掺杂量通过硝酸

铁的加入量来控制；

[0014] b：通过热沉积法在步骤a中得到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表面负载纳米铂；

[0015] c：通过水热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其中，铁离子的掺杂量通过硝酸铁的加

入量来控制；

[0016] d：按比例准确称量步骤b得到的纳米铂负载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步骤c得到

的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以及纳米银、石墨烯、渗透剂、分散剂混合并加入去离子水，其混合

物放入搅拌机中以800-1200rpm/min的转速搅拌1-2小时使其混合均匀并得到混合液；

[0017] e：用超声波分散机将混合液进行分散处理2-3小时。

[0018] 进一步地，步骤a中所述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具体步骤

为：磁力搅拌下称取8.526重量份钛酸异丙酯加入到55-78重量份无水乙醇中，得到溶液S1。

根据铁离子的掺杂量将一定量的硝酸铁溶解在80-100重量份去离子水中，再滴加有5.25-

10.5重量份冰醋酸，继续搅拌，得到溶液S2。在搅拌条件下，将溶液S2逐滴加入到S1溶液中，

继续搅拌2-4小时，然后再室温下老化48-96小时。将得到的产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

涤、干燥，研磨，然后转移到400-600℃的马弗炉中煅烧4-6小时即可得到铁掺杂的纳米二氧

化钛。

[0019] 进一步地，步骤a中所述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在可见光下能够发生光催化反应，

其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0.5-2mol％。

[0020] 进一步地，步骤b中所述纳米铂负载量为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重量的0.5-1％。

[0021]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通过水热法制备，具体步骤为：先准

确称取2.195重量份醋酸锌，加入120-160重量份的去离子水，磁力搅拌5-10分钟，再根据铁

离子的掺杂量将一定量的硝酸铁加入到上述溶液中，继续搅拌5-10分钟。然后将56-134重

量份浓度为3mol/L的氢氧化钠水溶液滴加到上述混合液中，继续搅拌15-30分钟，再转移到

高压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设置反应温度为150-180℃，反应时间10-12小时。水热反应结

束后，待反应釜自然冷却到室温，将得到的混合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然后

转移到600-800℃的马弗炉中煅烧3-5小时即可得到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

[0022]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在可见光下能够发生光催化反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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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0.5-3mol％。

[0023] 进一步地，步骤d中所述分散剂是聚乙烯吡咯烷酮、聚丙烯酸钠与聚甲基丙烯酸铵

中的任意一种。

[0024] 进一步地，步骤d中所述分散剂是聚乙烯吡咯烷酮、聚丙烯酸钠与聚甲基丙烯酸铵

中任意两种的混合，或是其三者的混合。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6] (1)本发明利用复合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结合纳米

银、纳米铂、石墨烯等通过研发试验后按比例复合掺杂，光使得触媒复合材料在可见光下有

较好的光催化活性，在太阳光下能对甲醛、苯等有害气体的起到高效净化作用。

[0027] (2)可吸附抗菌离子，起到消毒的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光触媒复合材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铁

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5-20份，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1-10份，纳米银：1-8份，纳米铂：

0.025-0.2份，石墨烯：0.1-5份，渗透剂：0.1-2份，分散剂：0.5-3份，去离子水：200-450份，

其中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化学结构式为xmol％Fe-TiO2(0.05≤x≤2)，铁掺杂的纳米

氧化锌的化学结构式为ymol％Fe-ZnO(0.05≤y≤3)，石墨烯的化学结构式为重量份R。

[0030] 实施例2：

[0031] 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光触媒复合材料包含以

下重量份的组分，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10-15份，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3-8份，纳米银：

3-6份，纳米铂：0.1-0.18份，石墨烯：2-3份，渗透剂：0.8-1.5份，分散剂：1-2份，去离子水：

300-400份，其中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化学结构式为xmol％Fe-TiO2(0.1≤x≤1)，铁掺

杂的纳米氧化锌的化学结构式为ymol％Fe-ZnO(0.1≤y≤2)，石墨烯的化学结构式为重量

份R。

[0032] 实施例3：

[0033] 与实施例一不同的是：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化学结构式为xmol％Fe-TiO2

(0.1≤x≤1.5)，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的化学结构式为ymol％Fe-ZnO(0.1≤y≤2.2)。

[0034] 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0035] 第一种实施例：

[0036] a.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

[0037] b.通过热沉积法在步骤a得到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表面负载纳米铂，负载

量为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重量的0.5％；c通过水热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

[0038] d.按比例准确称量步骤b得到的纳米铂负载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16份、步骤c

得到的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6份、纳米银4份、石墨烯2份、渗透剂1份和聚乙烯吡咯烷酮1份，

加入到300份去离子水中，以1000rpm/min的转速搅拌2小时使其混合均匀。

[0039] e.将步骤d得到的混合液用超声波分散机进行分散处理2小时，即可得到本发明的

光触媒复合材料，步骤a中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0.5mol％，通过以下

步骤制备：磁力搅拌下称取8.526重量份钛酸异丙酯加入到63重量份无水乙醇中，得到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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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将0.06重量份硝酸铁溶解在80重量份去离子水中，再滴加6.3重量份冰醋酸，继续搅拌，

得到溶液S2。在剧烈搅拌条件下，将溶液S2逐滴加入到S1溶液中，继续搅拌3小时，然后再室

温下老化2天。将得到的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研磨，然后转移到500摄氏

度的马弗炉中煅烧5小时即可得到0.5mol％Fe-TiO2。

[0040] 步骤c中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0.5mol％，通过以下步骤制备：

先准确称取2.195重量份醋酸锌，加入120重量份的去离子水，磁力搅拌10分钟，再将0.02重

量份硝酸铁加入到上述溶液中，继续搅拌10分钟。然后将89.6重量份浓度为3mol/L的氢氧

化钠水溶液滴加到上述混合液中，继续搅拌20分钟，再转移到高压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

设置反应温度为160摄氏度，反应时间10小时。水热反应结束后，待反应釜自然冷却到室温，

将得到的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然后转移到600摄氏度的马弗炉中煅烧4

小时即可得到0.5mol％Fe-ZnO。

[0041] 第二种实施例：

[0042] 本发明提供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0043] a.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

[0044] b.通过热沉积法在步骤a得到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表面负载纳米铂，负载

量为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重量的1％。

[0045] c.通过水热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d按比例准确称量步骤b得到的纳米铂负

载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18份、步骤c得到的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5份、纳米银2份、石墨

烯2份、渗透剂1.5份和聚丙烯酸钠1.5份，加入到300份去离子水中，以1200rpm/min的转速

搅拌1小时使其混合均匀。

[0046] e将步骤d得到的混合液用超声波分散机进行分散处理3小时，即可得到本发明的

光触媒复合材料。

[0047] 步骤a中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1mol％，通过以下步骤制备：

磁力搅拌下称取8.526重量份钛酸异丙酯加入到63重量份无水乙醇中，得到溶液S1。将

0.121重量份硝酸铁溶解在90重量份去离子水中，再滴加7.35重量份冰醋酸，继续搅拌，得

到溶液S2。在剧烈搅拌条件下，将溶液S2逐滴加入到S1溶液中，继续搅拌3小时，然后再室温

下老化3天。将得到的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研磨，然后转移到400摄氏度

的马弗炉中煅烧6小时即可得到1mol％Fe-TiO2。

[0048] 步骤c中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1mol％，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先

准确称取2.195重量份醋酸锌，加入150重量份的去离子水，磁力搅拌10分钟，再将0.04重量

份硝酸铁加入到上述溶液中，继续搅拌10分钟。然后将56重量份浓度为3mol/L的氢氧化钠

水溶液滴加到上述混合液中，继续搅拌20分钟，再转移到高压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设置

反应温度为150摄氏度，反应时间12小时。水热反应结束后，待反应釜自然冷却到室温，将得

到的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然后转移到650摄氏度的马弗炉中煅烧3小时

即可得到1mol％Fe-ZnO。

[0049] 第三种实施例：

[0050] 本发明提供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料，一种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合材

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2mol％Fe-TiO2：15份，铁掺杂的纳米氧

化锌2mol％Fe-ZnO：4份，纳米银：4份，纳米铂：0.15份，石墨烯：3份，渗透剂：1.5份，分散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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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份，去离子水：300份，其制备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0051] 步骤a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b通过热沉积法在步骤a得到

的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的表面负载纳米铂，负载量为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重量的1％；

c通过水热法制备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d按比例准确称量步骤b得到的纳米铂负载的铁掺

杂的纳米二氧化钛15份、步骤c得到的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4份、纳米银4份、石墨烯3份、渗

透剂1.5份和聚甲基丙烯酸铵2.5份，加入到300份去离子水中，以1100rpm/min的转速搅拌

1.5小时使其混合均匀。e将步骤d得到的混合液用超声波分散机进行分散处理3小时，即可

得到本发明的光触媒复合材料。

[0052] 步骤a中铁掺杂的纳米二氧化钛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2mol％，通过以下步骤制备：

磁力搅拌下称取8.526重量份钛酸异丙酯加入到63重量份无水乙醇中，得到溶液S1。将

0.242重量份硝酸铁溶解在100重量份去离子水中，再滴加9.45重量份冰醋酸，继续搅拌，得

到溶液S2。在剧烈搅拌条件下，将溶液S2逐滴加入到S1溶液中，继续搅拌4小时，然后再室温

下老化4天。将得到的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研磨，然后转移到550摄氏度

的马弗炉中煅烧4小时即可得到2mol％Fe-TiO2。

[0053] 步骤c中铁掺杂的纳米氧化锌中铁离子的掺杂量为2mol％，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先

准确称取2.195重量份醋酸锌，加入150重量份的去离子水，磁力搅拌5分钟，再将0.08重量

份硝酸铁加入到上述溶液中，继续搅拌5分钟。然后将56重量份浓度为3mol/L的氢氧化钠水

溶液滴加到上述混合液中，继续搅拌30分钟，再转移到高压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设置反

应温度为150摄氏度，反应时间12小时。水热反应结束后，待反应釜自然冷却到室温，将得到

的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干燥，然后转移到600摄氏度的马弗炉中煅烧4小时即

可得到2mol％Fe-ZnO。

[0054] 按照重量份B/T16129方法检测上述第一种实施例制备的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

合材料对甲醛的清除效果，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0055] 序号 甲醛去除率(％) 甲苯去除率(％) 乙醚去除率(％) 苯酚去除率(％)

测试时间3h 93.5 93.4 95 99.3

测试时间6h 94.5 95.3 95.8 99.5

测试时间9h 97.6 97.8 97.2 99.5

测试时间12h 98.5 97.9 98.1 99.5

测试时间15h 98.6 98.1 99.1 99.5

测试时间18h 98.9 98.5 99.1 99.5

测试时间21h 99.2 98.5 99.2 99.6

测试时间24h 99.2 98.6 99.3 99.6

[0056] 表1

[0057] 按照重量份B/T16129方法检测上述第二种实施例制备的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

合材料对甲醛的清除效果，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58] 序号 甲醛去除率(％) 甲苯去除率(％) 乙醚去除率(％) 苯酚去除率(％)

测试时间3h 94.5 94.4 95 91.2

测试时间6h 95.5 95.3 95.8 91.3

测试时间9h 98.6 97.8 97.2 91.5

测试时间12h 99.1 98.5 99.1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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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15h 99.1 98.5 99.1 92.5

测试时间18h 99.1 98.6 99.1 92.7

测试时间21h 99.2 98.6 99.3 92.6

测试时间24h 99.3 98.7 99.3 92.6

[0059] 表2

[0060] 按照重量份B/T16129方法检测上述第二种实施例制备的铁离子改性的光触媒复

合材料对甲醛的清除效果，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61] 序号 甲醛去除率(％) 甲苯去除率(％) 乙醚去除率(％) 苯酚去除率(％)

测试时间3h 94.5 94.4 95 98.1

测试时间6h 95.5 95.3 95.8 98.5

测试时间9h 96.5 97.8 97.2 99.2

测试时间12h 98.7 98.5 99.1 99.3

测试时间15h 98.9 98.5 99.1 99.5

测试时间18h 99.1 98.5 99.1 99.5

测试时间21h 99.3 98.5 99.3 99.5

测试时间24h 99.3 98.5 99.3 99.6

[0062] 表3

[0063] 从表1-3可以看出，上述第一种实施例至第三种实施例，提供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在

3小时后，对甲醛的去除率均达到93％以上，在21小时后对甲醛的去除率均达到99％；在3小

时后，对甲苯、乙醚、苯酚的去除率均可达到93％以上，在21小时后，对甲苯、乙醚、苯酚的去

除率均可达到98％以上，以上说明本发明的光触媒复合材料对甲醛具有高效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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