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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

见光光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200}/{002}晶面择优生

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属于无机非金属纳米材料制备、太阳能利

用与环境保护技术领域。具体为在混合醇溶剂体

系中通过简单的调整碱液比例，进而控制醇热反

应中的晶体生长，以获得不同比例{200}/{002}

晶面暴露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该光催化材料在

可见光照射下具有优异的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

与微生物的性能，解决了传统光催化材料只能在

紫外光照射下工作的缺陷，特别是常见光催化材

料光生电子-空穴对分离效率低、光催化降解时

间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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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其特征在于：该光催化

材料为Aurivillius结构的钼酸铋晶体，所述钼酸铋晶体呈现出{200}/{002}晶面择优生长

的特性；所述{200}/{002}晶面择优生长是指钼酸铋晶体暴露的{200}/{002}晶面与钼酸铋

晶体总暴露晶面的面积比例为9％～15％；

所述{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是在混合醇

溶剂体系中通过调整碱液比例，进而控制醇热反应中的晶体生长，以获得不同比例{200}/

{002}晶面暴露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该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配置反应前驱体：

首先，分别配置浓度为0.15-0.6mol/L的铋盐溶液和浓度为0.15-0.6mol/L的钼酸盐溶

液；然后，配置浓度为0.3-0.37mol/L的碱液；接着，将铋盐溶液和钼酸盐溶液混合均匀后获

得混合醇溶剂体系；最后，在搅拌的条件下将碱液缓慢滴加到混合醇溶剂体系中，后当混合

醇溶剂体系形成白色乳浊液时停止搅拌，获得反应前驱体；所述混合醇溶剂体系中，五水合

硝酸铋和二水合钼酸钠的摩尔比例为(1.5-2.5):1；所述碱液为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的乙

醇溶液；所述铋盐溶液是将五水合硝酸铋溶解于乙二醇中制得，所述钼酸盐溶液是将二水

合钼酸钠溶解于乙二醇中制得；

(2)醇热反应：

将步骤(1)中得到的反应前驱体在140-200℃条件下保温反应10-30h后，将所得悬浮液

离心分离，分离所得粉末用二次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5-8次，最后将洗涤后的粉末

在50-70℃下干燥10h，即获得{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其特

征在于：所述{200}/{002}晶面择优生长是指钼酸铋晶体暴露的{200}/{002}晶面与钼酸铋

晶体总暴露晶面的面积比例为9.7～12.2％。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

其特征在于：具有{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材料的{200}/{002}晶面占钼酸铋晶

体总暴露晶面的比例越高，其光催化活性越高。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

其特征在于：具有{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材料的比表面积达46.83m2/g，孔径

分布在14-19纳米之间，其为介孔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的应

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能直接应用于可见光下水中有机染料、芳香

类有机物、抗生素以及水中微生物的光催化降解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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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机非金属纳米材料制备、太阳能利用与环境保护技术领域，具体为

一种{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光催化技术在太阳能利用和环境修复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而受到了科技工

作者的广泛关注。从光催化反应的基本原理出发，可以把光催化反应分为两大类，即光催化

氧化反应和光催化还原反应。光催化有机物降解反应大部分属于光催化氧化反应。传统的

光催化材料大多在紫外光下才有光催化效果，为了更好的利用太阳能，开发新型的可见光

光催化材料对于促进光催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0003] 钼酸铋具有合适的禁带宽度(约2.7eV)，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可见光光催化材料。

钼酸铋是简单的Aurivillius型氧化物之一，呈层状结构，由[MoO6]2-钙钛矿片层结构和

[Bi2O2]2+萤石片层结构交替组成。另外，晶面工程技术与层状材料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合成

也被认为是实现光催化材料的可见光响应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暴露高能的晶面，可以调

整光催化材料的能带结构，获得不同光响应的光催化材料；通过不同晶面间表面能的差异

而带来的驱动力，可实现了光生电子与空穴有效分离，调控晶体表面的光生电子与空穴的

空间分布。这些都将会大大的提高现有光催化材料的活性。

[0004] 在钼酸铋该类可见光光催化材料的研究中，对于晶体的控制生长合成的工作还鲜

有报道。特别是，传统的特殊晶面暴露合成需要添加表面活性剂，或者两步或多步法合成，

步骤繁琐，原料昂贵。因此，通过化学合成设计，在无表面活性剂的条件一步法制备高效的

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对于光催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本发明在混合醇溶剂体系中通过简单的调整碱液比例，进而控制

醇热反应中的晶体生长，以获得不同比例{200}/{002}晶面暴露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该光

催化材料在可见光照射下具有优异的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与微生物的性能，可直接应用于

水体中有机污染的降解以及微生物的杀灭应用。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该光催化材料为层

状结构(Aurivillius结构)的钼酸铋晶体，所述钼酸铋晶体呈现出{200}/{002}晶面择优生

长的特性。

[0008] 所述{200}/{002}晶面择优生长(高比例{200}/{002}晶面暴露)是指钼酸铋晶体

暴露的{200}/{002}晶面与钼酸铋晶体总暴露晶面的面积比例为9％～15％，优选为9.7～

12.2％。所述{200}/{002}晶面是指{200}晶面和{002}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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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上述具有{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材料呈现出比普通钼酸铋材

料更优异的光催化活性，{200}/{002}晶面占钼酸铋晶体总暴露晶面的比例越高，其光催化

活性越高。

[0010] 本发明具有{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材料呈现出比普通钼酸铋材料更

高的比表面积，可达46.83m2/g，并且孔径分布也更集中，主要集中在14-19纳米之间，由孔

径分布图可见为介孔材料。

[0011] 上述具有{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的制备过程为：

在混合醇溶剂体系中通过调整碱液比例(碱液浓度越大，得到的反应前驱体中碱液比例越

大，体系的pH值越大)，进而控制醇热反应中的晶体生长，以获得不同比例{200}/{002}晶面

暴露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制备过程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配置反应前驱体：

[0013] 首先，分别配置浓度为0.15-0.6mol/L的铋盐溶液和浓度为0.15-0.6mol/L的钼酸

盐溶液；然后，配置浓度为0.3-0.37mol/L的碱液；接着，将铋盐溶液和钼酸盐溶液混合均匀

后获得混合醇溶剂体系；最后在保持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碱液缓慢滴加到混合醇溶剂体系

中，充分混合后停止搅拌，获得反应前驱体；

[0014] (2)醇热反应：

[0015] 将步骤(1)中得到的反应前驱体在140-200℃条件下保温反应10-30h后，将所得悬

浮液离心分离，分离所得粉末用二次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5-8次，最后将洗涤后的

粉末在50-70℃下干燥10h，即获得{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

[0016] 上述步骤(1)中，所述铋盐溶液是将五水合硝酸铋溶解于乙二醇中制得，所述钼酸

盐溶液是将二水合钼酸钠溶解于乙二醇中制得。

[0017] 上述步骤(1)中，混合醇溶剂体系中，五水合硝酸铋和二水合钼酸钠的摩尔比为

(1.5-2.5):1；碱液指的是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的乙醇溶液。

[0018] 上述步骤(1)中，当混合醇溶剂体系形成白色乳浊液时停止搅拌。

[0019] 本发明所述钼酸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实现了光生载流子有效且定向的分离，材料

被光激发后表面富集光生电子和空穴，能直接应用于可见光下水中大部分有机污染物(有

机染料、芳香类有机物、抗生素以及水中微生物)的光催化降解净化。

[0020] 本发明的设计原理如下：

[0021] 本发明最根本的出发点是通过材料设计、控制材料晶体生长，使材料具有更高的

可见光光催化活性。一方面，采用晶面工程技术，获得特殊晶面({200}/{002}晶面)高比例

暴露的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200}/{002}晶面有大量氧空位，会带来大量光催化活性位，

促使光生电子与空穴高效产生与分离。另一方面，利用醇热体系酸碱度不同造成的成核，生

长速率的差异实现片状高比表面积钼酸铋的成功合成。

[0022]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3] 1.本发明采用的是一步法醇热合成，大大简化了繁琐合成过程带来的麻烦。

[0024] 2.本发明采用的是无表面活性剂以及贵金属参与的合成，大大降低了样品合成的

成本。

[0025] 3.本发明的层状结构高比表面积钼酸铋材料实现了光生电子与空穴的高效分离，

材料在可见光下就可实现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的高效光催化降解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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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4.本发明的{200}/{002}晶面高比例暴露钼酸铋光催化材料可直接应用于可见光

照射下水中有机染料罗丹明B，苯酚，抗生素磺胺甲恶唑的光催化降解，以及光催化杀灭金

黄色葡萄球菌。解决了传统光催化材料光催化降解效率低的难题。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实施例1-4所制备的钼酸铋样品X射线衍射图谱。

[0028] 图2为实施例3所制备光催化材料的TEM形貌图。

[0029] 图3为实施例1-3所制备的材料的孔径分布图。

[0030] 图4为实施例1-3所制备的材料的光致发光谱图。

[0031] 图5为实施例5中实施例1-3所制备的材料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实性能曲线。

[0032] 图6为实施例6中实施例1-3所制备的材料光催化降解抗生素磺胺甲恶唑性能曲

线。

[0033] 图7为实施例7中实施例1-4所制备的材料光催化降解苯酚性能曲线。

[0034] 图8为实施例8中实施例2所制备的材料光催化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性能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本发明为一种特殊晶面({200}/{002}晶面)高比例暴露的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

催化材料，该光催化材料是在醇热体系，未加表面活性剂的条件下，通过调节溶液中氢氧化

钠的用量，一步法实现{200}/{002}晶面高比例暴露样品的合成。

[0036] 所述{200}/{002}晶面高比例暴露高比例暴露是指其{200}/{002}晶面占钼酸铋

晶体总暴露晶面的比例在9.7-12.2％之间。

[0037] 该光催化材料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38] (1)配置反应前驱体：

[0039] 首先，分别配置浓度为0.15-0 .6mol/L的五水合硝酸铋的乙二醇溶液A和0.15-

0.6mol/L的二水合钼酸钠的乙二醇溶液B；其次，配置浓度为0.3-0.37mol/L的碱液C；接着，

按一定比例混合A和B，获得混合溶液D；最后在保持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溶液C缓慢滴加到

溶液D中，充分混合后停止搅拌，获得前驱体E。

[0040] (2)醇热反应：

[0041] 将步骤(1)中得到的E在140-200℃温度下保温反应10-30h后，将所得悬浮液离心

分离，分离所得粉末用二次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5-8次，最后将洗涤后的粉末在

50-70℃下干燥10h，即获得{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

[0042] 实施例1

[0043] 本实施例为酸性条件下，醇热体系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制备，具体制

备过程如下：

[0044] 1)配置反应前驱体：

[0045] 首先，将五水合硝酸铋溶于乙二醇中获得浓度为0.6mol/L的铋盐溶液A，将二水合

钼酸钠溶于乙二醇中获得0.3mol/L的钼酸盐溶液B；其次，配置浓度为0.3mol/L的碱液C

(NaOH的乙醇溶液)；接着，按五水合硝酸铋和二水合钼酸钠的摩尔比为1:1混合A和B，获得

混合溶液D；最后在保持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溶液C缓慢滴加到溶液D中，至混合溶液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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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乳浊液后停止搅拌，获得前驱体E。

[0046] (2)醇热反应：

[0047] 将步骤(1)中得到的E在160℃温度下保温反应20h后，将所得悬浮液离心分离，分

离所得粉末用二次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5-8次，最后将洗涤后的粉末在60℃下干

燥10h，即获得{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

[0048] 实施例2

[0049] 本实施例为中性条件下，醇热体系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制备，具体过

程如下：

[0050] 1)配置反应前驱体：

[0051] 首先，将五水合硝酸铋溶于乙二醇中获得浓度为0.6mol/L的铋盐溶液A，将二水合

钼酸钠溶于乙二醇中获得0.3mol/L的钼酸盐溶液B；其次，配置浓度为0.34mol/L的碱液C

(NaOH的乙醇溶液)；接着，按五水合硝酸铋和二水合钼酸钠的摩尔比为1:1混合A和B，获得

混合溶液D；最后在保持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溶液C缓慢滴加到溶液D中，至混合溶液中形成

白色乳浊液后停止搅拌，获得前驱体E。

[0052] (2)醇热反应：

[0053] 将步骤(1)中得到的E在160℃温度下保温反应20h后，将所得悬浮液离心分离，分

离所得粉末用二次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5-8次，最后将洗涤后的粉末在60℃下干

燥10h，即获得{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

[0054] 实施例3

[0055] 本实施例为碱性条件下，醇热体系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制备制备，具

体过程如下：

[0056] 1)配置反应前驱体：

[0057] 首先，将五水合硝酸铋溶于乙二醇中获得浓度为0.6mol/L的铋盐溶液A，将二水合

钼酸钠溶于乙二醇中获得0.3mol/L的钼酸盐溶液B；其次，配置浓度为0.37mol/L的碱液C

(NaOH的乙醇溶液)；接着，按五水合硝酸铋和二水合钼酸钠的摩尔比为1:1混合A和B，获得

混合溶液D；最后在保持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溶液C缓慢滴加到溶液D中，至混合溶液中形成

白色乳浊液后停止搅拌，获得前驱体E。

[0058] (2)醇热反应：

[0059] 将步骤(1)中得到的E在160℃温度下保温反应20h后，将所得悬浮液离心分离，分

离所得粉末用二次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5-8次，最后将洗涤后的粉末在60℃下干

燥10h，即获得{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

[0060] 实施例4

[0061] 本实施例为KOH碱性条件下，醇热体系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制备制备，

具体过程如下：

[0062] 1)配置反应前驱体：

[0063] 首先，将五水合硝酸铋溶于乙二醇中获得浓度为0.6mol/L的铋盐溶液A，将二水合

钼酸钠溶于乙二醇中获得0.3mol/L的钼酸盐溶液B；其次，配置浓度为0.37mol/L的碱液C

(KOH的乙醇溶液)；接着，按五水合硝酸铋和二水合钼酸钠的摩尔比为1:1混合A和B，获得混

合溶液D；最后在保持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溶液C缓慢滴加到溶液D中，至混合溶液中形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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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乳浊液后停止搅拌，获得前驱体E。

[0064] (2)醇热反应：

[0065] 将步骤(1)中得到的E在160℃温度下保温反应20h后，将所得悬浮液离心分离，分

离所得粉末用二次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5-8次，最后将洗涤后的粉末在60℃下干

燥10h，即获得{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

[0066] 实施例5

[0067]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3制备的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的光催化降解罗丹

明B(RhB)应用，过程如下：

[0068] 1)将50mg实施例1-3中得到的粉末超声分散在50mL罗丹明B(RhB)＝5ppm水溶液

中。将该悬浮液移入光催化反应器中并置于磁力搅拌器上黑暗条件下搅拌30分钟，置于

300W氙灯光源下使光照射到悬浮液，光源波长为可见光谱，强度为45mW/cm2，光照40分钟。

[0069] 2)每隔一定时间取4mL悬浮液离心分离纳米粉体，取上清液测定溶液中剩余的罗

丹明B(RhB)浓度。

[0070] 实施例6

[0071]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3制备的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的光催化降解抗生

素磺胺甲恶唑(SMX)应用，过程如下：

[0072] 1)将50mg对实施例1-3中得到的粉末超声分散在50mL磺胺甲恶唑(SMX)＝25ppm水

溶液中。将该悬浮液移入光催化反应器中并置于磁力搅拌器上黑暗条件下搅拌30分钟，置

于300W氙灯光源下使光照射到悬浮液，光源波长为可见光谱，强度为45mW/cm2，光照40分

钟。

[0073] 2)每隔一定时间取4mL悬浮液离心分离纳米粉体，取上清液测定溶液中剩余的磺

胺甲恶唑(SMX)浓度。

[0074] 实施例7

[0075]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4制备的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的光催化降解苯酚

(phenol)应用，过程如下：

[0076] 1)将50mg对实施例1-4中得到的粉末超声分散在50mL苯酚(phenol)＝5ppm水溶液

中。将该悬浮液移入光催化反应器中并置于磁力搅拌器上黑暗条件下搅拌30分钟，置于

300W氙灯光源下使光照射到悬浮液，光源波长为可见光谱，强度为45mW/cm2，光照120分钟。

[0077] 2)每隔一定时间取4mL悬浮液离心分离纳米粉体，取上清液测定溶液中剩余的苯

酚(phenol)浓度。

[0078] 实施例8

[0079]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2制备的新型层状结构钼酸铋光催化材料的光催化杀灭金黄色

葡萄球菌应用，过程如下：

[0080] 1)将0.01g实施例2中得到的粉末分散在葡萄球菌缓冲溶液中，置于300W氙灯光源

下使光照射到悬浮液，光源波长为可见光谱，强度为45mW/cm2，光照80分钟.

[0081] 2)每隔一定时间取1微升悬浮液用缓冲溶液稀释后涂板，37摄氏度下培养24小时

后计数。

[0082] 以上各实施例及对比例应用实验结果如下：

[0083] 图1为实施例1-4所制备的钼酸铋样品X射线衍射图谱。从图中可见，实施例1-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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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的样品为纯相钼酸铋(JCPDS  No.21-0102)。经计算，实施例3样品中{200}/{002}晶面

占总晶面峰高12.2％，实施例1和实施例2分别为11 .2％和9.7％。钼酸铋标准PDF卡片中

{200}/{002}晶面占总晶面峰高6％。实施例1-所制备样品的{200}/{002}晶面峰所占总晶

面峰的比例远比其余样品高，证明我们成功合成{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铋样品。

[0084] 图2为实施例3所制备样品的透射电镜照片，由照片可见样品为片状，是由于样品

择优生长造成的。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合成出的样品有晶面择优生长的特性。

[0085] 图3为实施例1-3所制备的所制备的光催化材料的孔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实

施例3所制备的钼酸铋孔径分布相比于实施例1和实施例2更集中，并且为介孔材料。经氮气

吸附脱附测试，实施例3的比表面积结果为46.83m2/g，实施例1和实施例2分别为21m2/g和

26.63m2/g。实施例3的比表面积也远大于实施例1和2。

[0086] 图4为实施例1-3所制备的所制备的光催化材料的光致发光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实施例3所制备的钼酸铋光致发光强度最低，表明其能更有效的分离光生电子空穴对，抑制

电子空穴的分离，其次是实施例2，实施例1的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分离能力相对最弱，与光催

化降解结果一致。

[0087] 图5-7所示为实施1-3所制备的光催化材料光催化降解性能曲线，结果表明，本发

明三种样品对罗丹明B、抗生素磺胺甲恶唑和苯酚都有较好的光催化降解性能，其中实施例

3效果最佳，实施例2次之，实施例1相对最弱。三组降解实验数据与样品的光致发光数据一

致。实施例1-3样品{200}/{002}晶面占钼酸铋晶体总暴露晶面的比例分别为30 .96％、

34.57％、35.78％。{200}/{002}晶面占钼酸铋晶体总暴露晶面的比例越高，其光催化活性

越高。同时，对于碱的种类，实施例3与实施例4比较可见，采用氢氧化钾，氢氧化钠都可行。

用氢氧化钠合成的样品(实施例3)相比于氢氧化钾合成的样品(实施例4)，性能更优些。

[0088] 图8所示为实施例2所制备的光催化材料按照实施例8步骤光催化杀灭金黄色葡萄

球菌性能曲线。结果表明，本发明的样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有良好的光催化杀灭性能。

[0089] 实施例结果表明，本发明结合晶面工程技术和醇热体系酸碱调控形貌设计相结合

的制备工艺，实现了光生电子与空穴的高效分离，获得了{200}/{002}晶面择优生长的钼酸

铋可见光光催化材料。该光催化材料可直接应用于可见光下水中有机染料罗丹明B，苯酚，

抗生素磺胺甲恶唑的光催化降解，以及光催化杀菌，解决了传统光催化材料可见光光催化

降解效率低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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