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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

涂层及其制备方法，该方法以普通工业纯钛板材

为模板，通过微弧氧化、等离子氢化两步法制得。

所制得的涂层与基体之间结合良好，且厚度分布

均匀。相比普通氧化钛涂层，其颜色是黑色的，在

可见光谱区具有较强的吸收效果，并在可见光下

表现出良好的降解有机染料能力。本发明所使用

的基材为工业纯钛板材、廉价易得，所使用的设

备成熟、性能稳定，工艺方法简单、易于实现工业

化。所制得的涂层除在可见光下能降解低浓度有

机染料废水外，还在低浓度生物废水中表现出良

好的杀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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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如下步骤：

1)将δ3mm的工业纯钛板材切成钛片，再打磨机械抛光，经丙酮超声清洗得到表面清洁

的钛片；

2)容积为8L的不锈钢水冷电解槽中加入90g的Na3PO4，再注入6L的去离子水，经搅拌溶

解后，配成15g/L的电解液；

3)将步骤1)所制备的钛片用钛合金挂具固定并作为阳极板，以80mm×100mm×3mm的不

锈钢板作为阴极板，随后将阴、阳两极板完全浸入步骤2)得到的电解液中，并以面对面形式

平行排布，两极板之间距离50mm左右；

4)启动微弧氧化电源并控制电压在350V、电流密度为10A/dm2，持续氧化处理30min后，

关闭电源、取出样品。经丙酮超声清洗、烘干后得到表面为白色氧化钛涂层的钛片。

5)将步骤4)所制备的钛片固定在旋转式PECVD炉的加热区中前部，将其表面垂直于气

体流动方向，炉膛转速调节为20rpm。

6)按2:1的体积比向炉膛内通入氢气和氩气混合气，持续通气10min以排除炉膛内杂质

气体。排气结束后，打开射频电源并调节功率至450W，待辉光稳定后，以6℃/min升温速率缓

慢加热炉体至450℃再保温5h，整个过程通过尾阀控制炉膛压力始终保持在160Pa。

7)保温结束后，关闭射频电源，但维持气体流量不变，待炉膛温度降至室温后，关闭气

源，打开尾阀，并取出黑色氧化钛涂层钛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使用的基材材质为工业

纯钛。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使用的钛片外形尺寸

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使用的钛片形状为圆形

饼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使用的电解液溶质为

Na3PO4、K2HPO4或Na2SiO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钛片的微弧氧化工艺为电

压350V、电流密度10A/dm2、持续氧化处理30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白色氧化钛涂层的制备工艺为微

弧氧化、空气烧结、纯氧烧结、化学氧化、电化学氧化或表面渗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和(4)中，丙酮超声清洗工艺

优选超声清洗3次、每次5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或5或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微弧氧化过程电解

液温度保持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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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化学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的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氧化钛具有生物无毒、化学性质稳定、无二次污染等优点，在光催化处理污水领域

得到广泛研究。但氧化钛带隙较宽(≥3.0eV)，对应的光吸收波长范围狭窄，只能吸收波长

小于387nm的紫外光，而不能利用占太阳光约50％的可见光部分；氧化钛吸收太阳光后激发

产生的光生电子-空穴对在体相中容易复合，导致其光催化效率较低。黑色氧化钛是近年来

研究较多的一种自掺杂型光催化剂，其内核为结晶的氧化钛，外壳为包含大量Ti3+和Vo2-的

非晶结构，其中非晶外壳可使白色氧化钛变成黑色的功能区域，导致对太阳光的吸收高达

85％，在可见光辐照条件下，对有机污染物的降解率能达到普通白色氧化钛的四倍。良好的

宽谱吸收效果、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较低的电子-空穴对复合率，使黑色氧化钛满足

高效利用太阳能的要求。然而，氧化钛通常是以悬浮颗粒存在于溶液中进行反应，这会极大

地影响氧化钛粒子对光线的吸收以及光照的辐射深度，而且悬浮颗粒在水溶液中容易凝

聚，反应后回收困难，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地限制了氧化钛悬浮体系在实际中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的制备方法，本发明

以普通工业纯钛板材为基材，通过用微弧氧化、等离子氢化两步法工艺，制备出与基体结合

良好、且具有高可见光响应的黑色氧化钛涂层。该涂层在可见光下既具有出良好的降解有

机染料能力，另外还在低浓度生物废水中表现出良好的杀菌效果。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1)将δ3mm的工业纯钛板材用电火花线切割机切成 的圆形钛

片，再用240-1500#金相砂纸逐级打磨并机械抛光处理，最后经丙酮超声清洗，得到表面清

洁的钛片。

[0006] (2)在容积为8L的不锈钢水冷电解槽中加入90g的Na3PO4，再注入6L的去离子水，经

搅拌溶解后，配成15g/L的电解液。

[0007] (3)将1)所制备的钛片用钛合金挂具固定并作为阳极板，另外以80mm×100mm×

3mm的不锈钢板作为阴极板，随后将阴、阳两极板完全浸入电解液中，并以面对面形式平行

排布，两极板之间距离50mm左右。

[0008] (4)启动微弧氧化电源并控制电压在350V、电流密度为10A/dm2，持续氧化处理

30min后，关闭电源、取出样品。经丙酮超声清洗、烘干后得到表面为白色氧化钛涂层的钛

片。

[0009] (5)将4)所制备的钛片固定在旋转式PECVD炉的加热区中前部，将其表面垂直于气

体流动方向，随后封闭炉膛，启动电机并调节炉膛转速为2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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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6)按2:1的体积比向炉膛内通入氢气和氩气混合气，持续通气10min以排除炉膛

内杂质气体。排气结束后，打开射频电源并调节功率至450W，待辉光稳定后，以6℃/min升温

速率缓慢加热炉体至450℃再保温5h，整个过程通过尾阀控制炉膛压力始终保持在160Pa。

[0011] (7)保温结束后，关闭射频电源，但维持气体流量不变，待炉膛温度降至室温后，关

闭气源，打开尾阀，并取出黑色氧化钛涂层钛片。

[0012] 步骤(1)中，金相砂纸优选240#、600#、800#、1000#、1500#五个不同颗粒度的砂纸。

[0013] 步骤(1)和(4)中，丙酮超声清洗工艺优选超声清洗3次、每次5min。

[0014] 步骤(2)中，微弧氧化过程电解液温度优选保持在35℃。

[0015] 步骤(4)中，氧化钛涂层烘干工艺优选使用真空干燥箱烘干。

[0016] 步骤(6)中，射频电源功率增加工艺优选200W、300W、400W、450W梯度增加方式。

[0017] 本发明所使用的基材为工业纯钛板材、廉价易得，所使用的设备成熟、性能稳定，

工艺方法简单、易于实现工业化。所制得的涂层除在可见光下能降解低浓度有机染料废水

外，还在低浓度生物废水中表现出良好的杀菌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a)是实施例1未处理钛片的表面宏观照片；

[0019] 图1(b)是实施例1微弧氧化处理钛片的表面宏观照片；

[0020] 图1(c)是微弧氧化\等离子氢化处理钛片的表面宏观照片；

[0021] 图2(a)是实施例1未处理钛片的表面扫描电镜观察照片；

[0022] 图2(b)是实施例1微弧氧化处理钛片的表面扫描电镜观察照片；

[0023] 图2(c)是实施例1微弧氧化\等离子氢化处理钛片的表面扫描电镜观察照片；

[0024] 图3(a)是实施例1未处理钛片的横截面扫描电镜观察照片；

[0025] 图3(b)是实施例1微弧氧化处理钛片的横截面扫描电镜观察照片；

[0026] 图3(c)是实施例1微弧氧化\等离子氢化处理钛片的横截面扫描电镜观察照片；

[0027] 图4是实施例1所制得的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X射线衍射图；

[0028] 图5是实施例1所制得的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紫外可见漫反射图；

[0029] 图6是实施例1所制得的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降解罗丹明-B溶液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是如何实现的做进一步详细、完整地描述。

[0031] 实施例1

[0032] 将陕西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δ3mm的工业纯钛(TA2)板材用电火花线切割机切

成 ×3mm的圆形钛片，再逐级使用240、600、800、1000、1500#金相砂纸逐级打磨钛片

表面并进行机械抛光处理，最后经丙酮超声清洗后，得到表面清洁的钛片；在实验室自制的

电解槽中加入90g的Na3PO4，再注入适量的去离子水，经搅拌溶解后，配成15g/L的电解液；将

表面清洁的钛片用挂具固定并作为阳极板使用，另外以不锈钢板作为阴极板，随后将阴、阳

两极板完全浸入电解液中；启动沈阳迪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DSM-30型微弧氧化电源并控

制电压在350V、电流密度为10A/dm2，持续氧化处理30min后，关闭电源、取出样品，经丙酮超

声清洗、烘干后得到表面为白色氧化钛涂层的钛片；将所制备的钛片固定在合肥科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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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OTF-1200X-4-R-Ⅱ型旋转式PECVD炉的加热区中前部，将其表面垂直

于气体流动方向，随后封闭炉膛，启动电机并调节炉膛转速为20rpm；按2:1的体积比向炉膛

内通入氢气和氩气混合气，持续通气10min以排除炉膛内杂质气体。排气结束后，打开射频

电源并调节功率至450W，待辉光稳定后，以6℃/min升温速率缓慢加热炉体至450℃再保温

5h，整个过程通过尾阀控制炉膛压力始终保持在160Pa；保温结束后，关闭射频电源，但维持

气体流量不变，待炉膛温度降至室温后，关闭气源，打开尾阀，并取出黑色氧化钛涂层钛片。

[0033] 实施例2

[0034] 将陕西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δ1.5mm的钛合金(TC4)板材用电火花线切割机切

成 ×3mm的圆形钛片，再逐级使用240、600、800、1000、1500#金相砂纸逐级打磨钛片

表面并进行机械抛光处理，最后经丙酮超声清洗后，得到表面清洁的钛片；在实验室自制的

电解槽中加入180g的Na2SiO3，再注入适量的去离子水，经搅拌溶解后，配成30g/L的电解液；

将表面清洁的钛片用挂具固定并作为阳极板使用，另外以不锈钢板作为阴极板，随后将阴、

阳两极板完全浸入电解液中；启动沈阳迪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DSM-30型微弧氧化电源并

控制电压在400V、电流密度为12A/dm2，持续氧化处理20min后，关闭电源、取出样品，经丙酮

超声清洗、烘干后得到表面为白色氧化钛涂层的钛片；将所制备的钛片固定在合肥科晶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OTF-1200X-60HG型高压氢气管式炉的加热区正中部，将其表面平行

于气体流动方向，随后封闭炉膛，按4:1的体积比向炉膛内通入氢气和氩气混合气，持续通

气10min以排除炉膛内杂质气体。排气结束后，通过压力控制器调节炉膛压力为2.0MPa，再

以6℃/min升温速率缓慢加热炉膛至450℃再保温10h，整个保温过程通过压力控制器控制

炉膛压力始终保持在2.0MPa；保温过程结束后，关闭加热装置，但维持炉膛压力不变，待炉

膛温度降至室温后，关闭气源，打开尾阀，待炉膛内压力恢复到大气后，取出黑色氧化钛涂

层钛片。

[0035] 实施例3

[0036] 将陕西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工业纯钛(TA2)球进行表面纳米化处理，

得到表面厚度为10-15μm纳米晶层；将所得纳米晶钛球置于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的KSL-1800X-S型高温箱式炉内，封闭炉门、并以8℃/min的升温速率缓慢加热炉体至550

℃再保温5h，之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关闭电源、取出样品，经丙酮超声清洗、烘干后得到表面

为白色纳米氧化钛涂层的钛球；将所制备的白色纳米氧化涂层钛球置于在合肥科晶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生产的OTF-1200X-60HG型高压氢气管式炉的加热区正中部，随后封闭炉膛，按

8:1的体积比向炉膛内通入氢气和氩气混合气，持续通气10min以排除炉膛内杂质气体。排

气结束后，通过压力控制器调节炉膛压力为2.0MPa，再以6℃/min升温速率缓慢加热炉膛至

550℃再保温8h，整个保温过程通过压力控制器控制炉膛压力始终保持在2.0MPa；保温过程

结束后，关闭加热装置，但维持炉膛压力不变，待炉膛温度降至室温后，关闭气源，打开尾

阀，待炉膛内压力恢复到大气后，取出黑色纳米氧化钛涂层钛球。

[0037] 实施例4

[0038] 将陕西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钛合金(TC4)球进行表面纳米化处理，得

到表面厚度为10-15μm纳米晶层；在实验室自制的电解槽中加入45g的K2HPO4，再注入适量的

去离子水，经搅拌溶解后，配成20g/L的电解液；将表面纳米晶钛球用网眼为 的钛

合金网兜罩住，并作为阳极使用，另外以不锈钢板作为阴极板，随后将阴、阳两极板完全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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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电解液中；启动沈阳迪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DSM-30型微弧氧化电源并控制电压在

330V、电流密度为5A/dm2，持续氧化处理15min后，关闭电源、取出样品，经丙酮超声清洗、烘

干后得到表面为白色纳米氧化钛涂层的钛球；将所制备的钛球置于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的OTF-1200X-4-R-Ⅱ型旋转式PECVD炉的加热区中前部，随后封闭炉膛；按2:1的

体积比向炉膛内通入氢气和氩气混合气，持续通气10min以排除炉膛内杂质气体。排气结束

后，打开射频电源并调节功率至450W，待辉光稳定后，以6℃/min升温速率缓慢加热炉体至

450℃再保温5h，整个过程通过尾阀控制炉膛压力始终保持在180Pa；保温结束后，关闭射频

电源，但维持气体流量不变，待炉膛温度降至室温后，关闭气源，打开尾阀，并取出黑色氧化

钛涂层钛球。

[0039] 实施例5

[0040] 1.取两只150ml的石英杯，超声清洗干净后，分别装入100ml罗丹明-B溶液(浓度：

10mg/l)，并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试此时溶液的吸光度C0；

[0041] 2.称取原料 工业纯钛片、白色氧化钛涂层钛片、黑色氧化钛涂层钛片，分

别加入到三只石英杯中，并标记杯体为A、B、C；

[0042] 3 .将三只石英杯分别置于30W氙光等下，开始计时，每隔1h吸取20ml罗丹明-B溶

液，并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试其吸光度，记录为CA1、CA2、…CA5；CB1、CB2、…CB5；CC1、

CC2、…CC5，每次测试后的样品溶液全部倒回原石英杯中继续进行光催化降解处理；

[0043] 4.测试罗丹明-B溶液在不同氙灯辐照时间后的吸光度Ct：CA1、CA2、…CA5；CB1、CB2、…

CB5；CC1、CC2、…CC5，与原始溶液吸光度C0，再根据公式： 计算可得

到不同氙灯辐照时后的溶液降解率，并绘制成图5；

[0044] 5.由图5可知，原料工业纯钛片在可见光下没有降解有机染料能力；原位自生长黑

色氧化钛涂层具有光催化降解有机染料能力，并且其降解有机染料能力是同样表面积白色

氧化钛涂层的2-3倍；

[0045] 从图1可以看出经微弧氧化、等离子氢化两步法制备的氧化钛涂层颜色为黑色。

[0046] 从图2可以看出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表面布满蜂窝状孔洞。

[0047] 从图3可以看出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厚度大约在35μm左右。

[0048] 从图4可以得知所制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主要成分为氧化钛和钛。

[0049] 从图5可以得知所制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在可见光谱区具有较强吸收能

力。

[0050] 从图6可以看出所制原位自生长黑色氧化钛涂层光催化降解有机染料能力为其同

样面积白色氧化钛涂层的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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