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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见光驱动的高效光催

化水裂解产氢的NiSe基异质结光催化剂，首先以

醋酸镉、醋酸锌和硫代乙酰胺分别作为镉、锌和

硫源，采用沉淀-水热法制备了Cd0 .5Zn0 .5S固溶

体，接着以六水合硫酸镍、亚硒酸钠和所合成的

Cd0.5Zn0.5S固溶体为底物，乙二醇作为溶剂和还

原剂，通过一步溶剂热方法合成了N i S e /

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本发明的异质结光

催化剂在可见光下的最大产氢速率达到70 .3 

mmol/h/g，是单纯Cd0.5Zn0.5S固溶体活性的2.35

倍，且制备方法绿色环保，操作简单，活性稳定，

大大提高了光催化剂对太阳光尤其是可见光的

利用率，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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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可见光活性的NiSe/Cd0.5Zn0.5S高效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以醋酸镉、醋酸锌和硫代乙酰胺分别作为镉、锌和硫源，采用沉淀-水热法制备了

Cd0.5Zn0.5S固溶体；

（2）将六水合硫酸镍和亚硒酸钠溶解于乙二醇溶剂中，然后再加入所合成的Cd0.5Zn0.5S

固溶体，搅拌均匀后转入高压反应釜中进行反应，然后自然降温至室温；

（3）将步骤（2）所得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空干燥后得到不同NiSe负

载量的NiSe/Cd0.5Zn0.5S高效异质结光催化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六水合硫酸镍和亚硒酸钠

的摩尔比为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反应温度为180℃，时间为

24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的NiSe/Cd0 .5Zn0 .5S异质

结光催化剂中NiSe负载量为0.5%-10%。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具有可见光活性的NiSe/

Cd0.5Zn0.5S高效异质结光催化剂。

6.一种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NiSe/Cd0.5Zn0.5S高效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催化剂在可见光下实现了高效的光催化分解水产氢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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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NiSe为助剂的高效异质结光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催化剂制备和应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以NiSe为助剂构建的高效异

质结光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能源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之一。自从1972年

Fujishima和Honda实现光电催化分解水制氢的开创性发现以来，通过太阳能驱动水分解获

得最清洁的能源—氢气这一途径立刻引起了全球科学家的高度关注。CdS半导体具有合适

的带隙（～2.4  eV），被认为是有希望的可见光驱使水分解的光催化剂。然而，由于光激发电

子和空穴的高复合率，单纯的CdS半导体通常显示出弱的光催化产氢活性。将宽带系的ZnS

和CdS结合所形成的Cd0.5Zn0.5S固溶体展现出相当好的光催化产氢活性。然而，为实现更高

效地利用太阳能、提高经济效益，有必要进一步提高CdxZn1-xS固溶体的光催化活性。以

Cd0.5Zn0.5S固溶体作为主催化剂来构建半导体异质结可以有效加快Cd0.5Zn0.5S固溶体中光

生电荷载流子的分离和转移，从而显著增强光催化反应活性。目前，研究者们已经开发了大

量的过渡金属基助催化剂来构建半导体异质结。镍，作为一种地球上含量丰富的非贵金属

也已广泛应用于光催化领域，比如其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氮化物，磷化物等。但是这

些材料存在光催化效率普遍不高，金属化合物的化学/物理性质不稳定等问题。因此，进一

步开发和拓展新型高效的非贵金属类助催化剂材料成为光解水方向的一个重要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构建NiSe助催化剂修饰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并

探索其在光催化分解水产氢反应中的活性，以解决Cd0.5Zn0.5S在光催化分解水产氢中电荷

载流子易复合和贵金属修饰带来的高成本问题。本发明通过一步溶剂热方法，利用乙二醇

同时作溶剂和还原剂，制备出了一系列不同NiSe含量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

其中1%NiSe/Cd0.5Zn0.5S异质结表现出70.3  mmol/h/g的最大产氢速率，是单纯Cd0.5Zn0.5S固

溶体产氢活性的2.35  倍，并且远超过多数文献报道的CdxZn1-xS基催化剂的产氢活性。本发

明中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具有制备方法绿色环保、操作简单，可见光驱动、高

产氢活性、高稳定性等优点，大大提高了光催化剂对太阳光尤其是可见光的利用率，能够获

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具有可见光活性的NiSe/Cd0.5Zn0.5S高效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将等摩尔量的乙酸镉·二水合物和乙酸锌·二水合物加入到100  mL的反应釜内衬中，

加入一定量去离子水搅拌溶解，之后在搅拌下将10  mL  4  mol/L的NaOH水溶液用吸管逐滴

缓慢加入到上述溶液，搅拌30分钟后，将一定量的硫代乙酰胺加入到上述溶液。之后再次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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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30分钟，然后将其密封于高压反应釜中，在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加热到180℃，并保温24小

时。待降温冷却至室温后，将沉淀离心分离、洗涤并干燥得到Cd0.5Zn0.5S固溶体。

[0005] 将一定量六水合硫酸镍、亚硒酸钠按摩尔比为1：1溶解于乙二醇溶剂中，后再加入

一定量所合成的Cd0.5Zn0.5S固溶体，搅拌均匀后转入高压反应釜中，180℃保持24小时，最后

自然降温至室温；所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空烘箱烘干后得到一系列

不同NiSe负载量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准确称取10  mg所合成的光催化剂置

于光解水反应器中进行光解水产氢性能测试。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本发明将NiSe助催化剂与具有相匹配带隙的Cd0 .5Zn0 .5S半导体结合构建了NiSe/

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该材料的制备只需要简单的溶剂热反应，而且该方法制备过程

简单、条件温和，绿色环保；

（2）NiSe助催化剂进一步提高了Cd0.5Zn0.5S半导体的光催化分解水产氢性能，最大产氢

速率达到了70.3  mmol/h/g，是单纯Cd0.5Zn0.5S固溶体活性的2.35  倍，远超过多数文献报道

的CdxZn1-xS基催化剂的产氢活性。

[0007] （3）匹配的带隙结构和异质结的存在加快了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分离和转移，促进

了产氢活性的提高，进一步丰富了NiSe助催化剂在光催化中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中（a）为本发明中Cd0.5Zn0.5S、1%NiSe/Cd0.5Zn0.5S和10%NiSe/Cd0.5Zn0.5S的X射

线衍射图谱以及六方硫化镉、立方硫化锌和六方硒化镍的标准卡片对比；（b）为本发明中

Cd0.5Zn0.5S和负载不同NiSe含量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的XRD图谱；(c)为NiSe的标准XRD

图谱；

图2为本发明中Cd0.5Zn0.5S固溶体（a和b）和1%NiSe/Cd0.5Zn0.5S异质结  (c和d) 的扫描

电镜图；

图3 中(a)  为Cd0.5Zn0.5S（CZS）、NiSe  和具有不同比例NiSe的NiSe/Cd0.5Zn0.5S  (CZS)

异质结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b)  为Cd0.5Zn0.5S纳米粒子的光学带隙能值图；(c)为采用

500、1000  和  1500  Hz  所测得的Cd0 .5Zn0 .5S固溶体的莫特-肖特基曲线图；(d)  为

Cd0.5Zn0.5S和  NiSe纳米粒子的详细带隙结构图；

图4为  Cd0.5Zn0.5S固溶体  (CZS)和负载不同NiSe含量的NiSe/Cd0.5Zn0.5 （NiSe/CZS）异

质结在0.35  mol/L的硫化钠和0.25  mol/L亚硫酸钠（牺牲剂）水溶液中可见光  (λ≥420 

nm)  照射下的光解水产氢速率比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本发明的制备步骤如下：

Cd0.5Zn0.5S固溶体的制备：称量10  mmol的乙酸镉·二水合物和10  mmol的乙酸锌·二

水合物加入到100  mL的反应釜内衬中，加入  40  ml的去离子水搅拌溶解，之后在磁力搅拌

下将10  mL  4  mol/L的NaOH水溶液用吸管逐滴加入到上述溶液，溶液逐渐变成白色粘稠糊

状物，搅拌30分钟后，将25毫摩的硫代乙酰胺搅拌下加入到上述溶液。反应混合物逐渐变

黄，之后再次搅拌30分钟，然后将其密封于高压反应釜中，在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加热到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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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温24小时。待降温冷却至室温后，将沉淀离心分离，依次用水和乙醇分别洗几次，并

在真空烘箱中80℃干燥8小时，得到Cd0.5Zn0.5S固溶体。

[0010] 将一定量六水合硫酸镍、亚硒酸钠按摩尔比为1:1溶解于40mL的乙二醇溶剂中，后

再加入一定量Cd0.5Zn0.5S固溶体，搅拌均匀后转入高压反应釜中，180℃保持24小时，最后自

然降温至室温。所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空烘箱中干燥后得到一系列

不同NiSe负载量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准确称取10  mg所合成的光催化剂置

于光解水反应器中进行光解水产氢性能测试。

[0011] 实施例1

将一定量六水合硫酸镍、亚硒酸钠（14.53 μmoL）按摩尔比为1:1溶解于40mL的乙二醇

溶剂中，后再加入一定量Cd0.5Zn0.5S固溶体（40  mg），搅拌均匀后转入高压反应釜中，180℃

保持24小时，最后自然降温至室温。所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空烘箱烘

干后得到NiSe负载量为0.5%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准确称取10  mg所合成的

粉末催化剂置于光解水反应器里进行光解水产氢性能测试。

[0012] 实施例2

将一定量六水合硫酸镍、亚硒酸钠（29.06 μmoL）按摩尔比为1:1溶解于40mL的乙二醇

溶剂中，后再加入一定量Cd0.5Zn0.5S固溶体（40mg），搅拌均匀后转入高压反应釜中，180℃保

持24小时，最后自然降温至室温。所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空烘箱烘干

后得到NiSe负载量为1%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准确称取10  mg所合成的粉末

催化剂置于光解水反应器里进行光解水产氢性能测试。

[0013] 实施例3

将一定量六水合硫酸镍、亚硒酸钠（58.12 μmoL）按摩尔比为1:1溶解于40mL的乙二醇

溶剂中，后再加入一定量Cd0.5Zn0.5S固溶体（40mg），搅拌均匀后转入高压反应釜中，180℃保

持24小时，最后自然降温至室温。所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空烘箱烘干

后得到NiSe负载量为2%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准确称取10mg所合成的粉末催

化剂置于光解水反应器里进行光解水产氢性能测试。

[0014] 实施例4

将一定量六水合硫酸镍、亚硒酸钠（145.29 μmoL）按摩尔比为1:1溶解于40mL的乙二醇

溶剂中，后再加入一定量Cd0.5Zn0.5S固溶体（40mg），搅拌均匀后转入高压反应釜中，180℃保

持24小时，最后自然降温至室温。所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空烘箱烘干

后得到NiSe负载量为5%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准确称取10  mg所合成的粉末

催化剂置于光解水反应器里进行光解水产氢性能测试。

[0015] 实施例5

将一定量六水合硫酸镍、亚硒酸钠（290.58 μmoL）按摩尔比为1:1溶解于40mL的乙二醇

溶剂中，后再加入一定量Cd0.5Zn0.5S固溶体（40mg），搅拌均匀后转入高压反应釜中，180℃保

持24小时，最后自然降温至室温。所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空烘箱烘干

后得到NiSe负载量为10%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准确称取10  mg所合成的粉末

催化剂置于光解水反应器里进行光解水产氢性能测试。

[0016] 性能测试

光解水产氢性能测试：取10  mg的催化剂超声分散在100  mL  0 .35mol/L  Na2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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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mol/L  Na2SO3水溶液中。对反应体系先用真空泵抽至真空体系，并用循环冷凝水将反应

体系的温度控制在5℃，用300W  氙灯在可见光下（λ ≥420  nm）照射反应体系，每隔1小时用

气象色谱检测所得氢气量。

[0017] 本发明制备得到的NiSe/Cd0.5Zn0.5S异质结光催化剂的X射线粉末衍射图如图1所

示，Cd0.5Zn0.5S的XRD衍射峰与文献报道的结果相一致，显示出从六方CdS向立方ZnS转变的

形式。10%NiSe/Cd0.5Zn0.5S样品中位于33.0o的衍射峰归属于NiSe  (101)  面的衍射峰，表明

所合成的化合物由Cd0.5Zn0.5S和NiSe两种晶相组成。图2是样品的扫描电镜图，可以观察到

Cd0 .5Zn0 .5固溶体呈现出大小约为60  nm的均匀纳米颗粒（图2(a)  和2(b)），而在1%NiSe/

Cd0.5Zn0.5S异质结样品中可以观察到较小尺寸的Cd0.5Zn0.5S固溶体均匀的分散在较大颗粒

的NiSe颗粒表面（图2(c)  和2(d)）。图3  (a)是样品的紫外可见漫反射谱图，可以看出

Cd0.5Zn0.5S固溶体在400-500  nm之间的可见光区展现出强的吸收，其吸收边缘延伸到了约

510  nm处，在500-800  nm之间随着异质结中NiSe含量的增加，吸收也逐渐增强；  (b)由Tauc

曲线所获得的Cd0.5Zn0.5S纳米粒子的光学带隙能，约为2.68  eV；(c)测得的Cd0.5Zn0.5S固溶

体的莫特-肖特基曲线，用于测量其导带边电势；(d)  Cd0.5Zn0.5S  和  NiSe纳米粒子的详细

带隙结构图。  图4为负载不同NiSe含量的NiSe/Cd0 .5Zn0 .5S异质结光催化剂在0.35mol/L 

Na2S和0.25mol/L  Na2SO3水溶液中的光解水产氢速率，可以看出1%NiSe/Cd0.5Zn0.5S异质结

展现出最高的产氢速率。

[001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范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

与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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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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