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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溶剂热法、均匀共沉淀法和溶胶-水热法分别制备出 3 种不同形貌的二氧化钛催化剂． 采用 X 射

线衍射仪( XＲD) 、X 射线能谱仪( EDX) 和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对催化剂的晶型结构和微观形貌进

行分析． 以五氯苯为模型污染物，分别在 300 ℃、350 ℃、400 ℃条件下对 3 种不同形貌材料的催化活性进行评

价． 结果表明，3 种材料的活性强弱顺序为: 均匀共沉淀法所制 TiO2 ＞ 溶胶-水热法所制 TiO2 ＞ 溶剂热法所制

TiO2 ． 均匀共沉淀法所制 TiO2在反应温度 350 ℃、反应时间 60 min 的条件下对五氯苯的降解效率已经达到

99．8%． 通过 GC-MS 对五氯苯的降解产物进行分析，检测到有四氯苯、三氯苯和二氯苯等生成，表明降解反应

有加氢脱氯过程发生． 五氯苯加氢脱氯降解路径为: PeCB→1，2，4，5 /1，2，3，5 /1，2，3，4-TeCB→1，2，4 /1，2，3-
TrCB→DCB．
关键词 二氧化钛催化剂，不同形貌，五氯苯，加氢脱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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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itania catalysts were prepared by solvothermal， co-
precipitation and sol-hydrothermal methods． The materials were characterized by using X-ray
diffraction ( XＲD ) ，X-ray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y ( EDX ) and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 FE-SEM) ． The catalytic activity of titania catalysts towards pentachlorobenzene
( PeCB) degradation was evaluated at 300 ℃，350 ℃ and 400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tivity order was: TiO2 prepared by co-precipitation method ＞ TiO2 prepared by sol-
hydrothermal method ＞ TiO2 prepared by solvothermal method． The degradation efficiency of PeCB
reached 99．83% over titania catalysts prepared by co-precipitation method，at 350 ℃ for 60 min．
The degradation products were determined by gas chromatograph-mass spectroscopy ( GC-MS ) ．
Tetrachlorobenzene ( TeCB) ，trichlorobenzene ( TrCB) and dichlorobenzene( DCB) was identified as
the degradation products，indicating the occurrence of successive reductive hydrodechlorination



2214 环 境 化 学 34 卷

reactions during the degradation of PeCB over the titania catalysts． And the major
hydrodechlorination pathway was deduced to be: PeCB→1，2，4，5 /1，2，3，5 /1，2，3，4-TeCB→1，2，

4 /1，2，3-TrCB→DCB．
Keywords: titania catalysts，different morphologies，pentachlorobenzene，hydrodechlorination．

五氯苯( Pentachlorobenzene，PeCB) 氯化程度高、物理性质稳定，对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构成潜在威

胁，于 2009 年被列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名单中［1］． PeCB
过去曾被用作杀虫剂、阻燃剂和绝缘液［2］． 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对 PeCB 的使用进行了严格限制，甚至完

全禁用． PeCB 在地表水中的半衰期估计为 194 d 至 1250 d［3］; 估计在深层水中厌氧生物降解的半衰期

为 776 d 至 1380 d［3］． 这些数值已明显超过 POPs 筛查的持久性标准． 自 2014 年 3 月 26 日起，《公约》修

正案对我国生效，目前我国已禁止 PeCB 的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 对 PeCB 进行消减处理也是我国

履行《公约》需要做的重要工作．
目前针对氯代芳烃类污染物的降解技术包括: 零价金属还原降解技术［4］、滑动弧等离子体降解技

术［5］、光催化降解技术［6］和金属氧化物催化降解技术［7］等． 金属氧化物成本低廉、脱氯率高，在光催

化［8］和热催化脱氯［9］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反应活性，受到广泛关注． Ma 等［10］研究发现，Fe-Ca-Ox /TiO2

可在低温条件下实现对 1，2-二氯苯的高效率催化降解． 黎烈武等［11］研究发现 Fe3O4-Ba( OH) 2可协同催

化六氯苯实现加氢脱氯降解，降解效率高达 90%以上． 利用金属氧化物催化降解氯代芳烃污染物已成

为研究热点．
TiO2是一种重要的半导体金属氧化物催化剂，常见的晶体类型有锐钛矿、金红石和板态矿型结构．

经过热力学计算［12］发现，锐钛矿是反应活性最高的晶型结构． 张伟等［13］研究发现，复合催化剂 MWNTs-
TiO2锐钛矿对五氯苯的光催化降解速率常数为 0．670 h－1，对典型氯苯化合物的降解率均高达 90%以上．
Ma 等［14］在钙、铁复合金属氧化物氧化降解 1，2－二氯苯的研究中发现，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的物理和化学

性能受其微观形貌和尺寸影响． 材料形貌的改变会引起颗粒比表面积和表面体积比发生变化［15］，同时

减小颗粒尺寸可增大比表面积、增加活性位点数量，为材料表面和内部进行的催化反应提供较大的场

所，进而引起物化性质发生改变［16，17］． 因此，通过改变合成条件制备出形貌多样的 TiO2纳米材料对于探

索性能更为优异的催化剂具有重要意义． TiO2 的化学制备方法主要有液相法、气相法和固相法三大

类［18］，实验室常用的液相制备方法包括: 水热法［19］、溶胶-凝胶法、沉淀法［20］等．
本论文采用均匀共沉淀法［21］以及由水热法发展而来的溶剂热法［17］、溶胶-水热法［22］分别制备出

3 种不同形貌的锐钛矿 TiO2材料，以 PeCB 为模型污染物进行了降解研究，探讨了形貌差异对降解效率、
降解产物类型的影响，对可能存在的降解机理和路径进行了推测．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试剂和仪器

尿素、无 水 硫 酸 钠 ( 分 析 纯，北 京 化 工 厂) ; 五 氯 苯、1，2，3，4-/1，2，3，5-/1，2，4，5-四 氯 苯

( tetrachlorobenzene，TeCB ) ( 分 析 纯，美 国 SUPELCO 公 司 ) 、1，2，3-/1，2，4-/1，3，5-三 氯 苯

( trichlorobenzene，TrCB) 、1，2-/1，3-/1，4-二 氯 苯 ( dichlorobenzene，DCB ) 、一 氯 苯 ( monochlorobenzene，

MCB) ( 分析纯，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 ; 正己烷( 色谱纯，美国 Tedia 公司) ; 硫酸钛、钛酸四丁酯、浓硝

酸、无水乙醇( 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85%水合肼( 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 ; 所有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6890GC-5973N MSD，美国 Agilent 公司) 、超声波清洗器( KQ2200E，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马弗炉( 3-550，美国 Vulcan 公司) ．
1．2 TiO2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

采用溶剂热法、均匀共沉淀法和溶胶-水热法分别制备出 3 种不同形貌的 TiO2催化剂．
溶剂热法( solvothermal) : 电动搅拌下，向 5．6 mL 的 Ti( SO4 ) 2( 0．71 mol·L－1 ) 水溶液中滴加 26．4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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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肼( 85%) ，搅拌 1 h 得白色均一乳液，移入聚四乙烯为内衬的反应釜，200 ℃陈化 6 h，得白色沉淀，

洗涤，烘干，研磨后于 500 ℃焙烧 3 h．
均匀共沉淀法( co-precipitation) : 配制 Ti( SO4 ) 2、尿素( 物质的量比 1∶4) 水溶液，电动搅拌，90 ℃油

浴 8 h 得白色沉淀，洗涤、烘干、研磨，500 ℃焙烧 5 h．
溶胶-水热法( sol－hydrothermal) : 电动搅拌下，向无水乙醇中滴加钛酸四丁酯( 乙醇和钛酸四丁酯

体积比 5∶1) ，并加入适量的浓硝酸，搅拌 1 h，得淡黄色透明溶胶，移入反应釜内，180 ℃陈化 6 h，得棕色

凝胶物，烘干，研磨，500 ℃焙烧 3 h．
1．3 TiO2催化剂的表征

SEM 测试在德国 Zeiss 公司生产的 Zeiss supra55 扫描电子显微镜上进行，加速电压为 20 kV． EDX
分析采用了日本日立公司的 SU－8020 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配有 EDX 附件) ，加速电压为 5．0 kV．

XＲD 测试采用荷兰 PANalytical X'Pert Pro 型粉末衍射仪，采用 Cu Kα 射线，在管电压 40 kV，管电

流 40 mA，λ= 0．15406 nm，扫描范围( 2θ) 为 20—80 °，扫描速度为 8 °·min－1，扫描步长为 0．07 °．
1．4 PeCB 热降解试验研究

选取 PeCB 作为模型污染物，采用降解效率作为衡量催化剂 TiO2的降解活性指标，并分析 PeCB 降

解产生的低氯苯，对 PeCB 降解过程的加氢脱氯降解路径进行推测．
将溶解有 0．5 mg PeCB 的正己烷溶液加入反应器，室温下氮气缓慢吹干正己烷溶剂，然后向反应器

内加入一定质量的催化剂，密封反应器; 反复震荡使催化剂与 PeCB 初步混合，将反应器转移至马弗炉

内，设定温度和时间进行降解反应( 加热试验环境下的 PeCB 会完全汽化并与催化剂充分接触) ．
1．5 PeCB 及氯苯产物的 GC-MS 分析

热解实验结束后，待反应器冷却至室温后敲碎并转移至 100 mL 烧杯中; 分别用 20 mL 正己烷超声

萃取 3 次，将所得萃取液过无水硫酸钠( 使用前 660 ℃干燥 6—7 h) 小柱，定容收集于 100 mL 容量瓶中．
采用 GC-MS 对降解产物中的残留 PeCB 及其低氯苯降解产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GC-MS 色谱条件: HP-5ms 石英毛细管柱: 30．0 m×0．25 mm×0．25 m; 升温程序: 初温 50 ℃ 保持

2 min，以 10 ℃·min－1升至 150 ℃，以 2．5 ℃·min－1升至 200 ℃，保持 2 min．载气: N2 ; 柱前压为 100 kPa ;

不分流时间为 0．6 min，进样体积为 1．0 μL．
产物定性分析时，于全扫描模式下获得产物的色谱图及相应的质谱图，依据产物质谱图中离子峰强

度、质荷比和同位素丰度比等与 NIST02 标准质谱图库数据的匹配结果，并通过比对产物和各氯苯标样

在色谱图上的保留时间，综合鉴定产物中的氯苯类型; 产物的定量分析采用外标法，配制一系列具有浓

度梯度的氯苯混合标准液，在选择离子模式下，选取各氯苯质谱图中丰度比最高的两簇离子峰进行扫

描，拟合标准曲线，计算各氯苯产物的生成量．
催化剂 TiO2对 PeCB 的降解效率( degradation efficiency，DE) 按照公式( 1) 计算:

DE= ( 1－ＲPeCB / IPeCB ) ×100% ( 1)

其中，IPeCB为初始加入 PeCB 的量; ＲPeCB为降解剩余 PeCB 的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催化剂的表征

2．1．1 催化剂的 SEM-EDX 表征

采用溶剂热法、均匀共沉淀法和溶胶-水热法分别制备出 3 种不同形貌的 TiO2催化剂，各催化剂的

SEM 表征图像见图 1．
图 1( a) 和图 1( b) 为采用溶剂热法制得材料的 SEM 图像． 溶剂热法是由水热法发展而成的制备方

法，采用非水有机物为溶剂，在一定温度和溶液的自生压力下，原始混合物于反应釜内进行反应． 由

图 1( a) 看出该种材料微观形貌呈八面体结构，颗粒间分散度较好，颗粒大小分布较为均一; 图 1( b) 为

高倍镜观测图，发现颗粒长径约为 200 nm，短径约为 100 nm，表面光滑，晶体结构完整．
图 1( c) 和图 1( d) 为均匀共沉淀法制得材料的 SEM 图像． 均匀共沉淀法是常用的催化剂制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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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论文在雷闫盈等［21］的研究基础上优化了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和反应物摩尔配比等实验条件，最终

制备出了具有较好形貌的球形 TiO2材料． 图 1( c) 可以看出所得材料微观形貌为圆球状，颗粒完整，直径

约为 2 μm; 由高倍表征图 1( d) 发现微球表面非常粗糙包裹着许多极微小的纳米 TiO2颗粒和微孔，推测

该种材料有较高比表面积．
图 1( e) 和图 1( f) 为溶胶-水热法制得材料的 SEM 图像． 溶胶-水热法继承了溶胶-凝胶法制备材料

所具有的高度化学均匀性和高纯度等优点，又具有水热法制备材料颗粒尺寸小、分布均匀、不易团聚的

优点． 图 1( e) 可以看出材料微观形貌呈不规则榴莲状，颗粒尺寸分布不均，直径约在 500—1000 nm 之

间; 高倍表征图 1( f) 可以看出材料颗粒的结构非常疏松，表面附着有大量纳米级的微粒和孔洞，推测比

表面积较大．

图 1 不同制备方法所得 TiO2材料的 SEM 表征图( a) 溶剂热法( b) 均匀共沉淀法( c) 溶胶-水热法

Fig．1 SEM images of TiO2 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prepared by ( a) solvothermal method，

( b) co-precipitation method，( c) sol-hydrolysis method

3 种不同形貌催化剂的 EDX 元素分析结果见图 2，为采用溶剂热法、均匀共沉淀法和溶胶-水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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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得的催化剂． 经过分析图谱发现，3 种材料均只含有 Ti 和 O 元素，表明催化剂前驱体中所含杂质已在

洗涤和煅烧阶段驱除．

图 2 不同制备方法所得不同形貌 TiO2材料的 EDX 表征图( a) 溶剂热法( b) 均匀共沉淀法( c) 溶胶-水热法

Fig．2 EDX image of TiO2 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prepared by ( a) solvothermal method，

( b) co-precipitation method，( c) sol-hydrolysis method

2．1．2 催化剂的 XＲD 表征

图 3 为分别采用 3 种制备方法所得材料的 XＲD 表征图，发现 3 种材料均在 2θ = 25．3° ( 101) 、37．7°
( 004) 、48．0°( 200) 、53．8°( 105) 、55．0°( 211) 等处具有衍射峰．通过对比( JCPDS no． 78-2486) 标准卡片，

发现这些吸收峰均是锐钛矿型 TiO2的特征吸收峰，因此 3 种催化剂均为锐钛矿型 TiO2
［23］． 分析图谱发

现图 3( a) 溶剂热法所制备材料的各衍射峰强度较强，峰宽较窄，尤其是在 2θ= 25．3°处出现了非常尖锐

的强衍射峰，说明该种方法所制材料结晶度非常高，颗粒较大［17］，与之对比发现图 3( b) 和图 3( c) 中各

吸收峰强度则相对较弱、峰宽较大，根据峰宽关系，推测三种材料的结晶度高低顺序为: 溶剂热法所制

TiO2＞ 溶胶-水热法所制 TiO2＞ 均匀共沉淀法所制 TiO2． 沉淀法所制材料的衍射峰最弱，结晶度一般，颗

粒尺寸较溶剂热法和溶胶-水热法更为细微，与 SEM 测试结果一致．

图 3 不同制备方法所得不同形貌 TiO2材料的 XＲD 表征图

Fig．3 XＲD image of TiO2 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prepared by ( a) solvothermal method，

( b) co-precipitation method，( c) sol-hydrolysis method

2．1．3 催化剂的 BET 分析

催化剂的 N2吸附-脱附等温线见图 4． 发现 3 种材料的等温线变化趋势接近，当 P /P0较低时 3 种材

料的 N2吸附曲线上升均比较缓慢，此时 N2吸附凝聚主要发生在孔壁表面［24］; 当 P /P0继续增大时，吸附

曲线会出现明显的滞后环，此时 N2在介孔内部出现毛细凝聚现象［25］． 根据国际纯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

会( IUPAC) 在“关于表面积和孔隙度的气 /固体系物理吸附数据特别报告”手册中推荐的分类方法，此

类吸附等温线属于 IV 型等温线［26］，属于中等孔的特征表现，表明 3 种材料具有典型的介孔结构，并且

孔的大小和形状也是比较均匀的．



2218 环 境 化 学 34 卷

图 4 不同制备方法所得不同形貌 TiO2材料的 N2吸附-脱附等温线

Fig．4 The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TiO2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prepared by

( a) solvothermal method，( b) co-precipitation method，( c) sol-hydrolysis method

3 种催化剂的 BET 分析结果见表 1． 根据吸附-脱附曲线，利用 BJH 模型计算出了 3 种不同形貌

TiO2材料的平均孔径和比表面积等数据． 3 种材料的比表面积大小顺序为: 均匀共沉淀法所制 TiO2＞ 溶

胶-水热法所制 TiO2＞ 溶剂热法所制 TiO2，发现采用均匀共沉淀法所制 TiO2材料的比表面积远大于另外

两种材料，且平均孔径和孔体积数值也较高，与 SEM 和 XＲD 测试结果一致． 较高的比表面积能为催化

反应提供充足的反应空间和活性位点［27］，因此推测该种催化剂活性较高．

表 1 不同制备方法所得不同形貌 TiO2材料的 BET 分析

Table 1 The BET analysis of TiO2 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prepared by different methods
TiO2材料 比表面积 / ( m2·g－1 ) 平均孔径 /nm 孔体积 / ( cm3·g－1 )

溶剂热法 37．90 2．05 0．193

均匀共沉淀法 111．6 6．47 0．188

溶胶-水热法 86．02 7．90 0．178

2．2 催化剂对 PeCB 的降解

2．2．1 PeCB 的降解效率

不同形貌 TiO2材料的催化活性可依据其对模型污染物 PeCB 的降解效率来评价． 在催化剂用量

200 mg、反应时间 60 min 的条件下，探究了 3 种材料在不同温度下对 0．5 mg PeCB 的降解效率，每组降

解试验的不同处理均设 3 次重复． 降解效率取其平均值并标注了误差线，结果见图 5．

图 5 温度对不同制备方法所得不同形貌 TiO2材料催化降解 PeCB 效率的影响

Fig．5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degradation efficiency of PeCB over TiO2 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prepared by different methods

由图 5 可见，在 300 ℃、350 ℃和 400 ℃不同温度下，采用均匀共沉淀法所制材料对 PeCB 的降解效

率均高于其它两种材料，3 种材料的降解效率高低顺序为: 均匀共沉淀法所制 TiO2 ＞ 溶胶-水热法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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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 溶剂热法所制 TiO2． 由图 5 可见，在 300 ℃和 350 ℃低温区均匀共沉淀法的优势更为明显． 均匀

共沉淀法所制材料在 300 ℃ 时对 PeCB 就有很高的降解效率，在 350 ℃ 时降解效率已经达到 99．8%．
Huang 等［28］在复合金属氧化物催化材料 Ｒu /CeO2的形貌对其解氯苯活性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催化剂因

其形貌和晶型的不同导致其催化活性也有较大差异． 催化剂颗粒尺寸和比表面积的大小决定了材料表

面活性位点的数量［27］，介孔纳米材料的孔体积和孔径则会影响催化剂对目标物的吸附能力［10］． 对比

3 种材料的 BET 表征结果发现，均匀共沉淀法所制 TiO2催化剂的比表面积为 111．6 m2·g－1，远高于其它

两种催化剂，而平均孔径和孔体积也相对较高，不同因素的协同影响提高了其对五氯苯的降解能力．
2．2．2 催化降解 PeCB 的加氢脱氯产物分析

在催化剂用量 100 mg，反应温度 300 ℃、反应时间 10 min 的条件下，采用 3 种不同形貌 TiO2材料对

0．5 mg PeCB 进行了降解实验． 通过 GC-MS 对降解产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表 2 列举出了 3 种材料催

化降解 PeCB 产物中各氯苯类物质的含量． 发现产物中有 TeCB、TrCB 和 DCB 被检出，推测在此降解反

应体系中存在逐级加氢脱氯反应路径． 类似的加氢脱氯反应在其它有关氯代芳烃污染物治理研究中也

常有报道． Ma 等［29］采用共沉淀法合成了不同钙-铁原子比的钙铁复合氧化物，在 300 ℃温度下对六氯

苯进行降解，发现可协同催化六氯苯加氢脱氯． 同样，Simagina 等［30］研究发现，在反应温度为 323 K 的

液相体系中，不同配比的钯－镍双金属材料催化降解 PeCB 产物中可检测到所有种类的氯苯同系物，表

明加氢脱氯过程是 PeCB 降解的重要路径之一．

表 2 不同制备方法所得不同形貌 TiO2材料催化降解 PeCB 产生的氯苯类产物分布情况

Table 2 Formation of dechlorination products during degradation process over TiO2 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prepared by different methods

氯苯产物 溶剂热法 均匀共沉淀法 溶胶-水热法

MCB ND ND ND

1，2-DCB ND 42．08 ND

1，3-DCB ND ND ND

1，4-DCB ND ND ND

1，2，3-TrCB ND 2．05 11．52

1，2，4-TrCB 41．51 29．87 17．82

1，3，5-TrCB ND ND ND

1，2，3，4-TeCB ND 1．76 1．41

1，2，3，5-/1，2，4，5-TeCB 22．56 3．35 2．90

Ｒesidual PeCB 1639．59 1575．30 1639．67

total 1703．66 1654．41 1673．32

注: ND-not detected． ( PeCB 的初始量为 1997．28 nmol) ． ＲSD ＜ 10%．

以均匀共沉淀法所制材料的降解产物为例，对 TiO2催化降解 PeCB 的逐级加氢脱氯路径进行探究．
采用 GC-MS 检测 PeCB 降解产物发现，TeCB 的同分异构体有 1，2，4，5-TeCB 和 1，2，3，5-TeCB，以及少

量 1，2，3，4-TeCB 被检出; TrCB 的同分异构体有 1，2，4-TrCB 及少量 1，2，3-TrCB 被检出; DCB 的同分异

构体只有少量 1，2-DCB 被检出．
为了深入探究 TiO2催化降解 PeCB 的加氢脱氯反应机理，本研究结合相关结构化学理论知识和实

验测试结果进行了全面分析． 根据 Choudhry 等［31］的研究报道，发现氯代芳烃的脱氯降解反应是通过激

发反应实现的，脱氯反应的难易程度取决于 C—Cl 键的热力学离解能大小，离解能越小，C—Cl 键越易

断裂，有利于反应进行． Yamada 等［32］应用非经验分子轨道计算软件高斯 98W，计算得出的氯苯类化合

物各个部位 C—Cl 键的离解能数据，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中数据发现，PeCB 中位于 3 取代位的 C—Cl 键的离解能最小，其次是位于 2 取代位和 4 取

代位的 C—Cl 键的离解能，因此推断 PeCB 一级加氢脱氯反应优先降解为 1，2，4，5-TeCB． 结合表 2 中数

据可以推测，PeCB 的理论主要加氢脱氯降解路径为: PeCB 首先脱除一个 Cl，主要生成 1，2，4，5-TeCB
和 1，2，3，5-TeCB; TeCB 进一步脱除一个 Cl，主要降解为 1，2，4-Tr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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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正己烷溶剂中多氯苯 C—Cl 计算离解能( B3LYP /6-311G) ［32］

Table 3 The calculated dissociation energy of C—Cl bond of polystream in hexane solution( B3LYP /6-311G) ［32］

结构示意图 C—Cl 键位置 C—Cl 键能 / ( kJ·mol－1 )

1，5 324．8

2，4 321．3

3 317．6

1，4 323．5

2 321．5

3 321．5

1，3 325．2

2 325．6

5 334．2

1，5 330．4

2 330．4

4 330．4

关于 1，2，4-TrCB 的进一步加氢脱氯反应． Lin 等［33］在花朵状的 Co3O4-CeO2复合金属氧化物催化降

解 1，2，4-TrCB 的研究中，根据密度泛函理论( DFT) 中的 B3LYP 方法，计算出 1，2，4-TrCB 中各氯原子脱

除的难易程度为: Cl( 4) ＞ Cl( 1) ＞ Cl( 2) ，即 4 取代位的 Cl 最难脱除，而 2 取代位的 Cl 最易脱除，因此

一级加氢脱氯降解产物以 1，4-DCB 为主，三种 DCB 异构体的数量大小关系为: 1，4-DCB ＞ 1，3-DCB ＞
1，2-DCB． 刘莎等［27］在纳米铈基氧化物对氯代芳烃和 NOx 的协同降解研究中同样发现，1，4-DCB 在

DCB 产物中的比例最高，然而三种异构体生成量的大小关系为: 1，4-DCB ＞ 1，2-DCB ＞ 1，3-DCB，这可

能是受氮氧化物存在的影响．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Wu 等［34］研究发现，1，2，4-TrCB 在镍负载的催

化剂表面加氢脱氯降解时，由于受催化剂空间位点选择性的影响，4 取代位的 Cl 最易脱除，而 2 取代位

的 Cl 最难脱除，从而使得三种 DCB 异构体生成量的大小关系为: 1，2-DCB ＞ 1，3-DCB ＞ 1，4-DCB，产物

中比例最高的为 1，2-DCB，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王勇等［5］以 TiO2为催化辅助剂，在旋转滑动弧等离子体

降解六氯苯的研究中发现，产物中 DCB 异构体只检测到了相当含量的 1，2-DCB，同样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 以上研究表明 1，2，4-TrCB 的一级加氢脱氯反应有多种路径，且路径选择易受到催化剂类型和反应

条件的影响．
由以上研究结果并结合表 2 中各氯苯产物的分布情况，推测 PeCB 在 TiO2催化剂表面的整个加氢

脱氯反应路径如图 6 所示．

图 6 PeCB 在 TiO2材料表面的加氢脱氯降解路径

( 注: 实线表示理论主要降解路径)

Fig．6 Hydrodechlorination pathways toward the degradation of PeCB over TiO2 catal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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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B 在 TiO2催化剂表面进行逐级加氢脱氯降解时，实际降解路径与热力学理论主要降解路径基本

吻合． 这说明 PeCB 的加氢脱氯降解是一个主要由热力学控制的过程，至于 1，2，4-TrCB 的加氢脱氯阶

段，降解路径受催化剂和反应条件的影响较大，催化剂组成元素或形貌的不同以及氮氧化物的存在都可

能导致其降解产物类型发生改变［27］．

3 结论

采用溶剂热法、均匀共沉淀法和溶胶-水热法分别制备出具有八面体、球形和榴莲状形貌的锐钛矿

TiO2材料． 对材料进行表征发现采用均匀共沉淀法所制材料的颗粒最小、比表面积最大． 在 300 ℃、
350 ℃和 400 ℃不同温度下，探究了 3 种不同形貌 TiO2催化剂对 PeCB 的降解活性，3 种催化剂降解效

率的高低顺序为: 均匀共沉淀法所制 TiO2＞ 溶胶-水热法所制 TiO2＞ 溶剂热法所制 TiO2． 在低温区均匀

共沉淀法所制 TiO2的降解活性优势更为明显，在 300 ℃时对 PeCB 就有很高的降解效率，在 350 ℃时降

解效率已经高达 99．83%． 采用 GC-MS 对降解产物进行分析，发现有 TeCB、TrCB 和 DCB 等低氯苯生成，

表明反应体系中存在加氢脱氯反应路径．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并结合产物中各氯苯的分布情况发现，

PeCB 在 TiO2催化剂表面的主要加氢脱氯路径为: PeCB→1，2，4，5 /1，2，3，5 /1，2，3，4-TeCB→1，2，4 /1，

2，3-TrCB→DCB． 本研究结果表明，催化剂的微观形貌决定了粒径大小、比表面积和孔体积等参数，这些

因素会协同影响其在氯苯加氢脱氯反应中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致使反应路径和产物类型发生改变． 本

论文所做研究能够为金属氧化物催化降解氯代芳烃污染物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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