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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型纳米微球 ＣｒＴｉＯ２的原位水热合成
及其光催化降解抗生素（氯霉素）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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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热法合成了掺杂型ＣｒＴｉＯ２复合纳米微球，通过ＸＲＤ、ＳＥＭ、ＤＲＳ、ＢＥＴ等对样品进行了
表征和分析，探讨了Ｃｒ掺杂量在０．０３％０．１％（Ｃｒ：ＴｉＯ２；摩尔比）范围内时对ＴｉＯ２光催化性能的影
响。掺杂型Ｃｒ０．０３０．１ＴｉＯ２光催化剂为不规则纳米球状颗粒的平均粒径为４０ｎｍ，锐钛矿相晶型，其
中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禁带宽度为３．０８ｅＶ，比表面积为６５．６４ｍ

２／ｇ，平均孔径１７．９ｎｍ，比纯ＴｉＯ２的孔径大
两倍。以氯霉素（ＣＡＰ）为抗生素代表，考察了掺杂型Ｃｒ０．０３０．１ＴｉＯ２的光催化降解性能，确定了最佳
光催化性能样品的 Ｃｒ掺杂量。结果表明，在高压汞灯（１２５Ｗ）１２０ｍｉｎ的辐照下，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对
ＣＡＰ的降解率可达９６．８％。ＣＡＰ的光催化降解服从一级动力学规律，测得降解速率常数 ｋ为３．４
×１０２ｍｉｎ１，半衰期ｔ１／２为１２．４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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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抗生素的滥用现象已引起人们的高度
关注。研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抗生素消耗量成逐年

上升的趋势，我国每年有约１８万吨的抗生素被人或
动物所使用，远高于欧美国家的平均量［１２］，在美国

每年所消耗的１６０００吨的抗生素中只有约１０％被
生物体所吸收用于治疗病症，其余超过７５％的抗生
素经过新陈代谢后，又被排放到环境中［３］。研究结

果显示［４］，我国境内多数集水源处（水库中的抗生

素浓度范围为２６１．１～６５２．６ｎｇ·Ｌ１），地表水（江
河湖），近海海域（渤海、黄海）中均已检测到例如氯

霉素、四环素、庆大霉素等多种抗生素，浓度在０．１０～
１６．６ｎｇ·Ｌ１。在现代养殖业中大量使用的抗生素，
多数被排放到水体环境中，加之传统的水处理方法

尚不能有效去除，导致水体中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

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５１１］。因此研究开发新型的水

处理技术，成为环境工作者普遍关注的课题［１２］。

水体中抗生素药物的处理方法有膜过滤［１３］、活

性炭吸附［１４］、生物降解［１５］、电化学处理［１６］等，光催

化氧化法是近年来发展较为快速的一种新型水处理

技术，ＴｉＯ２作为较理想的光催化剂，在水体和空气的
净化、太阳能电池等领域倍受青睐［１７１９］。但广泛应

用仍受其特有结构的限制，即仅在紫外光区有响应，

而且光生电子空穴对极易复合等。研究表明通过对

ＴｉＯ２进行掺杂或表面修饰等改性，可以有效扼制光
生电子空穴对的复合，拓展其光响应范围，提高光
催化效率［２０２２］。异类半导体共复合也同样可以改

变ＴｉＯ２所处的化学环境，导致光催化活性增强，量
子产率提高［２３２４］。铬是一个多价态元素，它与 ＴｉＯ２
的掺杂能够明显改善 ＴｉＯ２的吸光特性

［２５２９］。本研

究以水热法合成了掺杂型 ＣｒＴｉＯ２纳米微球光催化
剂，以氯霉素（ＣＡＰ）作为抗生素的代表，评价了掺杂
型ＣｒＴｉＯ２催化剂光催化性能，探讨了 ＣＡＰ降解动
力学，并揭示了降解规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实

验基础。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试剂
Ｔｉ（ＳＯ４）２（分析纯，中国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Ｃｒ（ＮＯ３）３·９Ｈ２Ｏ（分析纯，中国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氯霉素（ＣＡＰ）（分析纯，中国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水均为去离

子水。

１．２　催化剂的制备
向一定浓度的Ｔｉ（ＳＯ４）２溶液，加入一定比例的

Ｃｒ（ＮＯ３）３溶液后，移入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体积为
５０ｍＬ的高压反应釜内进行水热反应，反应条件
１８０℃，１６ｈ，将反应液过滤，乙醇洗涤后，于烘箱中
干燥１０ｈ，得到原位掺杂的掺杂型 ＣｒＴｉＯ２光催化
剂，分别记作 Ｃｒ０．０３ＴｉＯ２，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Ｃｒ０．０７ＴｉＯ２和
Ｃｒ０．１ＴｉＯ２，其中下角标数字为掺杂量，以摩尔质量
比表示。

１．３　表征方法
采用ＸＲＤ射线衍射仪（ＸＲＤ７０００ｓ，日本岛津）

对样品进行晶相分析，管电流３０ｍＡ，管电压４０ｋＶ，
扫描速度 １０°／ｍｉｎ；采用高分辨扫描电镜（ＳＥＭ
ＥＤＡＸｓ４８００，日本日立）对样品进行形貌、元素分
析；在 ＵＶ２１０２ＰＣ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尤
尼柯）测量 ＣＡＰ溶液的吸光度；ＴＵ１９０１型双光束
紫外可见漫反射分光光度仪（ＤＵＶＲＳ）（北京普析通
用仪器有限公司）测量样品的可见漫反射光谱

（ＤＲＳ），测定时用 ＢａＳＯ４作参比。ＪＷＢＫ１２２Ｗ型静
态氮吸附仪（北京精微高博仪器有限公司）测定所

合成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孔径尺寸分布等数据。

１．４　光催化降解实验
光催化反应器装置［３０］（自制）由光源（高压汞

灯或氙灯），石英试管（长２２．０ｃｍ，直径为２．０ｃｍ，
距离光源 １０ｃｍ）、光源冷却器装置、气泵等构成。
反应时，将通气管插人石英管底部，以保证催化剂悬

浮在降解液中。实验时，在石英反应管中加入一定

体积２０ｍｇ／Ｌ的ＣＡＰ溶液和一定量的光催化剂，在
无光照下通气３０ｍｉｎ后，开启光源，开始计时，每隔
一定时间取样，高速离心后取上层清液，用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在２７６ｎｍ处测定溶液吸光度，根据吸
光度与ＣＡＰ溶度的关系，计算降解率。以降解率的
大小进行光催化活性评价。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ＸＲＤ分析
图１是在１８０℃，１６ｈ水热合成的纯ＴｉＯ２及Ｃｒ

掺杂ＴｉＯ２的ＸＲＤ谱图。由图１可知，５种催化剂均
有锐钛矿的特征衍射峰，其中２５．２８°对应的是晶型
中的１０１晶面，３７．８０°对应为００４晶面，４８．０４°对应
为２００晶面，５３．８９°、５５．６０°对应１０５及２１１晶面，
６２．６８°对应２０４晶面，７６．０１°对应３０１晶面，８３．１４°
为３１２晶面。在 Ｃｒ离子掺杂后，ＴｉＯ２的 ＸＲＤ图中
的各衍射峰并未发生明显的位移或峰型的变化，表

明Ｃｒ离子掺杂及掺杂量的变化对 ＴｉＯ２的晶型未造
成显著的影响，Ｃｒ掺杂的ＴｉＯ２的晶型仍以锐钛矿相
为主。原因可能归于：①Ｃｒ离子完全均匀分散到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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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矿晶型中，具有较小半径的 Ｃｒ离子替代了 Ｔｉ离
子在晶格中的格点，未影响 ＴｉＯ２晶格结构；②Ｃｒ的
掺杂量低于仪器的检出限，未能在衍射图谱中

出峰［３１］。

ａ：ＴｉＯ２ｂ：Ｃｒ０．０３ＴｉＯ２ｃ：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
ｄ：Ｃｒ０．０７ＴｉＯ２ｅ：Ｃｒ０．１ＴｉＯ２

图１　不同量Ｃｒ掺杂ＴｉＯ２的ＸＲＤ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ｄｏｐｅｄＴｉ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ＣｒａｎｄｐｕｒｅＴｉＯ２
　

２．２　ＳＥＭ分析
选择催化效果相对较好的 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催化剂进

行形貌分析，如图 ２所示。可以看出，由水热
１８０℃，１６ｈ合成催化剂 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为不规则纳米球
状颗粒，颗粒尺寸较为均匀，平均粒径约为４０ｎｍ，
颗粒表面比较平滑。

图２　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的ＳＥＭ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

　

２．３　ＵＶｖｉｓＤＲＳ分析
图３显示了不同量 Ｃｒ掺杂 ＴｉＯ２ＵＶ～ｖｉｓＤＲＳ

图谱。由图３可知，样品除在２００～４００ｎｍ之间都
有较强的吸收外，Ｃｒ掺杂ＴｉＯ２较纯ＴｉＯ２在４００～５５０
ｎｍ之间也表现出明显吸收。根据半导体带隙与紫
外可见光吸收系数之间的关系：

αｈν＝Ｋ（ｈνＥｇ）
１／２

式中，ｈν表示光子能量，α表示半导体的吸收系数，Ｋ
为半导体常数，Ｅｇ为半导体的禁带宽度。绘制不同
样品的（αｈν）２ｈν曲线如图３所示。根据每条曲线
的切线与横坐标相交的数据，即可获得样品的禁带

宽度。

ａ：ＴｉＯ２ｂ：Ｃｒ０．０３ＴｉＯ２ｃ：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
ｄ：Ｃｒ０．０７ＴｉＯ２ｅ：Ｃｒ０．１ＴｉＯ２

图３　不同量Ｃｒ掺杂ＴｉＯ２的ＵＶｖｉｓＤＲＳ
图谱及（αｈν）２ｈν曲线

Ｆｉｇ．３　ＵＶｖｉｓＤＲＳｏｆｄｏｐｅｄＴｉ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ＣｒａｎｄｐｕｒｅＴｉＯ２．Ｔｈｅｉｎｓｅｔｉｓｔｈｅｐｌｏｔｓ

ｏｆ（αｈν）１／２ｖｓ（ｈν）

　　由图 ３可知，Ｃｒ掺杂 ＴｉＯ２后的禁带宽度分别
为：Ｃｒ０．０３ＴｉＯ２为 ３．１８ｅＶ，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为 ３．０８ｅＶ，
Ｃｒ０．０７ＴｉＯ２为３．１５ｅＶ，Ｃｒ０．１ＴｉＯ２为 ３．１４ｅＶ。与纯
ＴｉＯ２相比，禁带宽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小，说明掺杂
后的ＴｉＯ２吸收谱带有不同程度的红移，吸收边带向
可见光区域移动。当掺杂量为０．０５％（摩尔质量）
时，禁带宽度最小（３．０８ｅＶ），对应的吸收波长为
４０３ｎｍ。Ｃｒ掺杂 ＴｉＯ２禁带宽度变小，归因于 Ｃｒ原
子的ｄ轨道混入到半导体的价带和导带之间，形成
了新的杂质能级轨道所致。而过量的 Ｃｒ掺杂又会
减少ＴｉＯ２中的活性点，减少了光生载流子的数量，
使ＴｉＯ２纳米粒子中电子空穴的复合中心数目增多，
同时亦改变了ＴｉＯ２的能级结构，影响了光生空穴的
氧化能力，从而导致了光催化活性的下降。

２．４　ＢＥＴ分析
图４是系列催化剂的等温吸附脱附曲线。

图４　Ｃｒ掺杂ＴｉＯ２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
Ｆｉｇ．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ｏｆ
ｄｏｐｅｄＴｉ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Ｃｒａｎｄｐｕｒｅ

　

１５１　彭超，等：掺杂型纳米微球ＣｒＴｉＯ２的原位水热合成及其光催化降解抗生素（氯霉素）性能　



由图４可见，Ｃｒ掺杂ＴｉＯ２吸附脱附滞后环中的
面积明显大于纯ＴｉＯ２的滞后环的面积，从对 ＴｉＯ２及
Ｃｒ掺杂ＴｉＯ２测定的ＢＥＴ比表面积数据分析，掺杂和
未掺杂的ＴｉＯ２的比表面积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纯ＴｉＯ２的比表面为６１．６ｍ

２／ｇ，当 Ｃｒ掺杂量分别为
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时，对应的比表面积为
５４．５６、６５．６４、６１．５４ｍ２／ｇ，其中 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的比表
面积最大。

图５是系列催化剂的孔径分布曲线。由图５可
知，纯ＴｉＯ２的平均孔径为８．７３３ｎｍ，而最佳光催化
效果的 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的平均孔径为 １７．９４ｎｍ，较纯
ＴｉＯ２的孔径大两倍。从曲线分布看，纯 ＴｉＯ２的纳米
粒子的孔径尺寸分布较宽、较为零散，Ｃｒ掺杂导致
ＴｉＯ２纳米粒子的孔径分布尺寸相对集中，这与Ｃｒ离
子的掺杂效应使 ＴｉＯ２的纳米颗粒粒径规整均匀有
关。表１为系列催化剂的ＢＥＴ分析数据。

图５　Ｃｒ掺杂ＴｉＯ２的孔径尺寸分布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ｐｅｄ
Ｔｉ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ＣｒａｎｄｐｕｒｅＴｉＯ２

　

表１　Ｃｒ掺杂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及孔径尺寸
Ｔａｂ．１　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ｆｏｒ

ｄｏｐｅｄＴｉ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Ｃｒ

催化剂
ＢＥＴ比表
面积／（ｍ２／ｇ）

ＢＪＨ平均
孔径／ｎｍ

ＢＪＨ累积总
孔体积／（ｃｍ３／ｇ）

ＰｕｒｅＴｉＯ２ ６１．５９ ８．７３３ ０．１４７
Ｃｒ０．０３ＴｉＯ２ ５４．５６ ６．８１５ ０．１２２
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 ６５．６４ １７．９４ ０．３３３
Ｃｒ０．０７ＴｉＯ２ ６１．５４ １４．４７ ０．３０６

由表１可以看到，与纯 ＴｉＯ２相比，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是
这一系列不同掺杂量的催化剂中比表面积及孔径参

数最大的，约为纯 ＴｉＯ２的两倍。推测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Ｃｒ原子（半径１２４．９ｐｍ）的核外电子数比 Ｔｉ
原子（半径１４４．８ｐｍ）多２个，在水热处理过程中，
Ｃｒ离子作为掺杂剂，掺入到ＴｉＯ２的晶格中顶替了一
个Ｔｉ原子后，形成ｎ型半导体，Ｃｒ离子的多余电子
未与Ｏ原子成键，导致 ＴｉＯ２晶格存在一定缺陷，形
成的颗粒不仅多孔，而且孔径尺寸变大。

２．５　光催化性能评价
图６是系列催化剂降解 ＣＡＰ的降解率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由图６可见，对于２０ｍｇ／Ｌ的ＣＡＰ溶
液，在高压汞灯（１２５Ｗ）照射下，降解１２０ｍｉｎ，与纯
ＴｉＯ２（降解率为６１．６％）相比，除Ｃｒ０．１ＴｉＯ２有所降低
外，其它掺杂型ＣｒＴｉＯ２的降解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其中，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催化活性最高，反应１２０ｍｉｎ，降
解率可以达到９６．８％，约为纯 ＴｉＯ２的１．５倍，这与
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纳米颗粒具有较大的比表面和孔体积
有关。

图６　掺杂型ＣｒＴｉＯ２光催化性能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ＣｒＴｉＯ２ｄｏｐ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Ｃｒ
　

图７为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降解 ＣＡＰ的浓度变化曲线。
由图７可见，ＣＡＰ在紫外区有两个吸收峰，分别为
２０７ｎｍ和２７６ｎｍ，由于氯霉素属委内瑞拉链丝菌产
生的抗生素，其分子结构含有对硝基苯基、丙二醇和

二氯乙酰胺三个部分，２７６ｎｍ的吸收峰对应于对硝
基苯基的吸收，而２０７ｎｍ的吸收峰属于二氯乙酰胺
的吸收。可以发现，随着光催化降解实验的进行，

２７６ｎｍ的吸收峰降低很快，４０ｍｉｎ就基本消失，但
２０７ｎｍ处的吸收峰降低缓慢，１２０ｍｉｎ只降低了
５６．９％，说明ＣＡＰ分子骨架被破坏后，仍有部分中
间产物尚未彻底矿化。

图７　紫外光照射下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降解
ＣＡＰ浓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ＵＶｖｉｓａｂｓｏｒｂ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ＡＰｉｎ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ｙ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ｕｎｄｅｒ

ＵＶｌｉｇｈｔ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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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ＣＡＰ降解动力学
图８是在紫外光照射下掺杂型 ＣｒＴｉＯ２及纯

ＴｉＯ２降解ＣＡＰ的 ｌｎ（ｃ０／ｃｔ）与反应时间 ｔ的关系曲
线。可以看出，ｌｎ（ｃ０／ｃｔ）与ｔ之间线性关系良好，光
催化反应为一级反应。其降解速率方程可表示为ｌｎ
（ｃ０／ｃｔ）＝ｋｔ。其中，ｋ是降解反应速率常数，ｃ０和ｃｔ
分别是ＣＡＰ起始质量浓度和ｔ时质量浓度。求得降
解时ＣＡＰ的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及相应的参数如
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催化剂的半衰期
ｔ１／２为 １２．４ｍｉｎ，降解反应速率常数 ｋ为 ０．０３４０
ｍｉｎ１，约为纯ＴｉＯ２的８倍，说明 ＴｉＯ２经铬离子原位
掺杂后，其光催化活性有明显提高。

图８　ｌｎ（ｃ０／ｃｔ）与ｔ的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ｎ（ｃ０／ｃｔ）ａｎｄｔ．
　

表２　ＣＡＰ降解反应的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及参数值
Ｔａｂ．２　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样品 动力学方程 Ｒ２ ｔ１／２／ｍｉｎ ｋ／ｍｉｎ１

ＰｕｒｅＴｉＯ２
ｌｎ（ｃ０／ｃｔ）＝０．００４３ｔ＋

０．０１１
０．９９６ １１３．７ ０．００４３

Ｃｒ０．０３／ＴｉＯ２
ｌｎ（ｃ０／ｃｔ）＝０．００６７ｔ＋

０．００６１
０．９９３ ７２．７ ０．００６７

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
ｌｎ（ｃ０／ｃｔ）＝０．０３４０ｔ＋

０．０７５４
０．９９４ １２．４ ０．０３４０

Ｃｒ０．０７／ＴｉＯ２
ｌｎ（ｃ０／ｃｔ）＝０．０１４８ｔ＋

０．０４１８
０．９９０ ３０．９ ０．０１４８

Ｃｒ０．１／ＴｉＯ２
ｌｎ（ｃ０／ｃｔ）＝０．００７９ｔ＋

０．００６６
０．９９５ ６２．０ ０．００７９

３　结　论

１）采用水热法在１８０℃、１６ｈ条件下合成的掺
杂型 ＣｒＴｉＯ２光催化剂，具有良好的紫外光催化
活性；

２）实验证明掺杂量对 ＴｉＯ２的光催化效果有明
显的影响，当Ｃｒ掺杂量为０．０５％（摩尔质量）时，得
到的Ｃｒ０．０５ＴｉＯ２纳米颗粒光催化活性最好，平均粒
径为４０ｎｍ，比表面积为６５．６４ｍ２／ｇ，孔径为１７．９４

ｎｍ，禁带宽度为３．０８ｅＶ；
３）在高压汞灯（１２５Ｗ）辐照降解１２０ｍｉｎ，对

ＣＡＰ的降解率可达到９６．８％。氯霉素的光催化降
解服从一级动力学规律，测得降解速率常数 ｋ为
３．４×１０２ｍｉｎ１，半衰期ｔ１／２为１２．４ｍｉｎ，Ｃｒ掺杂有效
提高了ＴｉＯ２的光催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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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Ｓｏｎ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１９（４）：
７６７７７１．

［３０］ＸｉｏｎｇＳＦ，ＺｈｏｕＬＹ，ＺｈａｎｇＦＹ，ｅｔａｌ．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２０／４０ｋＨｚ）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ｇｒａ
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ｂｌｕｅ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Ｓｏｎ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１９
（４）：７５６７６１．

［３１］ＹａｎｇＰ，Ｌ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ｄｉｏｘｉｄｅ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ｃｏｄｏｐｅｄｗｉｔｈＦｅａｎｄＥｕ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Ｊ］．
Ｍａｔｅｒｉｒ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２，５７（４）：７９４８０１．

（责任编辑　李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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