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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工业文明在

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留下了数量巨大且

难以自然降解的有机污染物。2017年我国工业污染

虽较2016年同比下降了6.5%[1],但污染的治理是一

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仍然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传统的生物和物理处理方法(吸
附、超过滤、混凝等)是去除有机污染物的主要技术。

光催化是1970年左右兴起的一种高级氧化降解

有机污染物的技术[2]。1972年,日本科学家Fujihima
和Honda[3]首次发现金红石型TiO2 单晶电极能在常

温常压下将水光分解为氢气和氧气,这一发现在科学

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开

展光催化相关研究。光催化剂是光催化技术的核心,
因其具有极高的反应活性和处理效率及对目标污染物

的无选择性等特性而备受关注,时至今日,光催化领域

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
但是光催化剂粉体在催化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时

存在不易回收而造成二次污染的缺点。为此研究者们

试图将光催化剂负载在大尺度、易于回收的材料上以

解决上述问题。其中,将光催化剂负载于纤维或织物

上由于具有便利和廉价等优点,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目前已开展的相关研究中,负载于纤维及织物上的光

催化剂包括纳米 TiO2、ZnO、In2O3、钙钛矿材料和铋

系化合物等。

1 光催化技术的机理

半导体催化剂是光催化技术的关键,其能带结构

与金属不同的是,半导体的价带(VB)和导带(CB)之间

存在一个禁带,当光源的辐射能大于半导体的禁带能

级差时,半导体价带中的电子跃迁进入导带,从而在导

带中产生具有还原能力的光生电子以及在价带中形成

具有氧化能力的光生空穴,如图1所示。氧化电位在

半导体价带位置以上的物质(D,电子给体)可被光生空

穴氧化,还原电位在半导体导带以下的物质(A,电子

受体)可被光生电子还原。虽然电子和空穴(光生载流

子)产生后经历多个变化途径,但是对光催化反应过程

来说影响最大的两个相互竞争的过程就是电子-空穴

的捕获和复合。

激发

体内复合

俘获 俘获A-

A

D

D+

CB

VB hv

注:-为还原性的电子,+为氧化性的空穴

图1 光催化反应机理示意图

以TiO2 为例,其光催化降解过程的具体步骤如

下:

(1)激发:TiO2
hv
→e+h+

(2)吸附:O2-L +TiIV+H2O↔OLH-+TiIVOH

TiIV+H2O↔TiIVH2O
site+R1↔R1,ads
HO·+TiIV↔TiIV∫HO·

(3)复合:e+h+→heat
(4)捕集:TiIVOH-+h+↔TiIV∫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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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IVH2O+h+↔TiIV∫HO·+H+

R1,ads+h+↔R+1,ads
TiIV+e↔TiIII

TiIII+O2↔O-
2

(5)羟基攻击:TiIV∫HO·+R1,ads→TiIV+R2,ads
HO·+R1,ads→R2,ads
TiIV∫HO·+R1→TiIV+R2

(6)其他自由基反应:

TiIVO-
2 +2(H)+↔TiIVH2O2

TiIVO-
2 +(H)+↔TiIV(HO2·

(H2O2)+(HO·)↔(HO2·)+H2O2

2 纳米TiO2 负载于纤维或织物的研究进展

2.1 纳米TiO2 的制备

1976年,加拿大学者Carey等[4]利用 TiO2 光催

化技术将多氯联苯溶液经 UV光照射30min后成功

地光解脱氯,首次将TiO2 技术应用于剧毒化合物多氯

联苯的降解研究,开启了光催化技术废水处理的新纪

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7年,Frank等[5]发现利

用TiO2 光催化能够分解水中的氰化物。此后,其他研

究者进一步证实了光催化可使许多有机物得到有效降

解,或完全矿化为CO2 和 H2O等无机物[6-7],催化氧

化技术在消除环境污染物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认可,尤其在处理水中难降解污染物方面极具应用潜

力。目前,TiO2 光催化技术已经被应用于处理酚类污

染物、硝基芳类、卤代物、表面活性剂、长效农药等方

面,国际组织甚至将其列为难生物降解的有机污染物

处理的推荐技术。
气相法和液相法是制备TiO2 的主要方法[8]。气

相法包括低压气体蒸发法、活性氢-熔融金属反应法、
溅射法流动液面上真空蒸发法、钛醇盐气相水解法、

TiCl4 高温气相水解法、钛醇盐气相分解法等;液相法

包括沉淀法、水热法、溶胶凝胶法、微乳液法等。

2.2 以纳米TiO2 为主体光催化剂负载于纤维或织物

TiO2 是最常用的光催化剂,许多研究者通过改性

来提高它的光催化效应。TiO2 的晶型有3种:板钛矿

(brookite)、锐钛矿(auatase)和金红石(rutile),如图2
所示。不同晶型的催化活性有明显差异,其中,板钛矿

型TiO2 不稳定;锐钛矿型TiO2 晶格中含有较多的缺

陷,从而产生较多的氧空位来捕获电子,所以具有较高

的活性;金红石型TiO2 是最稳定的晶型结构,具有较

好的晶化态,缺陷少,导致电子和空穴容易复合,几乎

没有光催化活性。

Anatase Rutile Brookite

图2 TiO2的3种晶型结构[9]

为了改善纳米TiO2 因颗粒较小而导致在使用环

境中易于团聚和失活的缺点,可以将其负载于一定的

载体上,如棉纤维、碳纤维、玄武岩纤维、玻璃纤维或织

物等材料上。
杨梓薇等[10]通过紫外辐照和超声法将不同表面

性质的TiO2 纳米粒子负载到棉织物上制成光催化材

料,通过降解甲基橙试验对其光催化活性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材料具有良好的降解能力,并且TiO2 纳米

粒子与经紫外辐照后的棉织物结合更牢固,具有更好

的耐久性及更优异的光催化活性。Sadr等[11]采用声

纳合成和超声辐射法将TiO2 负载于棉织物上,经研究

发现,制得的棉织物具有良好的自洁性能和防紫外功

能,还具有优异的洗涤耐久性。Kale等[12]在棉织物表

面进行涂覆纤维素-TiO2 来实现棉织物的自清洁能

力。通过洗涤牢度的仪器表征表明,织物的硬度是永

久性的,自清洁性能是稳定的。
李显华等[13]比较了不同制备方法制备的TiO2/碳

纳米纤维复合材料对罗丹明B的催化降解能力,试验

对比表明,与共混法制备的TiO2/碳纳米纤维复合材

料相比,水热合成法制备的复合材料虽然负载了较多

的TiO2,降解率高,但经过5次 循 环 后,降 解 率 从

98.8%降到92.8%;而共混法制备的复合材料虽然

TiO2 负载量小,降解率稍低,但循环稳定性优异。

Luo等[14]在Ti溶胶中浸渍预热玄武岩纤维,然后

在300~600℃进行烧结得到玄武岩纤维/TiO2 复合

材料。通过SEM等仪器进行表征,可以发现TiO2 在

玄武岩纤维表面分布均匀,随着烧结温度的升高,TiO2
的晶型由非晶相转变为锐钛矿相,再到混合的锐钛矿

和金红石相。通过降解甲基红可以发现玄武岩纤维/

TiO2 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光催化性能,在可见光催化

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Pham等[15]用溶胶-凝胶法制备负载了Ag-T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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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光玻璃纤维,采用 Ag-TiO2/GF光催化剂在可见

光下对葡萄球菌(STAPH)的细菌消毒效果进行了试

验研究。研究表明,制备的材料对葡萄球菌有良好的

消毒效果,且掺杂Ag后的光催化效果更好。
龚昕等[16]用溶胶-凝胶法在玻璃纤维上负载了

TiO2 薄膜,进行了以初始浓度为10mg/L的水中腐殖

酸为目标污染物的降解试验。结果表明,提高光照强

度能促进腐殖酸的分解,溶液的pH越低,反应速率越

快,腐殖酸的去除效果越好,腐殖酸的去除效率随空气

流通量的增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但影响

不大。
邢宏伟等[17]采用溶胶-凝胶法在BFSF(高炉渣

纤维)载体表面负载TiO2,制备了TiO2/BFSF光催化

材料,试验通过降解亚甲基蓝(MB)为目标来评价样品

的光催化活性。结果表明,TiO2/BFSF光催化材料表

面负载了一层均匀密实的锐钛矿型TiO2,当紫外光照

射180min时,亚甲基蓝的降解率达到92.5%。循环

利用4次后,TiO2/BFSF对亚甲基蓝的降解率还有

63%。

2.3 TiO2 材料存在的问题

作为环境光催化材料,TiO2 对反应物具有较高的

吸附性和反应活性,以及较高的光利用率和较长的寿

命。由于TiO2 本身结构与性能的限制,必须采取多种

途径如晶型优化、颗粒细化、表面处理、增加比表面积、
离子掺杂等来进一步提高 TiO2 光催化材料的性能。
同时,TiO2 的光吸收范围窄,不能最大化利用太阳能

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由于TiO2 颗粒太小,回收困难,因此将其负载于

纤维或织物是一种常见的光催化优化方案,通常有两

种负载方法:一是将其负载到载体上形成薄膜;二是仅

仅固定在纤维或织物上。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

点,薄膜法制备的薄膜不容易均匀,可能导致龟裂;而
固定法负载上去的TiO2,其附着性较差,易于脱落。

另外,如何制备得到具有较高亲水性,同时还具有

耐酸碱、抗腐蚀特点的TiO2 光催化剂也是今后研究的

重点。

3 纳米ZnO负载于纤维或织物

3.1 以纳米ZnO为主体光催化剂负载于纤维或织物

的研究进展

ZnO是第二到第六主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中最重

要的成员之一,属于直接带隙半导体[18],具有良好的

热电性能、紫外吸收性能和化学稳定性,是一种性能优

越的功能材料,在传感器、光电器件、压电器件、场发射

器件、紫外激光器等方面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作为

光催化剂也有着某些优点,如无毒性和低成本。
张越等[19]采用金属醇盐制备出均匀稳定的纳米

ZnO溶胶,再将其负载于苎麻纤维上,通过煅烧等处理

得到ZnO-苎麻纤维光催化材料,以浓度为5mg/L的

亚甲基蓝为目标污染物进行降解实验。结果表明:制
备得到的ZnO-苎麻纤维光催化材料对亚甲基蓝有一

定的 降 解 效 果,自 然 光 光 照 8h 后 的 降 解 率 为

75.52%。孙晓竹等[20]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负载

ZnO纳米颗粒的棉织物光催化材料,通过表征证实生

成了紧密附着在棉织物表面的ZnO颗粒。光催化研

究表明,负载ZnO的织物对亚甲基蓝具有有效、稳定

的光催化降解能力。
林皓等[21]采用原位负载的方式,实现了ZnO在活

性碳纤维上的负载,降低了制备成本并提高了ZnO的

负载量。同时,制备得到的ZnO-活性碳纤维为纳米

级,比表面积大,大大提高了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性

能,提高了光催化活性。Chen等[22]采用水热法将三维

花状ZnO微结构附着于活性碳纤维(ACF)表面,以甲

基橙溶液为目标污染物与纯ZnO进行降解对比试验。
结果表明,ZnO/ACF复合物在甲基橙降解中表现出比

纯ZnO更加优异的光催化活性。

Pan等[23]采用电纺水热法,成功制备了 ZnO/

Ag3PO4 异质结(Z型结构)的棉纤维素纳米纤维骨架,
并以亚甲基蓝为目标污染物进行降解试验,图3是其

光催化剂机理。试验结果表明,由于ZnO/Ag3PO4 的

异质结构及CCNFs的高分散性,该光催化剂具有较好

的催化降解能力和循环稳定性,因此Z型棉纤维素纳

米纤维框架有望成为绿色可回收光催化剂的候选材料

之一。

3.2 ZnO材料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于纳米ZnO光催化材料的研究已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如其制备技

术还不完善,形成机理、掺杂机理、光催化机理以及应

用性能还应进行系统研究。同时ZnO本身禁带宽度

较宽,为3.37eV[24],仅能吸收紫外光,光催化活性偏

低,单一ZnO材料制成的光催化剂无法很好地满足工

业要求。因此,有研究者将其与纳米TiO2 粒子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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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Fs
ZnO

Ag3PO4

ZnO
Ag3PO4

CB
O-

2

O2

CB
e- e- e-

Ag

h+ h+ h+

VB
VB OH

H2O/OH-

h+ h+ h+

图3 ZnO/Ag3PO4异质结型光催化剂的作用机理

形成复合光催化剂来协同降解有机污染物。如任铁强

等[25]将均匀沉淀法制得的碱式碳酸锌前驱体与TiO2
溶胶复合,得到ZnO/TiO2 复合光催化剂,并以亚甲基

兰为目标污染物进行降解试验,结果表明:ZnO/TiO2
复合光催化剂对亚甲基蓝的效果明显优于纯纳米

ZnO。另外,ZnO在纤维或织物上的负载稳定性及循

环利用方面也应加以关注。

4 其他光催化剂负载于纤维或织物的研究进展

TiO2 是当前使用最广泛的光催化剂[26],ZnO在

部分 工 业 光 催 化 领 域 也 有 所 应 用。除 此 以 外,对

In2O3、Ga2O3、C3N4、铋系(如钒酸铋、钨酸铋、钼酸铋、
磷酸铋、氧化铋)和钙钛矿型光催化剂等也有一定研

究。

Li等[27]利用In2O3 的空心球降解罗丹明B溶液,

并与In2O3 纳米方块进行比较。结果表明,In2O3 的

空心球降解罗丹明B的效果更好。
周山权等[28]先用水热-煅烧法将SiO2 半导体与

BiVO4 进行复合,再用低温浸渍法将SiO2-BiVO4 复

合光催化剂负载在经浓碱处理过后的涤纶织物表面,
制备出涤纶负载SiO2-BiVO4 光催化功能织物。并以

活性蓝-19为目标污染物进行降解试验,结果表明该光

催化功能织物对活性蓝-19的最大可降解浓度在75
mg/L以内,高浓度下的光催化性能受到抑制。与

SiO2-BiVO4 复合光催化剂粉体对比,涤纶负载SiO2-
BiVO4 光催化功能织物能更好地利用可见光源,具有

更快的催化降解速率,可满足实际应用要求。
王肖杰等[29]将g-C3N4 通过溶胶-凝胶浸渍法分

别负载到经改性处理的碳纤维、芳纶及PAN纤维上。
通过表征表明,g-C3N4 较为均匀地分散、沉积在3种

改性纤维上,并与改性纤维表面的官能团产生较为牢

固的化学键合作用。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试验表明,3

种复合纤维在紫外和可见光下均可快速降解亚甲基

蓝,光催化活性较高;并且在循环使用8次后,其活性

仅仅略有降低然后趋向稳定,说明这3种复合纤维光

催化剂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Zhang等[30]采用简便的湿化学方法制备了异质结

构的 MaSi3/TiO2 光催化剂(MA代表CH3NH+),通
过降解罗丹明B的试验表明 MaSi3/TiO2 光催化剂在

40min内能完全降解罗丹明B(97%),其光催化性能

优于纯 MaSiN3 和纯TiO2。

5 结语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大量的

有机污染物随之产生。光催化是一种非常具有潜力的

有机物 降 解 技 术,目 前 较 为 常 见 的 光 催 化 剂 包 括

TiO2、ZnO、g-C3N4、磷酸银、氧化钨、铋系光催化剂等。
对光催化剂的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使用光

催化剂粉体,二是将光催化剂负载于其他材料之上。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避免光催化剂粉体后期分离回收

困难的问题,其负载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常规

的负载技术存在以下问题:
(1)颗粒负载不均衡、负载牢固性不够;
(2)较宽的带隙决定了它只能被紫外光所激发,而

紫外光在太阳能中所占的比例不到5%,导致很难利用

太阳能来实现有效TiO2 光催化;
(3)材料的固有特性易改变以及无法大规模生产

等。
将光催化剂负载于纤维或织物上,既不改变负载

材料的原有特性,又能使光催化剂得到均匀牢固负载

并充分发挥催化功能,是一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的光催化改性技术,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和社会经济

效益,同时如何结合将TiO2 的光催化能力从紫外区拓

展到占太阳能大多数的可见光区域也是当前国际上材

料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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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而目前国内针对个性化三维

服装定制系统处于一种理论多于实际应用的处境。目

前单一的个性化三维服装设计技术已较为成熟,大多

数的个性化三维服装定制系统的产品多为T恤和西服

的定制,产品种类较为单一,没有多元化的种类,定制

模式单一,用户只能在系统提供的已有款式中选择,进
行排列组合定制,不能让用户自己设计出系统中没有

的款式,不能生成用户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服装款式,不
能让用户体验成为设计师的存在感和满足感。致力于

服装整个行业设计集服装设计与生产、服装电子商务

及配送为一体的一套完整的流程是未来服装行业的商

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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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Personalized3DGarmentCustomization
TechnologyandItsDevelopmentTrend

LIXue-fei
(SchoolofComputerScience,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600,China)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thenationaleconomy,theclothingcustomizationindustrywasmoreandmoreprosperous,and

personalized3Dclothingcustomizationtechnologyhadalsobeenappliedtofashiondesign.Fromstaticsimulationofsimple2Dgar-

mentdeformationtodynamicsimulationofcomplex3Dgarments,personalized3Dclothingcustomizationtechnologybecamemain-

streamtrendofthegarmentindustry.Personalized3Dgarmentcustomizationtechnologywaselaboratedandanalyzed.Theapplication

prospectsanddevelopmenttrendsofpersonalized3Dgarmentcustomizationtechnologyweredetailed.

Keywords:personalization;3Dclothingcustomizationtechnology;application


(上接第10页)

ResearchProgressofFiberorFabricSupportedPhotocatal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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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mechanismanddevelopmentofphotocatalytictechnologywerebrieflysummarized.Theresearchprogressandex-

istingproblemsofnanophotocatalystssuchasTiO2andZnOloadingonfiberorfabricwasintroducedindetail.Thefuturedevelop-

mentofphotocatalystsloadingtechnologywas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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