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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液相結晶單體以合成高光催化活性混
合相一維二氧化鈦奈米柱陣列之研究
Synthesis of High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Mixed Phase 1D TiO2 Nanorod 
Arrays by Controlling the Solution-Based Nucleation Monomers

高 立 誠1  ■  劉 雅 瑄2

    L.C. Kao, Y.H. Liu

二氧化鈦因為其化學穩性佳，有著良

好的光催化能力和對環境的友善性，近年

來被廣泛的應用。其中材料合成的結晶形

態上，因為混合相一維奈米結構擁有載子

移動優良、光應用性佳和利於光電催化反

應等特性，特別受關注。然而受限於二氧

化鈦本身成長偏好的限制，傳統溶液相合

成多以懸浮於溶液中的顆粒經離心、煅燒

的方式取得材料，難以合成出垂直基材表

面成長的大規模混相態二氧化鈦奈米柱陣

列薄膜。在本研究中透過對溶液中二氧化

鈦成長單體前驅物的水解、凝結和結晶成

形的機制理解，成功的利用固體前驅物有

效地動態改變了溶液中酸度、鈦和氯離子

濃度，營造一混和相二氧化鈦奈米柱陣列

薄膜可成長之水溶液。再者，顧慮水溶液

中鈦前驅物水解結晶的速度相當快且難以

控制，透過有機溶液為主的成長環境，達

到以顆粒彼此附著的成長方式來合成垂直

成長於基材表面的混合相一維二氧化鈦奈

米柱陣列薄膜，並利用同步輻射加速器光

源針對不同相聚合產生介面的缺陷分析。

缺陷變化趨勢與光催化能力進步幅度一致

說明了在成長異質同相的介面所產生的缺

陷有助於材料光催化能力的增進。基於對

液相成長機制的熟悉，控制結晶成核的過

程，可以設計出更適合應用於光催化反應

的材料特性。以顆粒聚合成長層次結構的

混和相二氧化鈦陣列薄膜相較於單一晶相

的二氧化鈦奈米柱陣列，可提升約 150%的
反應速率，並在多次循環的降解測試中，

表現良好的穩定性和可再利用性。

關鍵詞： 二氧化鈦、光催化劑、奈米柱陣
列、加速器光源

One-dimensional (1D) titanium dioxide (TiO2) 
has extensiv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because 
of its chemical stability, general reactivity, high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and nontoxicity. Heterogeneous 
photocatalysts were shown to be more effective 
than either pure anatase or rutile phase TiO2. The 
enhanced performance of the mixed phase TiO2 was 
attributed to the spatial charge separation and hindered 
recombination across the phase interfaces. The mixed 
phase 1D TiO2 nanorods were suspended in solution 
and obtained by centrifugation and sintering, thus it 
was difficult to preserve as a large-scale nanorod array 
film. In this research, a large-scale, transparent, and 
free-standing film of 1-D rutile/anatase TiO2 nanorod 
arrays was fabricated by dynamically changing the 
acidity and concentrations of titanium and chloride 
ions. Oriented attachment, pre-nucleation clusters of 
ions or of primary particles was introduced to form 
hybrid organic–inorganic interfaces in a solvent-
based environment. We used a synchrotron-based 
X-ray spectroscopy to study the interface of the 
mixed structures that revealed the growth–induced 
defects. These TiO2 rutile nanorod arrays based on 
substrates with stable anatase sub-structure attached 
signif icantly enhanced the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and were promising photocatalysts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f ields. The diversity of nucleation 
pathways showed many routes to grow the material and 
to reach the full potential for their related applications. 
The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anatase–rutile mixture 
enhanced the reaction rate by 150% over that of the 
single phase T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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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tron-based X-ray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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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傳統結晶成長模式，是由單一溶液過飽和形成前驅錯合物單體或是藉由溶解小顆粒進而

再沉澱為維度較大的材料，透過此類方式成長的過程。然而，隨著奈米議題而帶動對表徵儀

器分析的進步，可以在相關的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到過去所沒辦法顯現的成長過程。1998年 Jill 

Banfiled在場發射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到二氧化鈦晶體成長是透過定向貼附 (oriented attachment, 

OA)的方式成長 (1)，而不是由傳統結晶成長模式主導，以前驅錯和物單體在成長的過程。並

且，這個研究同時嘗試去解釋當兩個晶體藉由這種定向貼附成長方式時，所會產生相對應的介

面晶體結構造變化。利用定向附著成長方式所形成的形貌、結晶構造因為其特殊的成長方式，

會以不自然的方式存在。而這種不自然的晶體堆疊模式如何可以以一穩定的方式存在，仍是值

得討論的部分。同時，透過定向貼附成長方式所產生的接合面，在兩個已經具備穩定晶型的結

晶顆粒間產生的結晶晶格差排 (dislocation)排列，意即透過成長方式產生的缺陷 (defect)，這些

結晶過成的不完整處會使得材料活性受到改變 (2)。當以液相環境下成長材料的過程，從材料合

成最初步的溶液配置到最後反應完成所觀察到的材料，其中所經過的過程，可能遠比所想像得

複雜。同時這些不同晶體成長方法的建立，也有利我們在設計材料成長的過程，可以突破過去

舊有想法的禁錮，而在型態或晶體結晶上都可以有極大的突破（圖 1）。

二氧化鈦是一種無毒、容易製備、且化學穩定佳的光催化劑，舉凡產氫、光電化學電池、

染料敏畫電池等等領域中都有被使用。二氧化鈦常見的晶相有金紅石、銳鈦礦和板鈦礦三種，

而其中金紅石和銳鈦礦兩種最為廣泛使用。過去許多研究提到，透過金紅石和銳鈦礦兩種晶

型的混和比例，會使二氧化鈦的光催化能力達到最佳，其中以商用型的二氧化鈦 P25最廣為人

知。在粉末型態的二氧化鈦中，有許許多多的研究可以非常精準地控制金紅石和銳鈦礦的比

圖 1　液相環境材料成長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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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雖然只是物理上的混和比例。但面對垂直成長於基材的一維二氧化鈦米柱陣列的設計上，

就碰到了相當大的困難。銳鈦礦其晶體結晶趨勢非常不傾向成長於一維的方式，由於銳鈦礦是

一亞穩定狀態的二氧化鈦結晶構造，非常容易轉換成金紅石型態，因此要在基材上共同成長這

兩種型態的二氧化鈦，有著相當大的挑戰 (3)。但是，透過定向附著的成長方式，使得這樣型態

的二氧化鈦成長模式有可能。本研究，打破過去液相環境成長一維二氧化鈦奈米柱薄膜傾向單

一金紅石相的特性，利用加入額外的固態前趨物，動態地改變已經趨於穩定的結晶型態，進而

成功製備大面積金紅石 /銳鈦礦複合相二氧化鈦奈米柱透明薄膜，並透過有機溶液為主的成長

環境，達到以顆粒彼此附著的成長方式來合成垂直成長於基材表面的混合相一維二氧化鈦奈米

柱陣列薄膜。

二、研究方法

2.1材料製備與特性分析

在一標準的製備條件中，30 ml的去離子水與 5.9莫爾濃度的鹽酸混合至 60 ml，靜至攪拌

數分鐘後再加入 1 ml鈦酸四丁酯，再經過數分鐘攪拌後將此混合溶液加入一含鐵弗龍內襯高

壓釜，並加入 FTO導電玻璃和固態鈦源。將此高壓釜放入電子烘相中，以 150℃加熱 1-4小

時。並以High resolution thermal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JSM-7610F)觀察材

料形貌，和X-ray diffraction (BRUKER, D8 DISCOVER SSS)及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JEM-ARM200FTH)觀測其成長晶型。

2.2同步加速器光源

同步加速器光源可以用來觀測複相異質結構中的物理化學特性。X光吸收光譜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和X光散射光譜儀 (X-ray emission spectroscopy, XES)為兩種最常

使用在材料領域的同步加速器分析方式。XAS和XES分別收集了非佔據和佔據態電子軌域，

對應至能系間距則為，XAS可以得到最低導帶的訊息，而XES則是可以偵測到高價帶的資訊。

XAS偵測模式為透過加速器光源的高能電子激發材料中內層電子躍遷至非佔據態，而XES則

是收集佔據態電子應補回內層電子空缺產生相對應的光散射。現今能源相關材料與裝置領域

中，透過原位XAS和XES技術直接觀察材料在反應過程中，其表面的化學反應與鍵結變化是

依相當具引力的技術。

三、成果與討論

3.1大面積混合相二氧化鈦薄膜

近年來二氧化鈦奈米柱廣泛應用在各種光電化學和光催化反應當中，它具備了寬能隙、良

好的化學穩定性與光催化能力，為了增進其光催化能力，載子的傳輸模式在材料設計中是舉足

輕重的。為了有效地達到異質型態設計以增進二氧化鈦奈米柱的光催化能力，如何克服在相對

低溫成長環境，金紅石相二氧化鈦易於延著 (0 0 1)方向長成長鏈狀的結構，而非生成亞穩定態

(metastable)的銳鈦礦二氧化鈦。透過瞭解前趨物在溶液中水解與結晶呈核的生長機制，加入額

外的固態鈦源可以有效地生成易於銳鈦礦成長的生長環境，使得在這一步驟的水熱法合成中，

成功製備出金紅石 /銳鈦礦複合相二氧化鈦奈米柱透明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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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為一標準製備過程之金紅石 /銳鈦礦複合相二氧化鈦奈米柱（標記為M-TiO2）在電

子顯微鏡下 (FESEM)的形貌，在圖 2(a)-(c)不同比例下觀察到，可以看出M-TiO2是一大面積

薄膜，且有類似一雙層的成長方式，由中間一類似成長處開始計算，上下各約有 1.5 µm長度

的柱子，總共約 3 µm厚的二氧化鈦奈米柱薄膜。並於圖 2(d)中可以明顯觀察到，在未加入固

態鈦源，單純以液態鈦源 (titanium butoxide)來成長的單一金紅石相二氧化鈦奈米柱（標記為

R-TiO2），其薄膜仍然成長於導電玻璃基材上，而M-TiO2則是脫離了 FTO，成為一透明薄膜，

因此有更廣泛的應用空間。

為了更多瞭解固態鈦源在整個成長過程對晶型與樣貌產生的影響，我們透過調整成長時

間，觀察其晶型和外在形貌的改變，並透過不同價態的鈦離子當作追蹤標的，解釋同時存在

的固態、液態前趨物所擔任的角色，可作為推論成長機制之證據。圖 3(a)中的XRD圖譜，

包含了 FTO、單一液態前趨物水熱法成長的R-TiO2和加入固態前趨物並成長 1-4小時下的

M-TiO2的比較。FTO導電玻璃由於濺鍍了一層 SnO2在玻璃表面上，因此其收到的晶型與 SnO2

相符合，而單一液態鈦源的環境下成長的則是全金紅石相的二氧化鈦奈米柱。藉由這兩者為

比較的基礎下，額外加入固態鈦源的成長環境，則可以觀察出隨著時間增加晶型的改變，並

配合圖 3(b)實物樣品的照片，則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固態和液態兩者鈦源於成長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在加入固態鈦源成長二小時後（標記為M-TiO2-2h）原本基材 SnO2的訊號逐漸轉為

金紅石相的二氧化鈦，這部分可以由圖 3(b)的照片配合觀察到，薄膜仍然依附在導電玻璃上

(R-TiO2)，從這也說明了在前兩小時的成長過程中，固態前趨物尚未貢獻於二氧化鈦的成長。

圖 2　(a)-(c) M-TiO2在不同尺度下的 FESEM照片。(d)比較M-TiO2與R-T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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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超過成長時間三小時後的XRD峰值也隨之改變，而到了四個小時的成長，峰值之間的比例

也更加穩定。由M-TiO2-4h的結果觀察到，除了原本金紅石相二氧化鈦奈米柱的訊號外，還疊

加了立方晶體結構的銳鈦礦二氧化鈦，銳鈦礦二氧化鈦的 (101)、(110)和 (112)面都可以被偵測

到。除了XRD峰值產生差異外，在圖 3(b)的實物照片中，可以觀察到，在二小時候所成長的

薄膜，皆會脫離基材形成一大面積透明獨立薄膜。二小時候的的成長機制，明顯不同於單一液

態前趨物的生長情形，合理推斷所加入的固態鈦前趨物已經加入反應，可幫助理解固態前趨物

如何開始加入反應：

2Ti＋ 6HCl→ 2TiCl3＋ 3H2(g)

由於此水熱法是高濃度鹽酸水溶液，固態前前趨物加入後會溶解於此溶液中，並和氯離子

結合形成三價的鈦離子於水溶液中，使溶液呈紫色。由於在水熱的成長過程中，前段主要是液

態前趨物貢獻成長二氧化鈦，根據文獻表示，這一液態前趨物，主要是以金紅石相的二氧化

鈦成長於 FTO基材上額外加入固態鈦源後，在經過兩小時的溫度壓力反應一下，鈦源開始溶

於溶液中並參與反應，這由固態鈦源所進行的反應包含兩部分：其一，固態鈦源溶於溶液中

後，造成原本已經達到動態平衡的成長環境開始產生變異，水熱法中二氧化鈦的形成機制主

要是依據 (Ti(OH)aClb(OH2)6-a-b)
(4-a-b)+此一錯和物的水解組合，其中 a+b+c=6，並且 a和 b不單

受氯離子濃度的影響，同時也被氯和鈦離子間的比例影響，而此一比值也受到HO:Ti水解速度

所影響。根據Agatino等人的研究指出，形成金紅石相和銳鈦礦二氧化鈦的前區錯和物分別是

(Ti(OH)Cl3(OH2)2)
0和 (Ti(OH)2Cl2(OH2)2)

0，因此當加入的固態鈦源溶入溶液中，使得 (Cl)/(Ti)產

生改變，形成一利於銳鈦礦形成之成長環境，這也是為何在加入固態鈦源後，會形成一獨立的

二氧化鈦薄膜（機制如圖 3(c)）。

圖 3　 (a) FTO, R-TiO2和不同成長時間M-TiO2的XRD。(b)不同成長時間的M-TiO2。(c)成長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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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異質混合相二氧化鈦陣列

一維二氧化鈦奈米柱在水熱法 150℃、10小時的製備程序下，會垂直成長於導電玻璃 FTO

上，並呈現整齊的陣列型態並有將近約 4µm左右的長度。此一維二氧化鈦奈米柱為金紅石相，

由於基材表面上所鍍濺的參氟二氧化錫有著與金紅石相相似的結晶型態，因此可以垂直成長在

此一基材表面上。將此材料以 solvothermal法進行定向附著直接成長在金紅石相的柱子上。並

且透過調整有機溶劑的比例來控制水解和結晶速度，可以達到調整定向附著上的顆粒結晶狀態

和形貌，將上述結果整理在圖 4。

以溶液法製備二氧化鈦，其重要一點即是控制鈦前驅物（在這裡即是 TBT）的水解形成

titanium alkoxides和形成晶核的速度，而鈦前驅物的水解速度在以水溶液為主的製備環境下，

其水解速度一項相當快且難以控制，因此除了選用二甲基甲醯胺 (N,N-Dimethylmethanamide, 

DMF)此一有機溶劑來降低前驅物的水解速度外，乙酸 (Acetic Acid, Ac)的選擇也是藉著其可

以有效地控制當顆粒型態的二氧化鈦的結晶狀態。在圖 4的圖示中，介紹了這嚐試性製備不同

晶型的二氧化鈦成長於異質結構的過程。當反應開始進行時，醋酸會進行酯化的反應進而形成

titanium alkoxides而成為形成二氧化鈦的單體。在高比例Ac的製備環境中，可以觀察到其形成

非常完整的八面體結構後，才依附到柱子上，其形貌除了Ac與 TBT酯化水解反應後傾向於結

晶成長 (0 0 2)和 (1 0 1)結晶面外，加上加入了乙酸鋰後期快速融於Ac中加入反應，其 Li+離

子做為界面活性劑限制其成長方向，使其成為具 {1 0 1}的奈米晶核。相較於以AC為主的溶

液製備中，可以觀察到，在HA_TiO2_M和HA_TiO2_D中依附上去的結晶顆粒都較小，雖然有

完整的晶型，但形貌多以細長顆粒為主。從溶液的組成可以推測，由於當Ac為主要溶劑時，

Ac與 TBT的酯化水解反應非常容易且迅速，在還未達到OA所主導的成長條件時，溶液中已

經許多的結晶成長完備的顆粒，因此觀察到依附上的次結構結晶顆粒才會以完整八面體結構

來呈現。當降低了Ac的量並升高DMF在溶液中的比例時，由於Ac的比例降低，使得酯化水

解反應產生 titanium alkoxides成長單體的速度減緩了，而這些單體聚集成長為具備晶型的銳鈦

礦二氧化鈦後，就依附上金紅石相的柱子。值得注意的是，在HA_TiO2_M中的 nano-structure

圖 4　不同有機溶劑比例下定向附著上的顆粒結晶狀態和形貌。

Ratio of Solvents
HA-TiO2-DHA-TiO2-A HA-TiO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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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隨著成長時間的增加再繼續成長了，而HA_TiO2_D中的這些細小顆粒會彼此透過OA的

方式繼續連接在一起（圖 5）。根據 Finnegan等人過去的研究指出，晶體成長模式，過去大家

普遍以Ostwald ripening (OR)當方式來解釋晶體顆粒由小變大的過程，然而晶體成長的過程可

能比我們想得更加複雜，OA即是被提出的另一種晶體成長的模式，可以由 solvent比例不同而

產生OA,OR兩種不同成長模式先後主導某段成長過程，因此而得出我們所看到的晶體結構和

形貌。因此在不同 ratio比例下的製備過程，對晶核的結晶型貌與依附的OA反應順序不同，

因此在高解析廠發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到了相對應的型貌。另外，他所提出這兩種成長機制的

主導性可能與 pH值有關係，根據實驗結束回收反應完的液體所得到的 pH值，這三種 solvent 

ratio反應完的 pH值都在 5-6區間，符合文獻所提到OA主導的 pH區間，也解釋了為何可以看

到這些微小顆粒 attached到柱子上。pH值提供了我們一個OA主導的原因，但在兩個不同晶體

的顆粒如何可以接合，以及驅使形成OA這種模式的成長方式其原因為何，依然是值得探討的 

部分。

3.3光催化反應

利用降解有機汙染物亞甲基藍作為材料光催化能力之測試，由圖 6可以觀察到，混和相一

維二氧化鈦奈米柱陣列，相較於單一金紅石相二氧化鈦奈米柱陣列，其光催化能力皆有大幅提

升。

圖 5　反應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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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晶體的成長過程相當複雜且依然還有許多部份是未知，但透過更基礎的方式去理解，可以

設計出更適合特定應用的材料特性。本研究證實，藉由液相成長單體的設定，合成出混和相一

維二氧化鈦奈米柱陣列，並提升了約 1.5倍的光催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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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光催化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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