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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石墨烯複合鈦酸鍶光觸媒製備與其對
有機汙染物廢水分解應用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Versatile Organic Wastewater using 
Graphene Oxide/SrTiO3 Composite as Photocatalyst

張 健 威1  ■  胡 哲 嘉2

    C.W. Chang, C.C. Hu

本研究係利用水熱法合成出常見光觸媒

材料鈦酸鍶 (SrTiO3)，並透過熱處理將氧化

石墨烯與光觸媒複合，製備出可吸收可見光

的光觸媒材料，且將其應用於不同有機汙染

物的可見光光催化降解反應，包括甲基橙、

甲基藍、羅丹明B、苯酚與酚甲烷。實驗結

果顯示，將光觸媒加入系統並透過本實驗所

使用之可見光燈源照射後，每種有機汙染物

在數小時的照射後皆有明顯的分解效果。另

外亦針對了光觸媒材料的反應環境條件做了

比較，以加入不同的自由基捕捉劑以比對出

最適之降解條件。其中，於酚甲烷與甲基

藍中加入疊氮化納 (NaN3)會使分解效果降

至 23%與 9%，代表氫氧自由基 ( · OH)為主

要進行反應的自由基團；於羅丹明B中加

入碘化鉀則降至 12%，代表電洞 (h+)為主要

進行反應的自由基團。最後則對光觸媒材料

的穩定性做了測試，透過數次相同條件的光

催化降解反應實驗，效率皆維持於 90%以

上，證實了本研究所製備之光觸媒為可在模

擬太陽光下對不同種類的有機汙染物進行穩

定光催化降解反應的材料。

關鍵字： 光觸媒、鈦酸鍶、氧化石墨烯、光

降解反應

Strontium titanate (SrTiO3)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hotocatalytic water splitting and degrada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because of its perovskite structure 

and band-gap energy of 3.2 eV. Its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can be signif icantly enhanced by doping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such as heavy metal, noble 

metal and other semiconductors. In this work, 

versatile organic pollutant solutions including 

methyl orange (MO), methyl blue (MB), rhodamine 

B (RhB), bisphenol A (BPA), and phenol solutions 

were photocatalytically degraded using Graphene 

Oxide(GO)/SrTiO3 composite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Coupling of SrTiO3 with GO extended 

the light absorption range to visible light. Sodium 

azide (NaN3), potassium iodide (KI), and ethanol 

were added as scavengers for capturing the superoxide 

radicals (O2
-), hole (h+) and hydroxyl radicals (OH·), 

respectively. Repeated photocatalytic measurements 

using GO/SrTiO3 showed a high degradation ratio 

of 90% after several cycles. GO/SrTiO3 composites 

exhibited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and were 

promising visible-light-active photocatalysts.

Key words: Strontium titanate, Graphene Oxide, 

photocatalyst, wastewater treatment.

一、前　言

近年來，光觸媒被大量應用於許多的綠色環境議題上，如水分解製氫、有機汙染物去除、

二氧化碳還原等，本研究主要是利用可見光照射下針對不同種類的廢水中之有機汙染物進行去

除，包括甲基橙、甲基藍、羅丹明B、苯酚與酚甲烷。而金屬氧化物鈦酸鍶 (SrTiO3)具有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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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催化活性、獨特電磁性質、高氧化還原催化活性等優點，是一種常被應用的光觸媒材料。

根據過往的文獻回顧，光觸媒在廢水中照光後會生成電子電洞對 (e--h+)，並在載體表面上與其

他物質進行氧化還原反應生成高活性的自由基團 ( · OH, · O2, H2O2)，進而破壞有機汙染物的鍵

結以達到降解之效果 (1)。因此，提高光觸媒的活性與減低電子電洞對再結合速率是製備光觸媒

時重要的考量。

為了增加光觸媒的活性，可利用金屬或非金屬進行摻雜，貴重金屬負載或與其他半導體進

行複合，目的為增加電子的傳遞與可見光吸收，提升其光催化活性與可見光下之利用性 (2-3)。

本研究利用了無毒的氧化石墨烯作為複合材料，其具有了低細胞毒性、高化學穩定性等優點，

除了能夠增加可見光吸收外，也能夠取代過往文獻常見的重金屬摻雜物如鉻、鎳等 (4-5)，是一

個能在可見光光催化還原反應中進行有效降解反應、且又無毒的複合材料，以利未來太陽光能

之轉換與水資源之再生。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鈦酸鍶 (SrTiO3)以二氧化鈦 (TiO2)與氫氧化鍶 (Sr(OH)2)作為前驅物的水熱法反

應而得；氧化石墨烯則參照了傳統的Hummers' method, 以石墨作為前驅物進行氧化處理後而

得 (6)；複合材料則是利此以上兩材料以不同的比例 (10, 20, 30 wt%)進行快速的熱處理反應而

得，並根據複合比例取名為 10-GST, 20-GST, 30-GST。

光催化氧化法廢水處理則是利用 500瓦的氙可見光燈照射，並以 8 ppm甲基橙 (MO)、

3.3 ppm甲基藍 (MB)、4.8 ppm羅丹明 (RhB)、9.4 ppm苯酚 (Phenol)或 10 ppm酚甲烷 (BPA)作

為模擬的廢水處理對象。使 0.25 g之光觸媒均勻分散於模擬廢水中，並於暗室下反應一小時測

試吸脫附之效能後，即打開可見光燈箱照射。廢水的濃度則透過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分別檢測

甲基橙、甲基藍、羅丹明B、苯酚與酚甲烷於 464, 596, 552, 270, 276 nm之吸收值。

三、成果與討論

圖 1為材料之 TEM影像。圖 1a為光觸媒鈦酸鍶，可以看出其明顯的顆粒狀，直徑約 50-

100 nm。圖 1b為氧化石墨烯，可以由看出其為堆疊的層片狀結構，顏色較深處為堆疊較厚之氧

化石墨烯，尺寸約莫數個 µm。圖 1c為 20-GST之形貌結構，顆粒狀為熱處理後保留下來的鈦

圖 1　(a)鈦酸鍶 , (b)氧化石墨烯 , (c) 20 GST之 TEM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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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鍶的結構，而層狀的氧化石墨烯經由複合後形成管狀與片狀結構並與鈦酸鍶複合。

圖 2為對複合材料進行紫外光 -可見光光譜吸收之檢測結果。首先可看出未經過複合的鈦

酸鍶之吸收波長邊緣落在 360-380 nm，其歸因於鈦酸鍶是一個吸收紫外光的光觸媒材料；透過

了氧化石墨烯的熱處理複合後，吸收波長有明顯的紅移現象，代表複合後成功地增加了材料吸

收可見光的效能，其中又以 20-GST之紅移最為明顯，因此以下將討論利用光觸媒材料 20-GST

進行的廢水處理與測試。

圖 3為 20-GST對不同的模擬廢水所進行的光催化反應，在第一個小時的暗室反應下，濃

度下降都非常有限，代表吸脫付並非為主要的反應。而在開始照光後，三種有機染劑類的有機

廢水 (MB, MO, RhB)，在三小時的可見光照射下完全分解；而有機汙染物苯酚與酚甲烷，在照

射一小時後光降解速率漸趨緩慢，三小時的可見光照射下約達到 60-70%的分解效果。除此之

外，缺少複合的鈦酸鍶在降解RhB廢水中沒有明顯的效果，歸因於其是一種吸收紫外光的材

料，也可以透過此比較出複合前後的光催化活性差異。

圖 4為於廢水 (RhB, BPA, MO)中加入不同種類的捕捉劑，包括碘化鉀 (KI)、乙醇 (Ethanol)

圖 4　KI, Ethanol, NaN3加入 20GST
光觸媒系統後之光降解效率

圖 5　20-GST之壽命測試

圖 2　SrTiO3, 10GST, 20GST, 30GST之
紫外光 -可見光吸收光譜

圖 3　SrTiO3對RhB與 20GST
對各種污染物之光催化降解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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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疊氮化鈉 (NaN3)以作為電洞 (h+)、氫氧自由基 ( ·OH)與超氧自由基 ( ·O2)，並進行光催化降

解反應之效率比較圖。以未加入捕捉劑的光降解效率設定為 100%後，碘化鉀在加入降解系

統後，RhB, BPA, MO的降解效果下降至 12%, 48%, 95%；乙醇加入後，降解效果下降至 85%, 

23%, 9%；疊氮化鈉加入後，降解效果下降至 38%, 72%, 78%。透過結果，顯示電洞 (h+)為

RhB主要進行降解反應的自由基；氫氧自由基 ( ·OH)則是BPA與MO主要進行反應的自由基

團。

最後，為了測試光觸媒材料的穩定性與再用性，圖 5顯示了光觸媒材料對不同的有機廢水

(MO, RhB, Phenol)進行數次的降解測試結果。結果顯示了無論在染劑類的MO,RhB或常見的有

機汙染物苯酚，在經過五次的降解後皆保持了原有效果的 90%，代表在此次研究所使用的光觸

媒 20-GST是一個具有高光催化降解能力與高穩定性的材料，未來可以廣泛應用於太陽光能轉

換之研究。

四、結　論

本研究合成出複合光觸媒材料GO/SrTiO3，透過紫外光 /可見光光譜證實可有效使光吸收波

長由紫外光延伸至可見光區，並將其利用於高級氧化程序中的光催化氧化還原法後，成功的對

不同種類的有機汙染物廢水包括甲基橙、甲基藍、羅丹明B、苯酚與酚甲烷進行降解去除，顯

示出本材料的可用性。

另外，本實驗亦對光催化降解的環境條件做了測試，首先在系統中加入碘化鉀 (KI)、乙醇

(Ethanol)與疊氮化納 (NaN3)找出了電洞 (h+)為RhB主要進行降解反應的自由基；氫氧自由基

( · OH)則是BPA與MO主要進行反應的自由基團。而透過五次的光催化反應的測試，本研究之

光觸媒材料表現了高穩定性與高再現性，代表其能夠在不同的有機汙染物廢水中進行穩定且有

效率的降解反應，未來將為一有潛力的綠色環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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