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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温度对尿素水溶液制备类石墨相氮化碳的影响及其机理
张华森，李喜宝，冯志军，黄军同，卢金山
(南昌航空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昌 330063)
摘 要：石墨相氮化碳(g-C3N4)由于其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独特的电子能带结构被认为是一种廉价且极具潜力的光催化剂，
然而传统方法制备的 g-C3N4 存在比表面积小、光生电子–空穴复合严重及剥离效率低等问题。采用尿素溶于一定量的水中，
通过控制一定的升温速率及加热温度制备性能优异的 g-C3N4。结果表明，在水中 450~500 ℃裂解尿素可获得疏松多孔、类石
墨相的 g-C3N4 纳米片，在 500 ℃时获得的 g-C3N4 具有较多的纳米孔隙及较大的比表面积；550 ℃时孔隙消失，且 g-C3N4 的
带隙能随着加热温度升高逐渐降低。光催化结果表明，随水中裂解尿素温度升高，制备的 g-C3N4 在可见光下对罗丹明 B 的
降解率先增大后减小，500 ℃时降解率最高，达到 75.5%，且明显好于 500 ℃时直接加热尿素制备 g-C3N4 的降解率(24.1%)。
多孔、少层且高比表面积的类石墨烯微观结构是 500 ℃下获得多孔 g-C3N4 样品较高的光催化活性的主要原因，h+和·O2–是参
与降解反应的主要活性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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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ting Temperature on Preparation of Graphite-like g-C3N4 by Pyrolysis of Urea
Aqueous Solution and Its Mechanism
ZHANG Huasen, LI Xibao, FENG Zhijun, HUANG Juntong, LU Jinshan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Graphitic carbon nitride (g-C3N4) is considered as an inexpensive and promising photocatalyst due to its excellent chemical
stability and unique electronic band structure. However, g-C3N4 prepar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 has some problems like small
specific surface area, serious recombination of photogenerated electron hole and low stripping efficiency. Urea was dissolved in a
certain amount of water, and g-C3N4 with excellent properties was prepared by controlling a certain heating rate and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rous and graphite-like g-C3N4 nanosheet with little layer can be obtained via the pyrolysis of urea in water at
450–500 ℃. The g-C3N4 obtained at 500 ℃ has the maximum nanometer pore volume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 The pores disappear
at 550 ℃ and the band gap of g-C3N4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heating temperature. The photocatalytic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adation of rhodamine B of g-C3N4 firstly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in the visible light with the increase of heating
temperature of urea in water. The degradation rate is 75.5% at 500 ℃,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g-C3N4 prepared by direct heating
of urea at 500 ℃ (24.1%).
Keywords: graphite-like; graphitic carbon nitride; pyrolysis in water; urea; photocatalysis

石墨相氮化碳(g-C3N4)由于其优异的物理化学
性能和较高的热力学稳定性，且原料易得、不含任
何金属元素，具有特别的半导体能带结构并对可见
光有一定吸收，能满足人们对光催化剂的要求，被
认为是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方向之一[1–5]。2009 年，

Wang 等[6]首次发现 g-C3N4 在可见光条件下可以同
时实现光催化还原水制备氢气和光催化氧化水制
备氧气，吸引了更多的科研人员对 g-C3N4 进行研
究，并使得 g-C3N4 迅速成为当下光催化领域研究
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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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g-C3N4 制备主要分为物理法和化学法。
物理法操作相对简单，但对反应设备要求较高，而
化学法中的电化学沉积法和溶剂热法制备过程相对
复杂，不过，化学法中的固相反应法直接、简单，
成为了制备 g-C3N4 光催化剂的最佳选择。然而，通
过固相反应法制备的 g-C3N4 比表面积和量子效率
都有待提高。因此，通过各种技术对 g-C3N4 改性优
化，提高其光催化量子效率，成为当前 g-C3N4 研究
的热点[7–10]。然而，这些改性技术还存在需要进一
步改进的地方。例如，贵金属改性成本较高，还
需要进一步降低成本以实现其大规模实际应用；
染料敏化改性时染料自身易被分解失活，还需要
进一步克服其二次分解等问题 [11]；掺杂改性则有
可能引入载流子复合中心，增加光生电子-空穴对
的复合几率，反而降低光催化剂活性 [8] ；硬模板
法合成过程复杂且价格昂贵，要尽量避免使用有
毒害的试剂 [12]；软模板法有孔结构和过程不易控
制等一些问题 [13]。
除此之外，
据文献报道制备的类似石墨烯超薄片
层结构的 g-C3N4 纳米片(CNNS)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
和更强的光催化性能[14]。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都可
以使体相 g-C3N4 剥离得到 CNNS。物理法主要是超
声剥离，如 Yang 等[14]在不同的溶剂条件下长时间超
声剥离得到了约 2 nm 厚度的 CNNS。化学法包括氧
化刻蚀和浓酸插层分离，其中高温氧化刻蚀可得到
约 2 nm 厚度的 CNNS，但这种方法的产率较低(约
6%)[15] ；而浓硫酸插层法可以部分得到单层结构
(0.4 nm)的 CNNS(占 60%)[16]。目前，虽然 CNNS 的
制备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所得纳米片依然存在结
构不规则、
厚度不均一等问题，
且其剥离过程较繁琐、
耗时，故 CNNS 的合成还需进一步探索。
针对 g-C3N4 比表面积低、对可见光吸收不足及
光生载流子易复合等缺点，本工作尝试在尿素水溶
液中加热的制备方法，通过加热温度的控制对氮化
碳的物相、能带结构以及微观形貌进行调控，获得
了比表面积及禁带宽度较大的多孔类石墨烯超薄
g-C3N4，从而显著提高了氮化碳的可见光光催化降

温速率先升温到 400 ℃保温 1 h 后，再以同样的升
温速率升至 450~550 ℃保温 2 h 后自然冷却，将自
然冷却的疏松块体研磨后过筛得到淡黄色 g-C3N4
粉末。
将尿素水溶液分别在 450、500、550 ℃加热得
到的 g-C3N4 分别记作 UW450、UW500 和 UW550。
作为对比实验，将纯尿素在 500 ℃加热得到的
g-C3N4 记作 U500。
1.2 结构和形貌表征
样品的物相采用德国布鲁克公司 D8ADVANCE
型 X 射线衍射(XRD)仪进行分析，扫描步径为 0.01°，
扫描范围为 10°~70°。采用美国 FEI 公司生产的
TalcsF 200X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样品的形
貌及微观结构。
1.3 光催化性能测试及活性基团检测
将一定量的氮化碳分散到罗丹明 B(RhB)溶液
中超声并置于暗场下搅拌 2 h 达到吸附-脱附平衡，
然后在 100 W 可见光光源下进行光催化实验。在催
化过程中，每隔 1 h 取 5 mL 染料溶液离心。将所得
的上层清液采用日本导津 UV-2550 型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测试染料的特征峰吸收值，并计算样品对
染料的降解率。活性基团检测过程与光催化性能测
试 过 程 类 似 。 将 草 酸 铵 (AO ， h+ 捕 获 剂 ) 、 苯 醌
(BQ，·O2–捕获剂)和异丙醇(IPA，·OH 捕获剂)在光
照前加入到染料光催化反应体系中，用于检测样品
在光催化过程中产生活性基团的作用。
1.4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和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
测试
用日本导津公司的 UV-2550 型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测试样品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使用去离子
水作为参比样，用于分析 RhB 染料溶液在光催化降
解前后的吸收光谱。采用日本导津 UV-3150 型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试样品的紫外-可见漫反射光
谱，使用硫酸钡作为参比样，用于分析样品的吸收
光谱和禁带宽度。

解有机染料性能。

2.1

1 实验
1.1

材料制备
采用尿素作为原料，将尿素与蒸馏水按质量
比 3:4 配成尿素水溶液。将尿素水溶液置于加盖
刚玉坩埚中，采用快速升温电炉以 25 ℃/min 的升

2 结果与讨论
物相分析
图 1 为 g-C3N4 样品的 XRD 谱。由图 1 可见，
在 13.1°和 27.4°处出现衍射峰，分别对应于 g-C3N4
面内堆积的(100)晶面和层间堆积的(002)晶面的衍
射峰(JCPDS 87-1526)，说明合成的氮化碳为石墨相
氮化碳(g-C3N4)，同时表明水作为反应介质并没有影
响氮化碳的物相。从峰的强度可以看出，尿素水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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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加热获得的样品 UW450、UW500 的主衍射峰较
尿素直接加热获得的样品 U500 强度偏弱，说明水
作为反应介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直接裂解剥离的
作用，使 g-C3N4 在制备过程中由体相直接转变为纳
米片状结构。经过计算所得最终纳米多孔 g-C3N4 的
质量与原料尿素质量的比值后，得出样品 UW500 的
产率大约为 18%，而这是高温氧化刻蚀制备 g-C3N4
纳米片产率的 3 倍。

UW450, UW500, UW550 are produced by urea water solution heated at 450,
500, 550 ℃ respectively. U500 is produced by pure urea heated at 500 ℃.

图 1 g-C3N4 样品的 XRD 谱
Fig. 1 XRD patterns of g-C3N4 samples

2.2

形貌分析
图 2 为 g-C3N4 样品的 TEM 照片。由图 2 可见，

(a) UW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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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水溶液加热与尿素直接加热得到的 g-C3N4 样
品的微观形貌相差很大，不同温度下水中裂解尿素
得到的 g-C3N4 样品的微观形貌亦有明显差别。水中
裂解尿素制备得到的 g-C3N4 具有明显的多孔纳米
片状的微观形貌。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尿素在
热解合成出中间产物时放出了大量的氨气[17]，而水
会在尿素的表面附着一层膜状结构对气体的挥发起
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这样气体就会在氮化碳的表
面聚集，随着温度的升高，能量得到提升，这部分
气体就会在氮化碳的表面起到刻蚀和裂解的作用，
使体相氮化碳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剥落，同时氮化碳
内部形成介孔状结构。对比 UW500 和 U500 形貌
照片可以看出，尿素水溶液 500 ℃加热制备的样品
UW500 形成 1~2 层厚的类石墨薄纱状纳米片多孔
结构，孔的直径为 30~70 nm，孔隙分布较为均匀；
在 500 ℃直接加热尿素制备的样品 U500 则为多层
的体相结构，其不含有明显的孔隙。这进一步印证
出 UW500 比 U500 拥有更大的比表面积，而且多
孔薄纱状结构将更有利于罗丹明 B 分子的吸附，
可极大提高反应物分子的传质效率，从而增强光催
化降解染料的效果。随着温度的变化，尿素水溶液
加热所制备的氮化碳的形貌特征也有所变化，在
450 ℃时形成少量的微孔结构，样品的晶粒尺寸亦
较小；在 500 ℃时，样品的孔径及孔隙率均明显

(b) UW500

(c) UW550

图 2 g-C3N4 样品的 TEM 照片
Fig. 2 TEM images of g-C3N4 samples

(d) U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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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孔隙分布更加均匀；而在温度升高到 550 ℃
时，氮化碳的孔状结构消失，厚度变得更薄，可能
是温度过高，样品的孔结构因分解而被破坏，同时
高温裂解使得氮化碳的层状结构被进一步剥离。
为了评估 g-C3N4 样品的的孔径大小及分布情
况，测试了 UW450，UW500，UW550 和 U500 样
品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线和孔径分布曲线(如图 3
所示)。由图 3a 可知，UW450 和 UW500 样品在相
对压力 0.4~1.0 范围内表现出典型的Ⅳ型吸附等温
线，滞后环非常明显，特别是 UW500 样品，说明
UW500 拥有较多较大的介孔结构。而直接加热尿素
制备的样品 U500 没有呈现明显的滞后环且更接近
Ⅲ型等温线，说明 U500 不具备明显的多孔结构。
由图 3b 的孔径分布曲线可知，UW450 样品有少量
的孔径分布于 10 nm 左右的介孔，UW500 样品有较
多的孔径分布于 40 nm 左右的介孔，UW550 样品有
少量的孔径分布范围较宽的介孔结构，而 U500 样
品没有明显的孔径分布。这些与 TEM 观察到的结
果一致。经过计算，得出 UW450、UW500、UW550
和 U500 样品的比表面积分别为 89、197、92 和
30 m2/g，说明尿素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较尿
素直接加热获得的 g-C3N4 拥有更大的比表面积，这
与尿素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具有较多的介孔
形貌有关，而 UW500 较大的比表面积和较多的介
孔结构将非常有利于光催化剂对有机染料的吸附及
可见光的吸收。
2.3 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及光致发光光谱分析
图 4 为 g-C3N4 样品的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
其中图 4b 为图 4a 在 375~450 nm 范围内的放大图，
用以详细观察 g-C3N4 样品的光吸收截止波长，图 4c
为图 4a 在 425~800 nm 范围内的放大图，用以观察
g-C3N4 样品的光吸收范围和强度变化。由图 4b 可
见，相对于尿素直接加热制备的 g-C3N4 样品 U500，
尿 素 水 溶 液 加 热 制 备 的 g-C3N4 样 品 UW450 、
UW500、UW550 的光吸收截止波长明显减小，说
明尿素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比尿素直接加热
制备的 g-C3N4 有更大的禁带宽度(Eg)，g-C3N4 样品
的 Eg 大小顺序为 UW450、UW500、UW550、W500，
这可能归因于样品较小的晶粒尺寸导致带隙能增
大，从而有利于提高样品的氧化还原能力。由图 4c
可见，UW450、UW500、UW550 的光吸收较 U500
有一定的蓝移，但是吸收强度明显增强，说明尿素
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比尿素直接加热制备的
g-C3N4 有更大的光吸收范围和强度，这可能是因为

2018 年

多孔结构使得入射光在孔隙中形成多重反射后增大
了光吸收的有效光程，也可能是由于多孔结构使氮
化碳的边缘缺陷的数量增加从而使可见光的吸收
增强。

(a)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b) pore size distribution

图 3 UW450, UW500, UW550 和 U500 样品的氮气吸附-脱
附等温线(a)和孔径分布曲线(b)
Fig. 3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and pore size
distribution for samples UW450, UW500, UW550
and U500

图 5 为 g-C3N4 样品的光致发光(PL)光谱，PL
光谱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g-C3N4 样品的光生电子-空
穴对的复合率。PL 光谱峰的强度与光生载流子的复
合率呈一定正比关系。由图 5 可知，所有的 g-C3N4
样品在 450~460 nm 处有相似的特征发光峰，这主要
是由 g-C3N4 特征的分子结构决定的。然而，尿素水
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样品 UW450、UW500、
UW550 的 峰 强 明 显 低 于 尿 素 直 接 加 热 制 备 的
g-C3N4 样品 U500，这说明尿素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拥有更低的光生载流子复合率。而对于尿素
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样品，UW500 的 PL 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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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最低，说明 500 ℃时尿素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拥有较高的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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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500、UW550 样品的物理吸附百分比较大，特
别是 UW500 在暗吸附 2 h 后其物理吸附率接近
35%，其原因是 UW500 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另外
UW500 的多孔结构形成的毛细管力对 RhB 分子产
生较强的吸附作用。在可见光照射下，不加 g-C3N4
的纯 RhB 空白样几乎不分解，说明在本工作实验条
件下，RhB 较为稳定。尿素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比尿素直接加热制备的 g-C3N4 具有更高的光催化
活性；而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尿素水溶液加热制
备的 g-C3N4 的光催化活性先增大后减小，500 ℃时
制备的 g-C3N4 对 RhB 的光催化降解率达到 75.5%，
远高于 500 ℃时尿素直接加热制备的 g-C3N4 对 RhB
的降解率(24.1%)。UW500 样品较高的光催化活性
规律与前文氮化碳的微观形貌、能带结构及可见光
吸收范围和强度规律相吻合，UW500 优异的光催化
性能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原因：1) UW500 具有纳米
多孔且少层的类石墨烯微观结构，其不仅增大了
g-C3N4 样品的比表面积，使其有利于吸附更多的反
应物分子，同时纳米多孔结构对可见光的吸收范围
和强度增强，从而使其具有更高的光吸收和转化效
率；另外，多孔结构还能促使光生载流子的分离与
转移，提高了 g-C3N4 的光电转换效率和光催化活
性；2) UW500 有仅次于 UW450 的较高的禁带宽度，
使其具备较强的氧化还原能力，有利于对染料 RhB
的催化降解。

Fig. 5 g-C3N4 样品的 PL 光谱
Fig. 5 PL spectra of g-C3N4 samples
图 4 g-C3N4 样品的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
Fig. 4 UV-Vis DRS spectra of g-C3N4 samples

2.4

光催化性能及机理分析
图 6 为制备的 g-C3N4 材料随光照时间的变化降
解 RhB 的活性曲线。催化剂在光照前置于暗室中搅
拌 2 h，使其达到物理吸附平衡。由图 6 可知，

图 7 为 UW500 降解 RhB 所得溶液的紫外-可
见吸收光谱。由图 7 可知，随着光催化时间增加，
RhB 的吸光度逐渐降低。随降解时间的延长，RhB
在 552 nm 处的吸收峰逐步移向 496 nm，并且强度
逐渐降低。吸收峰从 552 nm 移向 496 nm 的过程为
RhB 分子的逐步脱除乙基过程，而 496 nm 处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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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峰逐渐降低乃至消失则归因于 RhB 分子骨架的
降解过程[18]，这说明 RhB 分子经过 g-C3N4 的吸附
和光催化而逐渐发生脱色和降解。本工作采用的尿
素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虽然比尿素直接加热
制备的 g-C3N4 具有更高的光催化活性，但总的光催

2018 年

采用模板法制备得到的多孔氮化碳(h+是主要活性
物种，而·OH 和·O2–则是二级活性基团)及冯宇 [20]
采用硫酸改性法制备得到的多孔氮化碳(h+ 、·OH
和·O2– 都有着很大作用)对 RhB 的降解机理有所
不同。

化降解 RhB 的效率并不是特别高，还需要进一步优
化其能带及微观结构以提高其光催化效率，产率也
有待进一步提升。

AO—Ammonium oxalate; BQ—Benzoquinone; IPA—Isopropanol.

c is concentration of RhB solution at time t; c0 is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图 6 g-C3N4 在可见光下降解罗丹明 B 的降解率曲线
Fig. 6 Degradation rate curves for RhB degraded by g-C3N4
under visible light

Insert is photo of degradation product.

图 7 UW500 降解 RhB 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Fig. 7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RhB degradated by
UW500

为了分析多孔类石墨烯纳米片 g-C3N4 的催化
机理，将 3 种不同的活性基团清除剂：草酸铵(AO)、
苯醌(BQ)和异丙醇(IPA)分别作为 h+、·O2–和·OH 的
捕获剂加入到染料溶液中检测催化剂的活性，实验
结果如图 8 所示。由图 8 可知，加入 AO 后，降解
率显著降低，加入 BQ 后，降解率有所降低，而加
入 IPA 后，其降解率变化不大，说明 h+是参与降解
反应的主要活性基团，·O2–对降解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而·OH 对 RhB 的降解作用较小。这与 Fan 等[19]

图 8 不同活性基团清除剂对 UW500 降解 RhB 的影响
Fig. 8 Effects of scavengers on degradation rate for RhB by
UW500

3 结论
尿素水溶液加热可以制备具有高比表面积的多
孔类石墨 g-C3N4，其较直接加热尿素获得的 g-C3N4
的粒径更小、比表面积更大。随加热温度从 450 ℃
升高到 500 ℃，尿素水溶液加热制备的 g-C3N4 的孔
隙增多增大，且分布更为均匀，到 550 ℃时，氮化
碳的孔状结构消失，但厚度变得更薄。尿素水溶液
加热制备的 g-C3N4 比尿素直接加热制备的 g-C3N4
有更大的光吸收范围、强度及禁带宽度，且随加热
温度的升高，禁带宽度逐渐减小。相对于尿素直接
加热，水中裂解尿素制备的 g-C3N4 具有更高的光催
化活性；而随加热温度升高，水中裂解尿素制备的
g-C3N4 的光催化活性先增大后减小，500 ℃时制备
的 g-C3N4 对 RhB 的降解率达到 75.5%。在 RhB 的
降 解 过 程 中 ， h+ 是 参 与 降 解 反 应 的 主 要 活 性 基
团，·O2–对降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OH 的降解
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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