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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磷 PdNi 催化剂的合成及其电催化脱氯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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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一步法合成含磷掺杂的 Pd/NiP 三元合金材料，其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场发射

扫描电子显微镜图以及 X 射线光电子能谱图等结果显示，合成的 Pd/NiP 材料为直径（4.4 ±1.0）
nm 的超细纳米颗粒 . 循环伏安结果显示该材料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性能，Pd/NiP 纳米颗粒中 Pd
的电化学活性比表面积（ECSA）为 42.11 m2/g，是商业 Pd/C 纳米颗粒的 1.5 倍；Pd/NiP 材料对 4氯苯酚（4-CP）显示出优异的电催化脱氯活性，直接电化学还原脱氯和间接电催化脱氯加氢两
种途径均参与到 4-CP 的电催化脱氯过程中 . 同时，伏安特性分析显示，直接电化学还原脱氯
过程中的电子转移系数（k）远小于 0.5，表明 C-Cl 键的裂解遵循同步离解电子转移机理 . 研究

表明，掺杂 Ni 和 P 原子引起的协同效应和压缩应变显著增强了 Pd 生成与储存氢原子的能力，
同时有效抑制了氢气析出反应（HER），进而提升了电催化还原脱氯效率 . 电解实验结果显示，
1.02 mg 该 材 料 对 2 mmol/L 4-CP 的 脱 氯 效 率 在 360 min 内 可 达 到 87.5%，表 观 速 率 常 数 为

0.005 7 min-1，展现了极强的催化脱氯活性 . 三次循环实验结果显示，其脱氯效率仍达到 70%
以上，表明该材料具有较好稳定性 . 本工作为掺磷双金属纳米颗粒的合成提供了一种简便策
略，同时为电催化脱氯过程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催化材料，为脱氯机理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
关键词：电催化脱氯；4-氯苯酚；直接电化学还原；间接电催化脱氯加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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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eparation and Electrocatalytic Dechlorin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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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osphorus doped PdNi nanoparticles were prepared by one-pot synthesis method，which was care⁃

fully characteriz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methods，showing an ultrafine particle size with a diameter of（4.4 ±1.0）nm. A cyclic voltammetry

study demonstrated this material exhibited an excellent electrochemical property with an electrochemically active sur⁃
face area（ECSA）of Pd at 42.11 m2/g，which was 1.5 times higher than its commercial Pd/C counterparts. Pd/NiP
∗

收稿日期：2021-01-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77091149），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5177091149）
作者简介：黄彬彬（1984—），男，河南安阳人，湖南大学副教授，博士
† 通信联系人，E-mail：binbinhuang@hnu.edu.cn

第6期

黄彬彬等：掺磷 PdNi 催化剂的合成及其电催化脱氯机理研究

153

nanoparticles showed a remarkable electrocatalytic dechlorination activity，in which direct electron transfer and indi⁃

rect atomic hydrogen mediated electron transfer two pathways simultaneously occurred during the dehalogenation pro⁃

cess. Meanwhile，voltammetric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electron transfer coefficient（k）was much smaller than 0.5，
suggesting the dissociative electron transfer（DET）to the C-Cl bond of 4-CP following the concerted DET mecha⁃
nism.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rimetallic alloy and the compressive strain caused by the doping

of Ni and P atoms markedly promoted the generation and retainment capacities of the adsorbed atomic hydrogen

（H*ads） and the absorbed atomic hydrogen （H*abs），and effectively inhibited the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 electrocatalytic dechlorination efficiency. That was advantageous to improving the electrocata⁃
lytic reduction dechlorination efficiency. Electrolyses of 2 mM 4-CP showed that for the material catalyzed by the Pd/

NiP nanoparticles（1.02 mg），87.5% of 4-CP could be completely dechlorinated within 360 min with an apparent

rate constant of 0.0057 min-1，demonstrating an excellent dechlorination performance and high stability of the devel⁃

oped material. This work provides a facile strategy for the synthesis of phosphorus-doped bimetallic nanoparticles，
which provides an excellent catalyst an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electrocatalytic dechlorination works.

Key words：electrocatalytic dechlorination；4-chlorophenol；direct electrochemical reduction；indirect electro⁃

catalytic hydrochlorination

有 机 氯 化 物 ，特 别 是 氯 苯 酚 类 化 合 物（Chlori⁃

步骤会使得原子氢（Atomics Hydrogen，H*）大量转

已成为水和土壤环境中的主要污染物之一 . 由于

阻碍电极表面的异相传质过程 . 因此在水相中实现

nated Phenols，CPs）被广泛应用在农业和工业中，其
［1］

氯原子（Cl）的存在，CPs 通常具有较高的致癌性、致

突变性和毒性 . 同时，稳定的碳氯（C-Cl）键能抑制苯

环裂解酶的活性，因此 CPs 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很强
的降解抗性［2］. 鉴于 CPs 的诸多危害，人们已经开发

出许多高效的技术用于去除环境中的 CPs 污染物 .
［4，5］

［3］

目前常见的技术有物理吸附 ，催化还原
［3，7］

［6］

降解 以及包括光催化

，生物

［8］

［9］

、臭氧氧化 和芬顿反应

在内的高级氧化技术 . 与上述常见的处理技术相比，
电化学还原脱氯技术的电极材料损耗较少，无需投
加化学试剂，仅使用电子作为绿色还原剂，并且不会

. 根据电子转移

［10］

产生二次污染，因此具有显著优势

方式的不同，电化学还原脱氯可分为直接电化学还
［10，14，15］

［11-13］

原脱氯

、电催化脱氯加氢

和电化学介导

. 在间接电催化脱氯加氢过程中，电子首

［16］

还原脱氯

先被用于还原水中的质子，生成吸附在电极表面的

原子氢（Adsorbed Atomic Hydrogen，H*ads）物种，H*ads
具有强还原性，对于 C-Cl 键裂解起到重要作用

化为氢气分子（H2），随后产生的 H2 附着在电极表面，
直接电化学还原过程所需的较高的还原电位，将促

使 HER 剧烈发生，导致间接电催化脱氯加氢效率的
下降［10，14］. 以往在水相中进行电催化脱氯的研究，由

于对 HER 的关注和对间接电催化脱氯加氢还原的
高估，直接电化学还原脱氯过程往往被忽视 . 尽管很

多研究人员认为在水相脱氯过程中存在直接还原途
径，但仍缺乏证据来证实这一论断，目前还未出现关

于 CPs 在 水 相 中 的 直 接 电 化 学 还 原 脱 氯 的 报

道［10，14］. 因此，在电化学还原脱氯过程中识别直接还
原途径和间接还原途径，并揭示它们与脱氯过程的
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

以往的研究显示，Pd 基催化剂具有优异的电催

化脱氯加氢活性，其在低过电位下可以高效地还原
质子生成 H*［10，14，19］. 此外 Pd 基催化剂还具有出色的

储氢能力，其 d 轨道能够与 H*之间形成较强的 σ 键，
从 而 有 效 地 将 H* 吸 收 到 Pd 晶 格 中 形 成 Pd-H 键

.

［10，14，20］
（Absorbed Atomic Hydrogen，H*abs）
. 为进一步

通过污染物和阴极材料之间的电子隧穿或者生成化

本，将 Pd 与 Cu、Ag 等成本低、电催化脱氯活性较高

［17］

而直接电化学还原通常所需的还原电位更高（负），
. 间接电催化脱氯加氢过

［18］

学吸附配合物进行脱氯

程 通 常 伴 随 着 析 氢 反 应（Hydrogen Evolution Reac⁃
tion，HER）的 发 生 . 而 HER 中 的 Heyrovsky 和 Tafel

优化和提高 Pd 基催化剂活性，同时降低催化剂成
的金属合金化［11-13，15，21，22］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 通过
调节 Pd 的电子构型，引起 Pd 的晶格应变，从而获得

更多的活性中心，提高 Pd 基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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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23］. 由于 Pd 与这些金属之间的协同作用，通常合

μm）、数显控磁力搅拌器（金坛市大地自动仪器厂

富价电子的磷（P）结合，也可以改变 Pd 的电子态，从

京长流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HX-305）.

金催化剂的活性要高于纯 Pd［24］. 此外，Pd 与含有丰
而对 Pd 的催化活性产生显著影响

. 有研究显示镍

［25］

85-2）、电子分析天平（TE124S）与恒温循环水箱（北
1.2 实验方法

原子（Ni）对有机氯化物在水中的直接电化学还原脱

1.2.1 Pd/NiP 纳米颗粒的制备

粒具有很高的 HER 反应活性

法 制 备［28］ ：将 713.6 mg NiCl2·6H2O 溶 解 于 9 mL

氯过程具有优于 Pd 的催化活性，而掺磷的 Ni 纳米颗

，因此，将 Pd 与 P、

［26，27］

Ni 合金化将有利于提高 Pd 的产 H*与储 H*能力，同

时促进 CPs 的直接还原与间接还原过程 . 目前，关于
掺杂 P 的 PdNi 三元合金材料用于水相中 CPs 的电催
化脱氯研究仍鲜有报道 .

本文通过富含 Ni 空位的氢氧化镍［V-Ni（OH）2］

作为支撑前驱体稳定分散 Pd 物种，然后使用次亚磷

V-Ni（OH）2 前驱体采用 C3H6O 介导的碱化沉淀

CH3CH2OH 中，待固体完全溶解后边搅拌边逐滴加入
2.6 mL C3H6O，充分反应 24 h. 所得沉淀经离心分离
后用水和 CH3CH2OH 洗涤 3 次，然后置于 60 ℃真空

干燥箱中干燥 2 h，所得绿色固体经充分研磨后密封
保存备用 .

Pd/NiP 纳米颗粒通过化学共还原制备［25，29］：将

酸钠（NaH2PO2）在水中共还原 PdNi 金属前驱体，在

25 mg V-Ni（OH）2 材料加入到 25 mL 水中超声分散，

催化剂 . 研究结果显示，该方法可充分暴露催化剂的

Na2PdCl4. 反应 24 h 后，向其中加入 0.32 g NaH2PO2 并

常温条件下一步合成了高分散的磷掺杂的三元合金
活性位点，从而进一步提高 Pd 基催化剂的质量活
性 . 最后，以四氯苯酚（4-chlorophenol，4-CP）为目

标污染物，考察 Pd/NiP 对 4-CP 的电催化脱氯活性，
并揭示直接电化学还原途径和间接电催化脱氯加
氢还原途径在 4-CP 电化学还原脱氯过程中的作用
机制 .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试剂及仪器
本实验使用的主要实验试剂包括：六水合氯化

镍（NiCl2·6H2O）、1，2-环氧丙烷（C3H6O）、NaH2PO2、
N，N-二甲基甲酰胺（DMF）、无水硫酸钠（Na2SO4）、
4-CP（>99.9%）、叔 丁 醇（TBA，98.0%）、丙 酮（>
99.5%）、磷 酸 二 氢 钾（KH2PO4）和 磷 酸 氢 二 钾

（K2HPO4·3H2O）均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分析纯）；氧化铝粉末（Al2O3，0.25 μm）购于武汉高

仕睿联科技有限公司；四氯钯酸钠（Na2PdCl4）由上海

麦克林生化有限公司提供 . 全氟磺酸（Nafion，5wt%）
由苏州翼隆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 无水乙醇（>
99.7%）购于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本研究

中使用的水均为比电导率等于 18.25 MΩ•cm 的去离
子水 .

主要仪器有：Autolab 电化学工作站（瑞士万通

然 后 在 室 温 下 边 搅 拌 边 逐 滴 加 入 344 μL 0.06 M
充分反应 5 h. 所得产物经离心后，分别用水和乙醇
洗涤 3 次，然后置于 60 ℃真空干燥箱中干燥 2 h 后密
封保存备用 .

1.2.2 电化学实验

所有实验均在 25 ℃水浴条件下自制的六孔电

解池中进行［11，12］. 循环伏安由 Autolab 电化学工作站

（AUT85812）控制进行，扫描速率为 50 mV/s. 计时电
流实验由电化学工作站（CHI760E）控制进行，电位

固定为-0.96 V. 以上实验均以 0.5 M Na2SO4 为电解

质 ，玻 碳 电 极（Glassy Carbon Electrode，GCE，φ2
mm，Tokai，GC-20）或者负载 Pd/NiP 颗粒的玻碳电

极为工作电极，Pt 丝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SCE）
为 参 比 电 极（298K 时 为 0.241 5 V vs SHE）. 将 3 mg

Pd/NiP 纳米颗粒分散在 1.44 mL DMF 和 0.03 mL Na⁃
fion 的混合溶液中，形成油墨状混合物 . 然后取 0.5
μL 滴加到 GCE 表面并在室温下干燥，从而制备出负

载 Pd/NiP 催化剂的工作电极 . 每次实验均在充满氩

气保护的条件下进行，且在实验过程中均需对 GCE

进行抛光预处理 . 根据 Woods 的方法［30］，在 20 mL 1
M H2SO4 中开展扫描速率为 20 mV/s 的循环伏安实

验，从而计算出 Pd 在 Pd/NiP 纳米颗粒中的电化学活

性 比 表 面 积（Electrochemically Active Surface Area，
ECSA）.

电解实验在分隔开（两室）的电解池中由电化学

AUT85812）、电化学工作站（上海辰华仪器有限公司

工作站（CHI760E）控制进行，将 500 μL 含 Pd/NiP 纳

Chromatography，HPLC，Agilent 1100，色谱柱为 Agi⁃

2 cm）上［14］作为工作电极，对电极和参比电极分别为

CHI760E）高 效 液 相 色 谱（High-Performance Liquid

lent ZORBAX Eclipse SB-C18，4.6 mm × 150 mm，5

米颗粒的混合溶液滴加到酸处理过的碳纸（2.2 cm ×
Pt 丝和饱和甘汞电极 . 每次实验，向电解池中加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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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mmol/L 4-CP 以及 0.5 M Na2SO4 的 20 mL 去离子

平均直径为（4.4±1.0）nm［图 1（b）］. V-Ni（OH）2 结构

分析 .

过程中颗粒的聚集，从而得到超小粒径和良好分散

水，并定时从电解池中取出 0.1 mL 电解液用于产物
1.2.3 表征与数据分析

运用 HPLC 对电解过程中 4-CP 的浓度及其产物

苯酚的浓度进行定量分析 . 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Titan

G260-300）及 其 能 量 色 散 X 射 线 映 射 图 像（Energy

中含有丰富的金属结合位点，可以有效地防止还原
的 Pd/NiP 纳米颗粒 . 均匀分散的 Pd/NiP 超细纳米颗

粒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
有利于电极表面的电子与物

质传递 . 同时，活性中心的充分暴露，对于提高 4-CP
降解率和 Pd/NiP 纳米颗粒的利用率具有重要作用 .

Dispersive X-ray Mapping Images，EDX）、场 发 射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Scan Electron Microscopy，SEM，
SU8010）和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XPS，Escalab Xi+）表征 Pd/NiP 纳米颗
粒的形貌、价态和晶体结构 .

在 直 接 电 化 学 还 原 途 径 中 ，一 般 通 过 Butler-

Volmer 动力学测量的电子转移系数（α）值判断目标

污染物 C-Cl 键断裂的离解电子转移机理 . 考虑到 α
不适用于 C-Cl 键断裂和电子转移两个步骤均对电

S4800 5.0 kV 10.4 mm × 60.0 k SE（M）

500 nm

（a）SEM

化学还原过程动力学有显著影响的情况，拟用以下

公式中的 k 值作为区分电子转移机理的指标［31］：
∂E p
1.151RT
=（1）
kF
∂ log υ
式中：R 为摩尔气体常数，8.413 J/（mol•K）；F 为法拉

第常数，96 485 C/mol；T 为反应温度，K；Ep 是不同扫

速下与 4-CP 直接电化学还原有关的还原峰电位值，
V；υ 为扫速，V/s.

拟用一级动力学模型拟合 Pd/NiP 纳米颗粒修饰

的碳纸工作电极的电催化脱氯过程的反应动力学，
表达式为：
dC
= -K ap C
dt
Ct
ln
= -K ap t
C0

100 nm

（2）

（b）TEM 电镜图

（3）

35

式中：Ct 和 C0 分别表示 4-CP 在 t min 和 0 min 的浓度

（mmol/L）；Kap 是对电解数据进行线性回归拟合得到

2 结果与讨论
2.1 Pd/NiP 纳米颗粒的表征

通过富含 Ni 空位 V-Ni（OH）2 作为支撑前驱体充

分 稳 定 分 散 水 中 的 Pd 物 种 后 ，使 用 NaH2PO2 还 原

PdNi 的同时进行 P 掺杂，最终合成三元合金材料 .
SEM 结果显示（图 1（a））其呈现疏松多孔的三维形

貌 . TEM 结果观察到均匀分散的 Pd/NiP 纳米颗粒，

25
百分比/%

的表观速率常数（/min）.

（4.4 ± 1.0）nm

30
20
15
10
5
0

2

3

4

5

6

7

粒径/nm
（c）粒径分布

图 1 Pd/NiP 纳米颗粒的电镜图

Fig.1 Electron microscopy of Pd/NiP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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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 Pd/NiP 纳 米 颗 粒 的 高 分 辨 透 射 电 镜

（High-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HRTEM）图，结果显示 Pd/NiP 纳米颗粒的晶格间距
分 别 为 0.230 nm 和 0.197 nm，与 Pd 的（111）晶 面 和

（200）晶面的晶格常数相比有略微的增大，可能是

NaH2PO2 在还原 Pd 的过程中，原子半径较 Pd（0.138
nm）大的 P（1.23 nm）部分取代 Pd 晶格中原子的某些

HAADF
20 nm

Ni
20 nm

P
20 nm

Pd
20 nm

位置，从而导致晶体的晶格常数增大 . HRTEM 结果

中没有观察到明显的 Ni 单质晶面（晶格常数为 0.35
nm），表明成功合成了 Pd/NiP 三元纳米颗粒材料 .

0.

7
19

nm

0.230 nm

5 nm

图 2 Pd/NiP 纳米颗粒的 HRTEM 电镜图
Fig.2 Representative HRTEM image of

the as-synthesized Pd/NiP nanoparticles

HAADF Ni P Pd

TEM-EDX 的结果显示［图 3（a）］，Pd/Ni/P 三种

元 素 之 间 的 原 子 比 为 2.4∶1.9∶1，Pd 原 子 占 比 为

44.8%. 通 过 TEM 能 量 色 散 X 射 线 映 射 仪（TEMEDS）进一步表征了 Pd/NiP 纳米颗粒的元素分布 . 如

图 3（b）所示，Ni、P、Pd 三种元素在 Pd/NiP 纳米颗粒
结构中呈均匀分布 .
1 000

数值

800

200
0

（b）高角度环形暗场（High-Angle Annular Dark Field，
HAADF）图及相应的元素映射图

图 3 Pd/NiP 纳米颗粒的元素分析

Fig.3 Elemental analyses of Pd/NiPd nanoparticles

为进一步测定材料表面的组成和价态，进行了

XPS 分析 . 图 4 为 Pd/NiP 纳米颗粒的 XPS 能谱图，采

用 Shirley 背底对 XPS 谱峰进行拟合，再次证实了材

料中 Pd、Ni 和 P 的存在 . 在图 4（a）中，Ni 2p 的芯能级

Pd

600
400

20 nm

874.3 eV，两个卫星峰分别位于 861.4 eV 和 879.7 eV.

Pd

P

P

谱 峰 包 含 3 个 峰 ，分 别 位 于 852.9 eV，856.4 eV，和
Pd/NiP 材料表面 Ni 主要以 Ni2+ 存在，含少量的 Ni 单
质 . P 2p 的芯能级谱峰包含 1 个峰［图 4（b）］，位于

Pd

Pd

134.0 eV，为 P5+ ，表明 P 在还原纳米颗粒过程中起到

关 键 作 用 . 将 Pd 的 XPS 光 谱 分 解 为 2 个 峰［图 4

0.5

1.0

1.5

2.0

能量/keV
（a）TEM-EDX

2.5

3.0

3.5

（c）］，与 纯 金 属 Pd 3d5/2（334.9 eV）和 Pd 3d3/2（340.2
eV）的 结 合 能（ICDD-04-002-9728）相 比 ，Pd 3d5/2

（335.4 eV）和 Pd 3d3/2（340.6 eV）的结合能略有正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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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归因于材料合成过程中其他元素的掺杂导致了

Pd 晶格的膨胀和压缩 . XPS 结果显示成功合成了 Pd/
NiP 三元纳米材料 .

强度/a.u.

还原峰，正向扫描过程中出现两个明显的氧化峰 . 基

质子还原峰，位于-0.4~-0.8 V 间的氧化峰为吸收到

Pd 晶 格 中 形 成 Pd-H 键 的 H*abs 的 氧 化 峰 ，位 于 0.0

Ni（Ⅱ）

~ -0.4 V 间的氧化峰为吸附在 Pd 纳米颗粒表面的
Ni（0）

872

着终止电位的逐渐负移，负向扫描过程出现了一个
于以前的研究可知［14，32］，-1.0~-1.1 V 间的还原峰为

Ni（Ⅱ）

880

位从-0.8 V 逐渐负移至-1.2 V. 结果如图 5 所示，随

864

856

848

结合能/eV
（a）Ni 2p
P（V）

H*ads 的氧化峰 . 结果表明，主要的 H*物种是 H*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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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终止电位下 Pd/NiP 纳米颗粒修饰的
GC 电极的循环伏安图

Fig.5 Cyclic voltammogram of Pd/NiP nanoparticles

14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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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止电位负移过程中，两个氧化峰位置逐渐

向正向移动，这可能是因为 H*与 Pd/NiP 之间的结合

（b）P 2p

逐渐达到了稳态 .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实验的循环伏

Pd（0）

强度/a.u.

modified GC electrodes with different ending potentials

Pd（0）

安结果没有显示出 H2 的氧化峰，这与以往关于水相
中间接电催化脱氯加氢的报道明显不同［10，14］. 结果
表明，Pd/NiP 催化剂可显著抑制 H2 的产生，这可归因

于高分散的 Pd/NiP 纳米颗粒能够充分暴露活性位
点，具有优异的储 H*能力 . 假设还原 Pd 单层氧化物

所需的电荷为 424 μC/cm2［33］，通过在酸性介质（1.0
348

344

340

结合能/eV

336

332

（c）pd 3d

图 4 Pd/NiP 纳米颗粒的 XPS 能谱图

Fig.4 XPS spectra of the Pd/NiP nanoparticles

2.2 Pd/NiP 纳米颗粒的电催化产 H*能力

为了研究 Pd/NiP 纳米颗粒的电催化产 H*能力，

以负载 1.02 μg Pd/NiP 材料的 GC 电极作为工作电极
进行循环伏安实验，起始电位固定为 0.2 V，终止电

M H2SO4）中的循环伏安实验测定了 Pd/NiP 纳米颗粒
中 Pd 的 ECSA 为 42.11 m2/g，该值是商用 Pd/C 催化剂

（28.42 m2/g）的 1.5 倍［33］. 实验结果显示高分散的 Pd/
NiP 纳米颗粒具有优越的产 H*和储 H*能力，同时能
够为 4-CP 的电化学还原脱氯提供丰富的反应位点 .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又进行了 GC 电极上负载

0.26 ~2.55 μg 质量梯度的 Pd/NiP 纳米颗粒的循环伏

安实验，终止电位均为-1.2 V. 实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四组循环伏安曲线均未出现 H2 的氧化峰，而与 H*ads
和 H*abs 有关的两个氧化峰均出现在相同的电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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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且随着 Pd/NiP 含量的增加，氧化峰面积显著增

40

加，H*ads 物种的增加量远高于 H*abs. 随着负载量逐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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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催化剂成本及电催化产氢效果，本研究选取

1.02 μg 为最佳负载量，并进一步开展电催化脱氯的

0.2

图 6 不同负载量的 Pd/NiP 纳米颗粒修饰的
GC 电极的循环伏安图

Fig.6 Cyclic voltammogram of Pd/NiP nanoparticles

modified GC electrodes with different loading amount

2.3 Pd/NiP 纳米颗粒对 4-CP 的电催化脱氯活性

以负载 1.02 μg Pd/NiP 纳米颗粒的 GC 电极作为

工作电极，进行循环伏安实验，研究 Pd/NiP 纳米颗粒

对 4-CP 的电催化脱氯活性及脱氯机理 . 图 7 为 Pd/
NiP 纳米颗粒修饰 GC 电极的淬灭实验结果图 . 与空

白对照相比，在加入 2 mmol/L 4-CP 后的循环伏安实

验负向扫描过程中，在-0.9~-1.0 V 间出现了一个新
的还原峰，峰电位与空白对照中-1.0~-1.1 V 间的质
子还原峰明显不同，推测其为质子还原和 4-CP 直接

电化学还原的重叠峰 . 且在正向扫描过程中两个 H*
氧化峰均明显减小，表 明 H*ads 与 H*abs 均 参 与 了 4-

CP 的间接电催化脱氯加氢过程 . 随着 TBA 的加入，
H*ads 出现少量减少，这表明 TBA 对 H*成功进行了

淬 灭［18］. 而 得 益 于 稳 定 的 Pd-H 键 ，H*abs 的 量 几 乎

没有变化 . 质子还原和 4-CP 直接电化学还原的重

叠峰因 H*的减少而增加，显示出直接电化学还原

脱氯作用的增强 . 从插图中可知，加入 2 mmol/L 4CP 后的纯 GC 电极的循环伏安曲线无明显变化，且

H*abs

H*abs

20

增加到 2.55 μg，活性氢物种的增加趋势放缓 . 综合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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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 mmol/L 4-CP 和 5~20 mmol/L TBA 存在下的
有无 Pd/NiP 纳米颗粒修饰的 GC 电极循环伏安图

Fig.7 Cyclic voltammogram of Pd/NiP nanoparticles modified
GC electrodes in 2 mmol/L 4-CP and 5~20 mmol/L TBA
as well as the GC electrode for comparison（inset）

为了进一步验证所观察到的还原峰与 4-CP 直

接电化学还原脱氯有关，紧接着开展了不同浓度（2~
20 mmol/L）4-CP 的循环伏安实验，图 8 为 Pd/NiP 纳

米颗粒修饰的 GC 电极在不同浓度 4-CP 下的循环伏
安行为 . 如图所示，随着 4-CP 浓度的增加，还原峰电

流随之增大 . 假设观察到的还原峰仅归因于质子还
原峰，还原峰电流应基本保持不变，而还原峰电流的

增大再次证实直接电化学还原脱氯途径存在于 4CP 的电化学脱氯过程中 . 此外，随着 4-CP 浓度的增

大，两个氧化峰（H*abs 和 H*ads）逐渐减小，进一步表明
H*也参与了 4-CP 的电催化脱氯过程，即通过间接电
催化脱氯加氢路径进行了 4-CP 的电催化脱氯 . 同

时，由于 H*abs 的产量较低，其对降解 4-CP 的贡献低
于 H*ads. 值得注意的是，逆向扫描过程中在-1.0 V 附
近出现一新的氧化峰，这应该属于 H2 氧化峰［14］. 从

图中可知，在 4-CP 浓度达到 10 mmol/L 前，H2 对间接
电催化脱氯加氢还原几乎没有贡献，直到 4-CP 浓度

达到 10 mmol/L 后，两个 H*氧化峰强度显著减小，H2
在-1.0 V 的氧化峰开始出现，并呈降低的趋势，表明
H2 在 H*缺乏的情况下也可作为降解 4-CP 的补充还
原剂［34］.

以上结果表明 Pd/NiP 纳米颗粒催化的 4-CP 电

电流值远远小于 Pd/NiP 材料修饰后的 GC 电极，表

化学还原过程存在两种脱氯途径，即直接还原途径

活性，且直接还原和间接还原均参与到 4-CP 的电

高 了 催 化 剂 活 性 ，从 而 实 现 直 接 电 化 学 还 原 过

明 Pd/NiP 纳米颗粒对 4-CP 具有优异的电催化脱氯
化学脱氯过程中 .

和间接还原途径 . Ni、P 与 Pd 之间的协同效应显著提
程［26，27］. 而间接还原途径则主要依赖于 Pd 位点上储
存的 H*物种［10，14，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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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 4-CP 浓度存在下的 Pd/NiP 纳米颗粒
修饰 GC 电极循环伏安图

-1.02
-1.05

2.4 4-CP 直 接 电 化 学 还 原 脱 氯 过 程 的 电 子 转 移
机理
4-CP 在 Pd/NiP 修饰的电极表面发生的直接电

化学还原脱氯需要电子从电极表面转移至 4-CP，诱
导其 C-Cl 键断裂来完成 . 根据电子转移和 C-Cl 键

的断裂顺序，离解电子转移机理可分为同步离解电
子转移机理和分步离解电子转移机理 . 分步离解电

子转移过程中电子转移至目标污染物后形成了不稳

0.2 0.4 0.6 0.8 1.0
1/2
υ

R2=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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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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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4-CP 的还原峰电位、峰电流与扫速的关系图
Fig.9 Dependence of the reduction peak potential
and current of 4-CP on scan rate

Fig.8 Cyclic voltammogram of Pd/NiP nanoparticles

modified GC electrode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4-CP

R2=0.995

2.5 Pd/NiP 修饰碳纸电极对 4-CP 的电解实验

为了进一步评价和验证 Pd/NiP 纳米颗粒对 4-

CP 的电催化脱氯性能，以负载 1.02 mg Pd/NiP 材料

的导电碳纸作为工作电极，通过 CHI760E 电化学工

作站进行恒电位电解实验 . 电位设置在-0.78 V，4CP 浓度为 2 mmol/L. 图 10 为 Pd/NiP 纳米颗粒催化电
解 4-CP 的实验结果，如图所示，苯酚是 4-CP 降解过

程的唯一产物，
且随着 4-CP 的降解，
苯酚产量逐渐增
多，总质量（Mass balance）保持在 79%~101%，质量较

为守恒. 而在没有施加电位的情况下，
电极表现出对4-

定的中间产物阴离子自由基，随后再发生 C-Cl 键断

CP 轻微的吸附，
且没有苯酚生成，
表明 4-CP 的脱氯是

键断裂同时发生，速控步骤为电子转移过程［16］. 为探

60 min 时达到了 51.0% 的去除率，
随后电解效率趋缓，

裂反应；同步离解电子转移过程中电子转移和 C-Cl
究 Pd/NiP 直接电化学还原 4-CP 过程中的电子转移
机理及速控步骤，开展了不同扫速下（0.05~2 V/s）的

循环伏安实验研究 . 通过公式（1）计算得到的 k 值为

通过电化学还原途径实现的 .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解

电解 360 min，脱氯率达到 87.5%. 这可能是由于越来
越多的苯酚吸附在阴极表面，占据了产生 H*和降解
4-CP 的活性位点，导致脱氯效率下降［15，32，36］.

0.25，远小于 0.5，表明 4-CP 在 Pd/NiP 修饰的电极表

100

4-CP 在电极表面得到一个电子的同时发生了 C-Cl

70

.

［31］

键的断裂

图 9 为 4-CP 的还原峰电位 Ep、峰电流 Ip 与扫速

的关系图，如图所示，还原峰电流 Ip 随着扫描速率的

增加而增大，还原峰电位 Ep 随着扫速的增加逐渐负

移，表明 4-CP 的直接电化学还原过程同时受到电
子转移与物质转移的联合控制 . 同时，还原峰电流

Ip 与 υ 1/2 之间呈现良好线性关系，表明在阴极还原过
程中，4-CP 从溶液到电极表面的扩散控制起主导
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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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直接电化学还原遵循同步离解电子转移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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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Pd/NiP 纳米颗粒催化电解 4-CP 的浓度变化图

Fig.10 Electrolyses of 4-CP over Pd/NiP nanoparticles and
concentration variations in the electrolysis of 4-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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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力学结果的分析表明，4-CP 在 Pd/NiP 修饰

材料的制备提供了一种简易的方法，论证了电化学

min（图 11）. 在没有优化实验条件的情况下，Pd/NiP

途径，为电化学脱氯机理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手

电极上的电催化脱氯遵循准一级反应，Kap 为 0.0057 /
材料依然表现出较高的电催化脱氯性能：在 4-CP 浓

度较高，电解电位较正，材料负载量较小（Pd 的负载

量为 0.1 mg/cm2）的情况下，电解 60 min 后污染物的

去 除 率 依 然 比 负 载 Pd-MnO2 材 料（Pd 的 负 载 量 为

还原脱氯反应中同时存在直接还原途径和间接还原
段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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