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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电沉积制备海绵基 β-PbO2 电极及
亚甲基蓝脱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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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脉冲电沉积法在负载碳纳米管（carbon nanotube，CNT）的三维大孔网络结构海绵基体上制备出
β-PbO2 电极材料，并与直流电沉积法进行对比。通过 X 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XRD）和扫描电子显微
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分别对制备电极进行晶相分析和表面形貌分析，结果表明，沉积层
均为 β-PbO2 且脉冲电沉积制备的 PbO2 电极晶粒更细致。电化学性能测试和亚甲基蓝脱色结果表明，脉冲电沉
积制备的电极具有较高的析氧电位（1.62 V）、较低的电荷传递阻抗（1.63 Ω），对亚甲基蓝的脱色效率达到
95.6%，优于直流电沉积制备的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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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sponge-supporting β-PbO2 electrode for the
decolorization of methylene blue by pulse electro-deposition
QI Lijuan, CHEN Ye, WEN Qing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ree-dimensional macroporous network structure of sponge anode coating with carbon
nanotube (CNT) was successfully fabricated with β-PbO2 through pulse electro-deposition. And the
sample was compared with that was prepared through direct current (DC) electro-deposition. The
electrode was characterized in crystal phase analysis and surface morphology analysis by X-ray
diffraction (XRD)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eposit
layer was β-PbO2 and the pulse deposited sample had a smaller crystal size with tightly and refined grains
than the direct current deposited one.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ulse
deposited PbO2 anode had higher oxygen evolution potential (1.62 V) and lower charge transfer
impedance (1.63 Ω) than the direct current deposited sample. Electrocatalytic methylene blue
decolorization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the decolorization efficiency of pulse deposited PbO2 anode
(95.6%)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direct current electro-deposition method.
Key words: basic subjec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ocatalysis; pulse
electro-deposition; PbO2; methylene blue; decol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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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化学氧化法是利用电极反应直接氧化污染物或利用强氧化性的中间产物（·OH、O3 等）将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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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成小分子，并最终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此法因具有无化学添加剂、无二次污染、能量利用率高等优
点而成为应用广泛的环境友好型污水处理技术[1]。电催化氧化法处理废水的关键是寻找稳定性和催化活
性好的阳极材料，PbO2 因缺氧而有剩余的铅空位，成为具有良好导电性和催化活性的阳极材料，又因其
在水溶液中具有较高的析氧电位、较强的耐腐蚀性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有机废水处理领域[2]。
目前，电沉积法制备 PbO2 电极主要有直流和脉冲两种。脉冲电沉积法在较长的关断时间内可使沉积
液有效扩散到电极表面，降低浓差极化进而降低晶粒尺寸，可用于 PbO2 阳极材料的制备[3]。
电极基体的选择对电极的催化活性有重要影响，研究者主要通过改变电极基体材料的结构和组成来
研究催化活性，从最初的无基体，由铅本身氧化直接制得[4]，到以陶瓷[5]、石墨[6]、不锈钢[7]及各种贵金
属[8]等二维材料为基体来沉积 PbO2. 但由于二维材料本身固有的缺陷，如陶瓷易破碎、石墨电极使用寿
命短、金属基体易钝化等，人们开始研究三维电极[9]，研究主要集中在二维电解槽间添加颗粒的三维粒
子电极[10]和多孔电极[11]上。三维多孔材料中的大孔材料因内部交联成网络结构，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和
大的内部空间，有利于物质从各个方向进入孔内，从而降低电解液的流动阻力、提高荷转移速率和电解
液扩散速率[12~15]，因此常被用作电极材料。近年来，钛网[16]、泡沫镍[17]等三维大孔网络结构的基体材料
成为研究热点。
研究选取三维大孔网络结构海绵为基体，将 CNT 包覆在海绵基体上形成三维大孔导电骨架，采用直
流和脉冲电沉积的方法制备 β-PbO2 阳极，并对其电化学性能和亚甲基蓝脱色性能进行研究。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
Pb(NO3)2（分析纯），NaF（分析纯），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分析纯），无水乙醇（分析纯），亚甲基蓝

（分析纯），浓硝酸（分析纯），CNT（深圳纳米港有限公司，直径 60～100 nm、长度 1～2 μm）.
1.2

海绵三维电极基体的制备
将 CNT 均匀分散于含 0.1 g/L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水溶液中，搅拌，超声至分散均匀，将分散均匀

的 CNT 溶液反复滴涂于处理好的海绵上，烘干，形成三维大孔网络结构的导电骨架。
1.3

海绵/CNT/β-PbO2 电极的制备
脉冲电源在 40℃恒温水浴、平均电流密度 20 mA/cm2 的条件下，以不锈钢片为阴极、1 cm2 的海绵/CNT

导电基体为阳极制备出海绵/CNT/β-PbO2 电极。沉积液组成为 0.45 mol/L 的 Pb(NO3)2、0.14 mol/L 的 HNO3、
0.1 mol/L 的 NaF. 脉冲波形为矩形波，占空比为 20%，脉冲频率为 10 Hz. 制得的海绵基 β-PbO2 电极记
为海绵/CNT/β-PbO2.
1.4

材料的表征与电化学性能测试
形貌表征采用美国 FEI 公司的 Inspect S5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管电压 25 kV），物质结构及物相的表

征采用日本岛津公司的 D/Max2500 型 X 射线衍射仪（Cu 靶 K 线、管电流 150 mA、管电压 40 kV，扫描
角度范围 20°～80°）。
电化学性能测试：以海绵/CNT/β-PbO2 电极为工作电极，Pt 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saturated
calomel electrode，SCE）为参比电极，0.25 mol/L Na2SO4 电解液组成三电极体系，采用上海辰华仪器公
司的电化学工作站 CHI760 进行极化曲线、交流阻抗、循环伏安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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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甲基蓝脱色实验
以海绵/CNT/β-PbO2 电极为阳极，不锈钢片为阴极，极板间距为 2 cm，以 100 mg/L 亚甲基蓝废水为

模拟污染物，加入 0.25 mol/L Na2SO4 为支持电解质，在恒电流条件下对其进行电催化降解实验。采用 722 型
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λmax=664 nm 处进行测量，并计算脱色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XRD 分析
图 1 为直流和脉冲电沉积制备的 β-PbO2 电极的

XRD 图。由图 1 可以看出衍射峰尖锐，说明晶型完整，
且在 2θ 为 25.8°、32.1°、49.5°处出现 β-PbO2 的 3 个
强衍射峰

[18]

， 分 别 对 应 四 方 晶 系 的 β-PbO2

（PDF#41-1492）的(110)、(101)、(211)晶面，出峰位置
基本相同说明两种电极晶型相同，均为 β-PbO2. 由谢
乐公式 D=Kλ/Bcos θ 发现，脉冲电沉积的晶粒尺寸小
于直流电沉积的晶粒尺寸。
2.2

图1

SEM 形貌分析

Fig. 1

β-PbO2 电极的 XRD 图

XRD patterns of β-PbO2 electrode

图 2 分别为空白海绵、包覆 CNT 的海绵、直流电沉积 β-PbO2 电极及脉冲电沉积 β-PbO2 电极的 SEM
图。由图 2a 可以看出海绵为三维大孔网络结构；由图 2b 可以看出，CNT 均匀包覆于海绵骨架上且仍为

注：图 c、图 d 中的插图为局部放大图

图2
Fig. 2

β-PbO2 电极表面形貌

Surface morphology of β-PbO2 electrode

a—空白海绵；b—包覆 CNT 的海绵；c—直流电沉积的 β-PbO2 电极；d—脉冲电沉积的 β-PbO2 电极
a-Blank sponge; b-Sponge coated with CNT; c-β-PbO2 electrode prepared by direct current electro-deposition; d-β-PbO2 electrode
prepared by pulse electro-d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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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大孔网络结构，这种结构的导电基体可以增加电极比表面积，降低电解液的流动阻力，进而形成均匀
包覆的 β-PbO2 沉积层；由图 2c、图 2d 可以分别看出，直流电沉积和脉冲电沉积制备的 β-PbO2 均匀包覆
于导电基体上且仍然保留三维大孔网络结构。由图 2c 的局部放大图可以看出，直流电沉积制备的 β-PbO2
电极呈现出金字塔型结构且颗粒尺寸较大；而由图 2d 的局部放大图可以看出，脉冲电沉积制备的 β-PbO2
电极为紧密堆积的球状颗粒且尺寸明显较小，这是由于高频脉冲可以在一个脉冲周期内产生瞬时的高过
电位，使成核速率提高，晶粒生长被延迟，同时在较长的关断时间内，电极/溶液界面附近被消耗的离子
能够及时补充，使晶体长大受到阻碍，减少外延的生长，电极表面有更多的新核形成进而细化晶粒[19]，
使电极的比表面积增大、催化的活性点数增加、催化活性提高。
2.3

电化学性能分析

2.3.1

极化曲线分析

对直流和脉冲电沉积制备的电极进行线性扫描，得到的极化曲线如图 3 中曲线 a 和曲线 b 所示。由
图 3 可以看出，两条曲线在 1.3 V 附近出现明显的氧化峰，这是由于 β-PbO2 的原子数之比不是严格地遵
守 2:1 的比例，电极表面的 Pb2+被氧化成 Pb4+而产生的[20]。此外，还可看出脉冲电沉积制备电极的析氧电位
（1.62 V）高于直流电沉积制备电极的析氧电位（1.37 V）。由于电催化反应中析氧反应是主要的竞争副
反应，电极的析氧电位越高，越能抑制析氧副反应，同时又能使用于生成·OH 的电流比例越大、电催化
性能越强、污染物的降解速率越快，同时具有高析氧电位的电极材料可以减小副反应造成的电流损耗[21]，
同时使电位窗口变宽，适用于多种还原性有机物的脱色。因此，由曲线 a 和曲线 b 的对比可知，脉冲电
沉积制备的电极比直流电沉积制备的电极析氧电位更高，能更好地抑制析氧副反应，更适宜亚甲基蓝的
脱色，实现电极的高催化活性。
2.3.2

交流阻抗测试

图 4 中曲线 a 和曲线 b 为对两种电极进行交流阻抗测试得到的 Nyquist 图；曲线 c 和曲线 d 为经过等
效电路 e 拟合的 Nyquist 图；半圆和阻抗实轴的交点 Rs 为电解液与 β-PbO2 电极间的溶液电阻，半圆的直
径 Rct 为活化过程中的电荷传递电阻，CPE 为电容原件，Wo 为浓度极化阻抗。由图 4 可以看出，高频区
为压扁的半圆，原因可能是电极表面具有一定的粗糙度而引起了电场不均，或是电极表面上存在很薄的
氧化物层。交流阻抗谱的解析一般通过等效电路进行，由图 4 可以看出，经等效电路拟合的 Nyquist 图
与原电极阻抗谱图几乎重合，拟合得到直流和脉冲电沉积的溶液电阻 Rs 分别为 2.52 Ω、2.92 Ω，Rct 分别
为 7.51 Ω、1.63 Ω，由于 Rct 表征电极反应的难易程度，Rct 越小说明电极反应越容易进行，氧化物电极的
电催化活性越高。由曲线 c 和曲线 d 的对比可知，脉冲电沉积电极低频区斜率较大，也表明其离子在溶
液中传递速度加快，电化学性能提高。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三维大孔网络结构能够促进电解液更
好地渗透表面活性点位，其次脉冲电沉积的晶粒细致，使电极表面有更高的孔隙率和更大的比表面积，
这些属性均能使电荷更容易且更快地转移到反应界面层[22]。
电 催 化 反 应 的 难 易 程 度 除 了 用 Rct 表 示 还 可 以 根 据 电 化 学 阻 抗 （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EIS）理论中的交换电流密度估计，交换电流密度越大，对一个电极反应而言所需的推动
力越小，电极反应越容易进行。EIS 理论中的交换电流密度公式为

i0 =

RT 1
⋅
，
nF Rct

其中，i0 为交换电流密度；R 为气体常数；T 为绝对温度；n 为电子传递数；F 为法拉第常数。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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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两种电极的线性扫描伏安曲线

Linear sweep voltage-current curves of two
different P-PbO2 electrodes

图4
Fig. 4

1237

两种电极的 Nyquist 图

Nyquist plots of two different electrodes

经过计算求得直流和脉冲电沉积电极在反应中交换电流密度的数值分别为 1.70 mA/cm2 和 7.87 mA/cm2.
发现脉冲电沉积电极在反应中的交换电流密度更大，电催化效果更佳。
2.3.3

循环伏安曲线分析

在未添加亚甲基蓝的 0.25 mol/L Na2SO4 溶液中和含
有 100 mg/L 亚甲基蓝的 Na2SO4 溶液中分别进行循环伏
安测试，得到的循环伏安曲线如图 5 中曲线 a、曲线 b
所示。由图 5 中未添加亚甲基蓝的循环伏安曲线 a 发现，

1.3 V 附近出现了一个氧化峰，0.9 V 附近出现了一个还
原峰，这可能是 PbO2/Pb2+的一对氧化还原峰，在加入亚
甲基蓝后电极的循环伏安曲线 b 中没有扫描到有机物的
氧化峰，只在 0.53 V 附近出现亚甲基蓝的还原峰，这说
明反应不是可逆过程，实验也证明了亚甲基蓝的蓝色一
经脱除不能再恢复，同时也说明电极表面上的亚甲基蓝

图5
Fig. 5

β-PbO2 电极循环伏安图

Cyclic voltammograms of β-PbO2 electrodes

不是被直接氧化，而是由于 β-PbO2 电极的高析氧电位，从而使其在电催化过程中能产生更多的活性自由
基（·OH）间接地将亚甲基蓝氧化而脱色[23]。
2.4

亚甲基蓝的脱色性能与动力学研究
直流条件和脉冲条件下制备的 β-PbO2 电极对亚甲基蓝的脱色性能实验结果如图 6 所示。图 6a 为

β-PbO2 电极对亚甲基蓝去除率的变化趋势，两种 β-PbO2 电极在 0～40 min 内对亚甲基蓝的去除率均呈线
性增加，且随时间延长而上升，说明两种电极对亚甲基蓝具有一定的电催化活性，这主要是因为 β-PbO2
电极在脱色过程中产生·OH，亚甲基蓝又对·OH 有较强的亲和力，反应后由蓝色变为无色，故能达到很
好的脱色效果。亚甲基蓝是一类分子中含有巯基的噻嗪类燃料，随着电解时间的增加，·OH 自由基的含
量增加，使得 β-PbO2 电极间接氧化能力增强，进而使脱色率升高。由图 6a 还可以看出，脉冲电沉积制
备的 β-PbO2 电极在 40 min 内对亚甲基蓝的去除率达到 95.6%，高于直流电沉积的 86.0%，再结合 SEM、
线性扫描伏安（linear sweep voltammogram，LSV）曲线可知，脉冲电沉积制备电极比直流电沉积制备电

第11 卷 第12 期
2018 年 6 月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1238

极的催化活性高。反应时间与亚甲基蓝浓度的半对数关系如图 6b 所示。根据亚甲基蓝浓度的对数值与反
应时间之间良好的线性关系可知，两种情况下的亚甲基蓝脱色过程均遵循一级动力学方程，并可得亚甲
基蓝脱色反应的速率方程为

dcMB

dt

= − KcMB ，

（ 2）

其中，cMB 为亚甲基蓝的浓度；K 为符合一级反应动力学的速率常数，速率常数分别为 0.048 26 min−1 和

0.072 60 min−1，均表现出良好的线性关系。

图6
Fig. 6

3

亚甲基蓝的去除率与反应时间的关系（a）以及亚甲基蓝脱色动力学拟合曲线（b）

Relationship of the methylene blue removal efficiency with the reaction time (a) and kinetics fitting curves of methylene
blue decolorization (b)

结论
本文以三维大孔网络结构的海绵为基体，通过包覆 CNT 使其导电，脉冲电沉积制备 PbO2 电极。通

过表面形貌和物相分析可知，脉冲电沉积和直流电沉积制备的电极均为 β-PbO2 且脉冲电沉积制备的晶粒
更细致。通过对两种电极的电化学性能和亚甲基蓝脱色性能的研究可知，脉冲电沉积制备的电极析氧电
位更高、电催化性能更好，对亚甲基蓝以间接催化氧化方式进行降解的降解性能优于直流电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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