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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原位漫反射红外傅里叶变换光谱（ＤＲＩＦＴＳ）研究了 ＳＯ２在 α⁃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ＣａＯ 和 α⁃Ｆｅ２Ｏ３颗粒物表面的非均相反应，考察了紫外光光

照（波长约 ３６５ ｎｍ）对 ＳＯ２在不同氧化物表面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无紫外光照射条件下，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α⁃Ａｌ２Ｏ３、ＣａＯ 颗粒物表面反应的主要产

物为亚硫酸盐；有紫外光照射条件下，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α⁃Ａｌ２Ｏ３、ＣａＯ 颗粒物表面反应的主要产物为硫酸盐；但紫外光照射对 ＳＯ２在 α⁃Ｆｅ２Ｏ３ 表面的

反应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推测机理可能是光照促进了颗粒物表面的亚硫酸盐向硫酸盐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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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２ ｏｎ α⁃Ａｌ２Ｏ３， ＴｉＯ２， ＣａＯ ａｎｄ α⁃Ｆｅ２Ｏ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ｓｉｔｕ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ＤＲＩＦ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Ｖ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 λ ＝ ｃａ． ３６５ ｎｍ）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２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ｏｘｉ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２ ｏｎ ＴｉＯ２， α⁃Ａｌ２Ｏ３ ａｎｄ Ｃａ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ａｓ ｓｕｌｆｉｔｅ ｉｎ ｄａｒｋ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Ｖ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ＵＶ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α⁃Ｆｅ２Ｏ３ ．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ｍａ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ｌｆｉ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ｏｘｉｄｅ； ＤＲＩＦＴ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ＵＶ ｌｉｇｈｔ

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 １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Ｔｇ（１ Ｔｇ ＝
１０１２ ｇ）的矿物气溶胶进入大气中，主要是由强风吹

扫地表土壤进入大气所致，其化学组成与地壳元素

相似，主要由 Ｓｉ、Ａｌ、Ｃａ 和 Ｆｅ 等氧化物组成．矿物气

溶胶是我国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成分，对华北及东北

亚地区的大气造成严重的污染（汤大钢等，２０００；王
玮等，２０００）．外场观测、实验室模拟和模式研究都证

实，矿质颗粒物表面的非均相反应对大气中常见的

气相污染物的去除有重要的影响，是多种气相污染

物重要的汇和源过程（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进入大气中的矿质颗粒物

在大气化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其特殊的表面

结构及较大的比表面积，可为大气中气相物质提供

反应床，使得痕量气体很容易在其表面发生吸附、
催化、氧化和水解反应等（Ｒａｖｉｓｈａｎｋａｒａ，１９９７；Ｚｈ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马金珠等，２０１１），从而改变大气的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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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颗粒物的化学组成，影响气态污染物的迁移转

化，改变大气颗粒物的吸湿性和光学性质 （Ｕ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马庆鑫等，２０１５；陈源等，２０１７）．

二次无机气溶胶对我国大城市地区重度灰霾

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其主要成分是硫酸盐、硝酸

盐和铵盐，其中，硫酸盐的爆发增长过程尤为重要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Ｇ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ＳＯ２是导致酸

雨和硫酸盐气溶胶的重要前体物，可以经过气相、
液相及非均相反应生成硫酸盐（Ｍａｕｌｄｉｎ ＩＩ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Ｕ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硫酸盐

气溶胶能通过反射太阳辐射和充当云凝结核产生

气候致冷效应，并且因其较强的吸湿性，光散射效

应明显，对灰霾天气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作用（李本

纲等，２０１６；吴涧等，２００２）．模式研究表明，大气气溶

胶存在硫酸盐被低估的问题，其中，矿质颗粒物表

面的非均相反应被认为是硫酸盐生成的重要过程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目前，有关 ＳＯ２在矿质氧化物表面的非均相反

应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研究发现， ＳＯ２ 在

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ＣａＯ、 ＭｇＯ 等矿质氧化物表面反应，仅
在碱性的氧空位或羟基位点上形成亚硫酸盐（Ｕ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而在 Ｆｅ２Ｏ３ 表面则

不同，Ｆｅ（ ＩＩＩ）的氧化性可直接将 ＳＯ２ 转化为 ＳＯ２－
４

（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Ｂａｌｔｒｕｓａｉｔ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此外，大气

环境中的一些其他气体，如 Ｏ３、ＮＯ２、Ｈ２Ｏ２、ＮＨ３等会

促进 ＳＯ２在矿尘表面的非均相反应过程（Ｕｌｌｅｒｓｔ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王占

山等，２０１６）．并且矿质氧化物的形貌、晶型结构、酸
碱性、氧化性等都会对 ＳＯ２在其表面的反应产生影

响（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这些研究多是

在暗反应条件下进行的．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光照会对大气污染性气体

在大气中的反应产生影响，并且光照对 ＳＯ２发生非

均相氧化的影响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Ｔｏｌｅｄａｎｏ
等（２００１）发现，紫外线照射会引起 Ｆｅ２＋增加，因此，
紫外光照射在 α⁃Ｆｅ２Ｏ３ 表面的时候 ＳＯ２的吸附显著

增加；但 Ｆｕ 等（２００９）却发现，室温下光照不会促进

ＳＯ２在 Ｆｅ２Ｏ３ 表面的非均相反应．除了 Ｆｅ２Ｏ３ 以外，
ＴｉＯ２虽然相对丰度较低，但由于光催化效率高，可能

对大气气溶胶的反应性有重要影响． Ｓ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０）发现，在紫外光照射下二氧化钛表面 ＳＯ２的

摄取系数比没有紫外光照的情况高 １ 个数量级，并
且光照强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强，但干态下光照

达到一定强度时这种促进作用会饱和．Ｇｒａｓｓｉａｎ 课题

组利用原位红外光谱和 ＸＰＳ 等手段也发现，光照可

促进 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 表面向硫酸盐的转化（Ｂａｌｔｒｕｓａｉｔ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Ｒｕｂａｓｉｎｇｈｅ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Ｎａｎａｙａｋｋ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Ｄｕｐａｒｔ 等（２０１２）研究了亚利桑那测试

尘（ＡＴＤ）和氧化铁颗粒在气溶胶流动管中的反应，
发现在紫外线照射下可观察到新颗粒的形成，他们

提出，光照使矿物颗粒中的金属氧化物表面产生

·ＯＨ，从而促进 ＳＯ２向硫酸盐的转化． Ｐａｒｋ 和 Ｊａｎｇ
等测定了 ＳＯ２在戈壁沙漠（ＧＤＤ）和亚利桑那测试尘

（ＡＴＤ）颗粒表面硫酸盐生成的动力学摄取系数，发
现在紫外光照射下 ＳＯ２的摄取系数显著高于黑暗中

的摄取系数，并且利用模式验证了这一观点（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Ｙ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尽管有了以上的

研究，但目前对于光照对 ＳＯ２在颗粒物上的非均相

反应的机理的认识仍不清楚．因此，本文对光照对

ＳＯ２在矿尘表面不同组分表面的非均相反应的影响

进行研究．

２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试剂与样品制备

本文选取了矿质氧化物 ＴｉＯ２、α⁃Ａｌ２Ｏ３、ＣａＯ 和

α⁃Ｆｅ２Ｏ３ ．其中，α⁃Ｆｅ２Ｏ３ 利用氨水⁃沉淀法（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制备，其他矿质氧化物均为购买所得，且属于

分析纯级别（ＡＲ）．采用美国 Ｑｕａｎｔａｃｈｒｏｍｅ 公司的

Ａｕｔｏｓｏｒｂ⁃１Ｃ 自动吸附装置对样品进行了比表面积

的表征，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矿质颗粒物来源及比表面积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ｏｘｉｄ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颗粒物 来源
比表面积 ／
（ｍ２·ｇ－１）

ＴｉＯ２ Ｄｅｇｕｓｓａ ５４．６
α⁃Ａｌ２Ｏ３ 阿拉丁试剂 ７．９４

ＣａＯ 国药集团 ９．４０
α⁃Ｆｅ２Ｏ３ 氨水沉淀 １０４．５

实验用气体 Ｎ２、Ｏ２、ＳＯ２纯度均为 ９９．９９％（北京

华元气体化工有限公司），具体浓度根据实验所需

而适时改变．
２．２　 物理表征

粉末 Ｘ 射 线 衍 射 （ ＸＲＤ） 表 征： 采 用 荷 兰

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Ｘ′Ｐｅｒｔ Ｐｒｏ 型 Ｘ 射线衍射仪对矿质氧化

物的晶相结构进行鉴定，其操作电压为 ４０ ｋＶ，电流

为 ４０ ｍＡ，采用 Ｃｕ Ｋα 射线测定（λ ＝ ０．１５４０６ ｎ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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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角 ２θ 的范围为 １０° ～９０°．
Ｎ２物理吸附表征：样品的比表面积采用美国

Ｑｕａｎｔａｃｈｒｏｍｅ 公司的 Ａｕｔｏｓｏｒｂ⁃ＩＣ 自动吸附仪测定，
即将颗粒物样品在 ５７３ Ｋ 抽真空脱气 ３ ｈ，然后在液

氮温度（７７ Ｋ）下进行 Ｎ２吸附⁃脱附等温线的测定，样
品的比表面积利用相对压力 Ｐ ／ Ｐ０为 ０．０５～０．３５ 的分

压范围由 Ｂｒｕｎａｕｅｒ⁃Ｅｍｍｅｔｔ⁃Ｔｅｌｌｅｒ（ＢＥＴ）计算所得．
２．３　 原位漫反射红外光谱研究

原位漫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 ｉｎ ｓｉｔｕ
ＤＲＩＦＴＳ）装置由带 ＭＣＴ 检测器的傅立叶变换红外

光 谱 仪 （ Ｎｉｃｏｌｅｔ ６７００，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ＵＳＡ）、漫反射原位池及其附件组成．通过质量流量

控制系统、温度控制系统精确控制原位池的气氛和

样品的温度，以实现在接近真实反应气氛下样品表

面非均相反应过程的原位分析．原位漫反射红外研

究实验过程如下：所有样品先于高温下（５０３ Ｋ）、
１００ ｍＬ·ｍｉｎ－１模拟空气（８０％Ｎ２＋ ２０％Ｏ２）中吹扫 ２
ｈ 以去除样品表面吸附杂质（如 ＣＯ２及 Ｈ２Ｏ），然后

降温至室温（３０３ Ｋ）稳定 ２ ｈ 后在模拟空气中平衡

至基线平稳，扣除气相中的水蒸气和 ＣＯ２背景，记录

背景谱图．将 ５ ｐｐｍ 的 ＳＯ２引入到原位池中进行反

应，对样品表面进行连续采谱，波数范围在 ６５０ ～
４０００ ｃｍ－１内，分辨率为 ４ ｃｍ－１，扫描次数为 １００ 次．
载气 Ｎ２、Ｏ２和反应气 ＳＯ２通过质量流量控制器调节

流量，并在气路中混合后进入原位池．
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吸收光谱进行了 Ｋ⁃Ｍ

变换（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由于存在镜面反射光，漫反射

光谱的吸光度与样品组分含量不符合朗伯⁃比耳定

律，即样品浓度与光谱强度不成线性关系．通过 Ｋ⁃Ｍ
变换能够减少或消除任何与波长有关的镜面反射效

应，即经转换后的 Ｋ⁃Ｍ 函数与样品浓度的关系符合

朗伯⁃比耳定律（Ａｒｍａｒｏ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翁诗甫，２０１０）．
本研究分为光反应和暗反应过程．光反应时所

用的加光装置为高亮度汞灯点光源平行光源（ＣＨＦ⁃
ＸＭ⁃５００Ｗ，北京畅拓科技有限公司），最大电流为

７．５ Ａ．利用紫外液态光纤将光源直射在样品池带有

透明玻璃窗口的样品表面，光纤末端距玻璃窗口固

定为 ４ ｃｍ 左右．实验所用近紫外光照的具体参数采

用光线光谱仪（ＢＬＵＥ⁃Ｗａｖｅ⁃ＵＶＮｂ， Ｓｔｅｌｌａｒ Ｎｅｔ Ｉｎｃ．，
ＵＳＡ）检测，测得的光纤光谱结果如图 １ 所示．已有

研究表明，光强的增加有助于亚硫酸盐向硫酸盐转

化，紫外光越强硫酸盐生成越快，但干态时光强对

反应的促进在一定光强时会饱和 （ Ｓ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本研究主要考察光照对 ＳＯ２在

不同矿质氧化物表面非均相反应的影响，因此，未
考察光强的影响，所有实验中光源强度保持不变．

图 １　 紫外光源光纤光谱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ｌｉｇｈｔ

３　 结果与讨论（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３．１　 样品表征结果

制备所得样品的 ＸＲＤ 表征结果如图 ２ 所示，根
据所得结果与文献对比可知，Ａｌ２Ｏ３ 和 Ｆｅ２Ｏ３ 分别

为 α⁃Ａｌ２Ｏ３ 和 α⁃Ｆｅ２Ｏ３ 晶型 （ 李兆等， ２０１３；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ＴｉＯ２包含了锐钛矿和金红石，其中，锐
钛矿占主要部分（陈中军等，２００８）．

图 ２　 不同矿质氧化物的 ＸＲＤ 谱图

Ｆｉｇ．２　 ＸＲ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ｏｘｉｄｅｓ

３．２　 光照对 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ＣａＯ 及 α⁃Ａｌ２Ｏ３ 表面的非

均相反应的影响

利用 ＤＲＩＦＴＳ 技术在线分析颗粒物表面在反应

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图 ３ 为干态条件下 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
ＣａＯ 及 α⁃Ａｌ２Ｏ３ 表面吸附的原位红外光谱在暗反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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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暗反应及光反应条件下 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 ａ）、ＣａＯ（ ｂ）、α⁃
Ａｌ２Ｏ３（ｃ）表面反应 ６ ｈ 的红外光谱对比（５ ｐｐｍ ＳＯ２，总流

量 １００ ｍＬ·ｍｉｎ－１）
Ｆｉｇ．３　 ＤＲＩＦＴ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ｉＯ２（ ａ）， ＣａＯ（ ｂ）， α⁃Ａｌ２Ｏ３

（ ｃ），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５ ｐｐｍ ＳＯ２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Ｖ ｌｉｇｈ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ｉｒ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１００ ｍＬ·ｍｉｎ－１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６ ｈ）

及光反应条件下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到在这几种氧

化物表面，光照均可促进 ＳＯ２向硫酸盐的转化．图 ３ａ
为 ５ ｐｐｍ ＳＯ２通入样品池后在 ＴｉＯ２表面反应原位反

应 ６ ｈ 后的光谱图，包括不加光的暗反应过程和加

光的光反应过程．在光谱上峰值为正表示在样品表

面有新物质生成，而峰值为负则表示原样品表面在

此波数对应的物种有所消耗．反应过程中 ＴｉＯ２表面

光谱正负峰均有出现．对于暗反应的谱图，可以看出

在 １１００～１０００ ｃｍ－１范围内有微弱的峰出现，对应的

峰位置波数为 １０７４ ｃｍ－１，文献中将在此范围内的特

征峰归属为亚硫酸盐或亚硫酸氢盐（ＳＯ２－
３ 或 ＨＳＯ－

３ ）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说明反应过程中只产生了少量

的亚硫酸盐，与文献结果一致．从图中可以明显看

出，与暗反应明显不同，ＳＯ２非均相光反应的出峰位

置主要集中在 １４００～１１００ ｃｍ－１范围内，且峰强度增

加．其中，主要红外峰的波数为 １３２５、１２９１、１１７５ 和

１１４５ ｃｍ－１，分别归属为硫酸盐的凝聚态、双齿硫酸

盐和桥式硫酸盐等（Ｎａｎａｙａｋｋ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从这

些结果可以看出，加光对 ＳＯ２在氧化物表面进行吸

附和反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其他矿质氧化物（如 ＣａＯ 和 α⁃Ａｌ２Ｏ３）表面，

ＳＯ２也会有类似的非均相反应，其暗反应过程和光

反应过程的红外光谱分别如图 ３ｂ 和 ３ｃ 所示．在
ＣａＯ 表面，暗反应下观察到 ９３４ 和 ８４９ ｃｍ－１处有红

外吸收峰，可归属为亚硫酸盐吸收峰（吴玲燕等，
２０１５）．但光照条件下，９３４ 和 ８４９ ｃｍ－１处的红外吸收

峰明显减弱，而新增了 １１８７、１１３９ 和 １０８７ ｃｍ－１处的

强烈吸收，归属为硫酸盐吸收峰（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表明光照促进了硫酸盐在 ＣａＯ 的生成．在 α⁃Ａｌ２Ｏ３

表面，暗反应下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含硫物种的红外

吸收峰．而光照下，在 １２６０ ｃｍ－１处有强度明显的吸

收峰出现，并且在此 １２６０ ｃｍ－１波数归属为硫酸盐伸

缩振 动 峰 （ Ｕ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因此，可以看出，在黑暗条件下，
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ＣａＯ 及 α⁃Ａｌ２Ｏ３ 表面的吸附主要产物为

亚硫酸盐物种；但有光照作用在颗粒物表面时，则
主要产物为硫酸盐物种，即光照可促进 ＳＯ２向硫酸

盐的转化．表 ２ 总结了不同氧化物表面含硫物种的

红外峰归属．
为了进一步比较光照对 ＳＯ２在颗粒物表面产物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将图 ３ 中表面产物的特征红外

吸收峰积分进行半定量分析，积分结果如图 ４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硫酸盐积分面积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趋势，并且反应 ６ ｈ 时的结果与红外光谱结果相一

致，光照条件下的硫酸盐生成量比黑暗条件下均大大

增加；但对亚硫酸而言，不同氧化物上的结果却不尽

相同，光照能促进 ＴｉＯ２表面亚硫酸盐的生成，但 ＣａＯ
表面有光照时的亚硫酸盐生成量比暗反应条件下少

得多，可能是由氧化物的酸碱性不同所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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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氧化物表面含硫物种的红外峰归属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ｍｅｔａｌ ｏｘｉｄｅ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含硫物种
红外峰位置 ／ ｃｍ－１

α⁃Ａｌ２Ｏ３ ＴｉＯ２ ＣａＯ α⁃Ｆｅ２Ｏ３

ＳＯ２－
３ ／ ＨＳＯ－

３ １０７４ｃ，ｅ ９４３、８４９ｄ，ｇ

ＳＯ２－
４ １２６０ａ，ｂ １２９１、１１７５、１１４５ｅ １１８７、１１３９、１０８７ｄ，ｇ １２３２、１１３８、１０５０ｂ，ｃ，ｆ

Ｐｏｌｙ ＳＯ２
４ １３２５ｅ

　 　 注：“－”代表无； ａ．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ｂ．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ｃ．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ｄ．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ｅ．Ｎａｎａｙａｋｋ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ｆ．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ｇ．
吴玲燕等，２０１５．

图 ４　 暗反应及光反应条件下 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ａ）、ＣａＯ（ｂ）、α⁃Ａｌ２Ｏ（ｃ）表面亚硫酸盐及硫酸盐红外光谱积分面积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ｓｕｆｆ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ｉＯ２（ａ），ＣａＯ（ｂ），α⁃Ａｌ２Ｏ３（ｃ）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Ｖ ｌｉｇｈ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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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５ 是 ＳＯ２在氧化铁表面的非均相反应．Ｆｅ２Ｏ３

是大气颗粒物中常见的一种氧化物，与其他氧化物

不同，它的氧化性比较强，没有观察到光照对 ＳＯ２在

Ｆｅ２Ｏ３ 表面非均相反应有明显的作用．如图 ５ａ 所示，
光反应及暗反应条件下，反应 ６ ｈ 后的光谱图基本

一致，都在 １２３２、１１３８ 和 １０５０ ｃｍ－１处出现硫酸盐吸

收峰（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无亚硫酸盐出现．且在

氧化铁表面无消耗峰出现，表明颗粒物表面羟基几

乎不参与反应，这主要是氧化铁中的铁元素通过二

价和三价的循环转化实现对 ＳＯ２的氧化．此外，从图

５ｂ 给出的有无光照条件下表面产物的红外积分面

积的对比图可以看出，两种条件下的硫酸盐生成量

并无明显差别，即光照对 ＳＯ２在 Ｆｅ２Ｏ３ 表面的非均

相反应没有明显的影响．

图 ５　 暗反应及光反应条件下 ＳＯ２在 α⁃Ｆｅ２Ｏ３表面反应 ６ ｈ 的红外光谱对比（ａ， ５ ｐｐｍ ＳＯ２，总流量 １００ ｍＬ·ｍｉｎ－１）及硫酸盐红外光谱积分

面积对比图（ｂ）

Ｆｉｇ．５　 ＤＲＩＦＴ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α⁃Ｆｅ２Ｏ３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５ ｐｐｍ ＳＯ２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Ｖ ｌｉｇｈ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ｉｒ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１００ ｍＬ·ｍｉｎ－１（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６ ｈ）（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ｉ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ｏｒｍｅｄ（ｂ）

　 　 以上研究表明，ＳＯ２在不同性质矿质氧化物表

面的吸附状态是不同的．可以看出，暗反应下 α⁃
Ａｌ２Ｏ３、 ＴｉＯ２和 ＣａＯ 表面均是亚硫酸盐为主要产物．
早期的研究认为，ＳＯ２可吸附于 Ｌｅｗｉｓ 酸位点（不饱

和的金属原子） 形成弱吸附的 ＳＯ２；或者吸附于

Ｌｅｗｉｓ 碱位点（暴露的氧原子）形成化学吸附的亚硫

酸盐（Ｄａｔ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本研究中光谱未检测到弱

吸附的 ＳＯ２红外振动峰，故 ＳＯ２可通过反应式（１）形
成亚硫酸盐．

ＳＯ２＋Ｏ２－（ｌａｔｔｉｃｅ）→ＳＯ２－
３ （ａ） （１）

式中，Ｏ２－为晶格氧，理论计算发现，ＳＯ２更倾向于在

低配位的 Ｏ２－ 位点，如在台阶或扭错处吸附形成亚

硫酸盐（Ｐａｃｃｈｉｏｎ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
从红外光谱可以看到，表面羟基也是吸附 ＳＯ２

的主要活性位点，尤其是对于高度羟基化的氧化物

如 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表面亚硫酸盐可通过反应式（２）和

（３）产生（Ｇｏｏｄ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ＳＯ２＋ＯＨ
－（ａ）→ＨＳＯ－

３（ａ） （２）

ＳＯ２＋２ＯＨ
－（ａ）→ＳＯ２－

３ （ａ）＋Ｈ２Ｏ （３）
研究表明，表面羟基是水分子的主要吸附位

点，反过来，吸附的水分子可以在氧空位解离产生

更多的羟基，从而促进亚硫酸盐的形成（Ａｌ⁃Ａｂａｄｌｅ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根据上述有无光照条件下 ＳＯ２在 ４ 种氧化物表

面的红外光谱结果看来，光照可促进 ＳＯ２ 在 ＴｉＯ２、
ＣａＯ 及 α⁃Ａｌ２Ｏ３ 表面向硫酸盐的转化．ＴｉＯ２是一种常

见的 ｎ 型半导体氧化物，光照下可产生电子和空穴，
进而与空气中的其他组分反应生成·ＯＨ等氧化剂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氧化 ＳＯ２ 生成硫酸盐，故而光照对 ＳＯ２ 在

ＴｉＯ２表面的促进作用比其他氧化物更为强烈．有研

究表明，矿质氧化物的酸碱性、氧化性等会影响 ＳＯ２

的吸附形态和吸附容量 （ Ｆ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ＣａＯ 是一种强碱性氧化物，光照可促进

ＳＯ２转化为硫酸盐；Ａｌ２Ｏ３ 是一种两性氧化物，其碱

性比 ＣａＯ 稍弱，故而光照的促进作用也有所降低．但
光照对 ＳＯ２在 Ｆｅ２Ｏ３ 上的反应无明显影响，可能是

因为氧化铁是一种强氧化性氧化物，不需要借助其

他氧化剂，其自身就可以将 ＳＯ２氧化生成硫酸盐，因
此，光照不会影响 ＳＯ２在其表面的氧化．由此可以推

测出光照反应可能促进亚硫酸盐向硫酸盐转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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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光照可促进 ＳＯ２ 在 ＴｉＯ２、ＣａＯ 及 α⁃Ａｌ２Ｏ３ 表面

的非均相反应，进而增加其表面含硫物种的生成

量，即光照促进 ＳＯ２在 ＴｉＯ２、ＣａＯ 及 α⁃Ａｌ２Ｏ３ 表面反

应，生成硫酸盐．但光照对 ＳＯ２在 Ｆｅ２Ｏ３ 表面的非均

相反应没有明显的影响．并且结合观察到在 ＣａＯ 表

面亚硫酸盐生成量的减少，推测光照通过促进亚硫

酸盐向硫酸盐转化，从而加速 ＳＯ２在颗粒物表面的

非均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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