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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V /O3 协同降解气态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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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O3、VUV和 VUV /O3 体系对气态甲苯进行降解对比实验，考察了在 VUV /O3 体系下甲苯初始质量浓度、光照强

度、O3 质量浓度、相对湿度和停留时间等因素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并对其反应动力学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在这 3

种体系下，甲苯降解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为: VUV /O3＞VUV＞O3。当 VUV /O3 联合作用时，增大甲苯质量浓度，降解率降低; 增大

光照强度、延长停留时间，降解率升高;而提高 O3 质量浓度和相对湿度，降解率先升高后降低。在适宜的反应条件下，降解率

高达 92. 3%。另外，O3 和 VUV对甲苯的降解存在协同作用，且该降解过程符合伪一级反应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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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degradation of gaseous toluene by VUV/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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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adation experiments of gaseous toluene are carried out by O3，VUV and VUV/O3 processes，
respectively for comparation．The effects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toluene，illumination intensity，O3 concentration，relative
humidity and retention time on the degradation efficiency of toluene are investigated under VUV/O3 process，and the
reaction kinetics is also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adation rates of toluene by these three processes rank in the
order of VUV /O3 ＞VUV＞O3．When using the integrated VUV/O3 process，the degradation rate will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oluene concentration，increase with the enhanced illumination intensity and prolonging retention time，and
increase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s of O3 concentration and relative humidity．The degradation rate can
reach 92. 3% under suitable conditions．In addition，it is found that synergistic effect exists between O3 and VUV on the
degradation of toluene，and the reaction proces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seudo-first order reaction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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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作为有机溶剂被广泛用于印刷、涂装、制鞋
和家具制造等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其最终以有毒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 ( VOCs) 的形式释放到空气中［1］，
对大气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在一定条件
下，空气中的甲苯会形成有机气溶胶，造成城市光化
学烟雾污染［2］。人体长期暴露在甲苯含量超标的
环境中，会产生恶心、头痛、神经衰弱等症状，甚至导
致中枢神经中毒［3］。

近年来，由于 UV /O3 氧化法具有反应快速、条
件温和，且不需要催化剂等优势被广泛关注。UV /
O3 是一种以 O3 为氧化剂，在紫外光照射作用下引

发一系列链式反应，利用反应产生的羟基自由基
(·OH) 将污染物去除的高级氧化技术，已经成功降
解了苯、甲苯、甲醛和氯乙烯等有机污染物［4－8］。上
述研究中使用的紫外灯的波长均为 254 nm，而使用
波长为 185 nm的真空紫外灯( VUV) 的研究鲜有报
道。相对于波长为 254 nm 的紫外灯，VUV 具有更
高的能量，可以将空气中的水和氧气分解产生强氧
化性·OH［9］，降解污染物的能力大大提高。

笔者以甲苯为目标污染物，分别采用 O3、VUV
和 VUV /O3 体系对其进行降解对比实验，并考察了
VUV /O3 对甲苯降解效果的各种影响因素。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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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适宜的反应条件下，VUV /O3 对甲苯具有较好
的降解效果。

1 实验部分

1. 1 实验装置
VUV /O3 降解甲苯的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该

装置由配气系统、反应系统和尾气吸收系统 3 部分
组成。配气系统由臭氧发生器、空气压缩泵、甲苯发
生瓶、湿度调节瓶、气体混合瓶以及转子流量计组
成。反应系统是一个由不锈钢制造，容积约为 10 L
的圆柱体反应器。其内部安装有 5 支功率为 28 W
的真空紫外灯。每支紫外灯均有独立开关，通过控
制紫外灯开启的数量得到不同的光照强度。尾气吸
收系统由液体洗涤瓶和活性炭吸附瓶组成，防止反
应后尾气及剩余 O3 污染空气。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1. 2 实验方法
将一定体积的甲苯溶液置于甲苯发生瓶中，打

开空气压缩泵和臭氧发生器。调节好各路气体流
量，使混合气体从反应器底端流入，顶端流出，最后
流至尾气吸收系统。待反应器进出口浓度达到平衡
时，取样测定反应前的甲苯浓度，然后开启紫外灯，
开始进行降解反应。每隔一定时间测定反应器出
口浓度，当出口浓度不再变化时，测定反应后的甲

苯质量浓度。每次改变反应条件时，待反应系统
稳定运行 10 min后再开始实验。每次实验平行重
复 3 次。
1. 3 分析方法

甲苯质量浓度采用美国 ＲAE Systems 的 PGM－
7360型 VOCs检测仪进行测定; O3 质量浓度采用深
圳元特 SKY－2000 型臭氧检测仪进行测定; 相对湿
度用德国 Testo－605i 型湿度计进行测定; 气体流量
用振兴 LZB－4WB 型玻璃转子流量计进行测定。计
算甲苯的降解率:

η = ［( C0 － Ct ) /C0］× 100% ( 1)

式中: η为降解率; C0、Ct 分别为反应前后的甲苯质

量浓度，mg /m3。

2 结果与讨论

2. 1 不同氧化体系对甲苯的降解效果
为考察在单独氧化体系和联合氧化体系作用下

甲苯的降解情况，并从中选取降解效果最好的体系，
分别在 O3、VUV 和 VUV /O3 体系下，保持甲苯质量

浓度为 300 mg /m3，O3 质量浓度为 500 mg /m3，光照
强度为 84 W，相对湿度为 50%，停留时间恒定为
30 s，对甲苯进行降解效果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氧化体系对甲苯的降解效果对比

实验编号 1 2 3

氧化体系 O3 VUV VUV /O3

降解率 /% 2. 4 41. 5 67. 6

由表 1可以看出，在这 3种体系作用下，甲苯降
解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为: VUV /O3 ＞ VUV ＞O3。当
O3 单独作用时，降解率仅为 2. 4%，说明单独 O3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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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甲苯的降解效果较差; 当 VUV 单独作用时，降
解率升至 41. 5%。因为 VUV 的能量较强，相当于
6. 7 eV，可以将混合气体中的 O2 和 H2O 分解产生·
OH降解甲苯，如式( 2) ～ ( 4) 所示［9－11］。当 VUV /O3

联合作用时，降解效果最好，降解率为 67. 6%。因
为 VUV可以将 O3 分解产生 O( 1D) ，再与 H2O反应
产生更多的·OH，如式( 4) ～式( 5) 所示［11］。

O2 + hν( 185 nm →) O( 1D) + O( 3P) ( 2)
H2O + hν( 185 nm →) H +·OH ( 3)

H2O + O( 1D →) 2·OH ( 4)

O3 + hν( 185 nm →) O( 1D) + O2 ( 5)

当采用 O3、VUV和 VUV /O3 3 种不同体系对甲
苯进行氧化降解时，VUV /O3 体系对甲苯具有最好
的降解效果。
2. 2 O3 和 VUV之间的协同作用

针对 VUV /O3 氧化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发现，在保持甲苯质量浓度为 300 mg /m3，光照强度
为 84 W，相对湿度为 50%，停留时间为 30 s，改变 O3

质量浓度的条件下，VUV /O3 联合作用与单独的 O3

或 VUV 作用相比，均具有最高的降解率，具体数据
如表 2所示。

表 2 不同质量浓度 O3 条件下各种氧化体系
对甲苯降解效果的比较

实验

编号

O3 质量浓度 /

( mg·m－3 )

O3 降解

率 /%

VUV降解

率 /%

VUV+O3

降解率 /%

VUV /O3

降解率 /%

1 300 1. 8 41. 5 43. 3 56. 8

2 500 2. 4 41. 5 43. 9 67. 6

3 700 3. 3 41. 5 44. 8 75. 3

4 900 4. 6 41. 5 46. 1 81. 2

5 1100 4. 8 41. 5 46. 3 79. 1

由表 2可以看出，在上述 5 组实验中，VUV /O3

的降解率均高于单独 VUV 和单独 O3 的降解率之
和。可见，当采用 VUV /O3 对甲苯进行降解时，VUV
与 O3 二者之间具有协同促进作用。后续实验仅对
VUV /O3 协同氧化体系进行研究。
2. 3 甲苯初始质量浓度的影响

甲苯作为降解目标污染物，其质量浓度的大小
直接影响甲苯降解效率的高低。为考察不同甲苯初
始质量浓度下甲苯的降解情况，在保持光照强度为
84 W，O3 质量浓度为 500 mg /m3，相对湿度为 50%，
停留时间恒定为 30 s，改变甲苯质量浓度为 100 ～
500 mg /m3 的条件下，进行降解实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甲苯质量浓度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甲苯初始质量浓度的增
大，降解率不断降低。当质量浓度为 100 mg /m3 时，
降解率为 92. 3%; 而质量浓度增大到 500 mg /m3

时，降解率降至 25. 1%。因为甲苯主要是依靠 O3

和 VUV的结合产生·OH 而被降解。由于光照强度
和湿度等条件保持不变，则·OH 的产生量基本不
变，而甲苯质量浓度增加，单位体积气体中甲苯的质
量浓度增大，则体系中的·OH 不足以降解更多的甲
苯［12］，导致降解率降低。可见，甲苯质量浓度是影
响甲苯降解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2. 4 光照强度的影响

VUV作为降解反应的条件之一，其光照强度将
影响降解反应的进行程度。故保持甲苯质量浓度为
300 mg /m3，O3 质量浓度为 500 mg /m3，相对湿度为
50%，停留时间为 30 s 等条件恒定，考察 VUV 的光
照强度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3所示。

图 3 光照强度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

由图 3可以看出，增大 VUV 的光照强度，甲苯
的降解率提高。从 28 W 的 25%升高至 140 W 的
84. 7%。这是因为光照强度越强，VUV 提供的能量
越多，单位时间内产生的光子数量增多［13］。促使反
应式( 3 ) 、式 ( 5 ) 向右进行，导致反应体系中产生
·OH的量增多，降解甲苯的能力增强，所以降解率
提高。可见，VUV的光照强度是甲苯在 VUV /O3 体
系下进行降解反应的关键因素。
2. 5 O3 质量浓度的影响

由 2. 1的降解对比实验可知，O3 的加入促进了
甲苯的降解，提高了降解效率。为进一步考察 O3 质
量浓度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在保持甲苯质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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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300 mg /m3，光照强度为 84 W，相对湿度为
50%，停留时间恒定为 30 s，改变 O3 质量浓度的条
件下进行降解实验，结果如图 4所示。

图 4 O3 质量浓度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

由图 4可以看出，O3 质量浓度在 100～900 mg /m3

范围内，随着 O3 质量浓度的增大，降解率不断升高，

但 O3 质量浓度大于 900 mg /m3 时，降解率却缓慢降
低。当 O3 质量浓度较低时，增大 O3 质量浓度，促使
反应式( 5) 向右进行，体系中 O( 1D) 的量增多，其与
H2O反应生成·OH 的量也增多，促进了甲苯的降
解，故降解率升高。但 O3 质量浓度过高时，多余的
O3 会与·OH 发生反应，生成氧化性比·OH 更弱的
·HO2

［8，11］，反应体系的氧化能力下降，所以降解率
降低。因此，当采用 VUV /O3 降解甲苯时，O3 作为
氧化剂，应控制其投加质量浓度，以确保实现较高的
甲苯降解效率。
2. 6 相对湿度的影响

由式( 3) 可知，混合气体中水分子的数量将影
响反应体系中·OH 的产生量，进而影响甲苯降解效
率。为考察相对湿度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在保
持甲苯质量浓度为 300 mg /m3，光照强为 84 W，O3

质量浓度为 500 mg /m3，停留时间恒定为 30 s，改变
相对湿度的条件下，进行甲苯降解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相对湿度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

由图 5 可以看出，相对湿度在 20% ～ 60%范围
内，降解率随相对湿度的增大而升高; 但湿度大于
60%时，降解率反而下降。由反应式( 2) 、式 ( 3) 可
知，当相对湿度较低时，随着混合气体中水分子的增
多，紫外光分解产生的·OH 也增多，降解反应增强，

降解率得到提高;而相对湿度过高时，体系中过量的
水分子会与甲苯竞争吸收紫外光，紫外光的利用率
下降，甲苯的链式反应被减缓，故降解率下降［14］。
因此，混合气体的相对湿度应维持在一个适宜的范
围内，以确保得到较高的甲苯降解效率。
2. 7 气体停留时间的影响

在光化学氧化反应过程中，紫外光的光照时间
是影响氧化反应进程的重要因素。为考察 VUV 光
照时间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在保持甲苯质量浓
度为 300 mg /m3，光照强度为 84 W，O3 质量浓度为
500 mg /m3，相对湿度恒定为 50%的条件下，气体停
留时间对甲苯降解率的影响如图 6所示。

图 6 气体停留时间对甲苯降解效率的影响

由图 6 可以看出，随着甲苯气体在反应器中停
留时间的延长，降解率不断升高。当停留时间为
10 s时，降解率为 26. 8%;停留时间延长至 60 s 时，
降解率升高至 90. 3%。这是因为当停留时间延长
时，甲苯气体接受紫外光照射的时间增加，紫外光发
射的光子数增多，产生的·OH 数量增多，所以降解
率升高。此外，当停留时间大于 40 s，继续延长停留
时间，甲苯降解率提高的幅度不断减小。故采用
VUV /O3 降解甲苯时，应合理选择气体停留时间。
2. 8 甲苯降解反应动力学分析

由 2. 4 的实验结果可知，VUV 的光照强度是影
响甲苯降解反应的关键因素。为了研究在不同光照
强度下甲苯的降解反应动力学情况，在光照强度分
别为 28、84、140 W，保持甲苯质量浓度为 300 mg /m3，
O3 质量浓度为 500 mg /m3，相对湿度恒定为 50%，
改变停留时间为 0～40 s的条件下，对甲苯进行降解
实验。将实验结果根据对数方程 ln( C0 /C t ) －t 进行
处理，结果如图 7和表 3所示。结果发现，曲线线性
度拟合良好，相关系数均达到 0. 99 以上。因此，提
出甲苯降解反应过程符合式( 7) 所示的伪一级反应
动力学方程［13］。

r = － dC /dt = kCt ( 7)

式中: r为反应速率，mg / ( s·m3 ) ; k 为表观速率常
数，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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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W; 2—84 W; 3—140 W

图 7 不同光照强度下降解反应 ln( C0 /Ct ) 与
t的关系

表 3 不同光照强度下甲苯的反应动力学参数

光照强度 /W ln( C0 /Ct ) = kt Ｒ2 降解率( 40 s) /%

28 ln( C0 /Ct ) = 0. 0096t 0. 9937 30. 6

84 ln( C0 /Ct ) = 0. 0367t 0. 9992 78. 3

140 ln( C0 /Ct ) = 0. 0632t 0. 9964 91. 2

由图 7和表 3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光照强度下，
甲苯的降解反应过程均符合伪一级反应动力学方
程。且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大，表观速率常数 k 不断
增大，甲苯降解率也不断升高。这与张宇飞［13］、
Vincent等［15］所得结论一致。可见，当采用 VUV /O3

协同体系对甲苯进行降解时，其降解反应过程符合
伪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且表观速率常数与光照强
度呈正相关关系。

3 结论

( 1) 采用 O3、VUV 和 VUV /O3 体系对甲苯进行

降解对比实验中发现，VUV /O3 体系对甲苯的降解
效果最好，且 O3 与 VUV存在协同作用。

( 2) 当采用 VUV /O3 协同体系对甲苯进行降解
时，随着甲苯初始质量浓度的增大，降解率不断降
低; 增强光照强度，延长气体停留时间，降解率升高;
而增大 O3 质量浓度，提高相对湿度，降解率呈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当甲苯质量浓度为 100 mg /m3，
光照强度为 84 W，O3 质量浓度为 500 mg /m3，相对
湿度为 50%，停留时间为 30 s 时，甲苯的降解率高
达 92. 3%。

( 3) VUV /O3 协同降解甲苯的反应过程符合伪

一级反应动力学，且表观速率常数与光照强度呈正
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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