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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化妆品中纳米 TiO2的检测技术研究 

李俊芳 贺燕婷 闫 妍 卢晓静 王 星 王 超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工业品所，北京，100123) 

摘 要 与传统的防晒化妆品相比，纳米 TiO 防晒化妆品有显著的优越性。目前，针对我国防晒化妆品纳米 

级 Tio2的存在判定及形貌鉴别确定 尚未形成统一的方法标准。本文通过 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等离子子发 

射光谱仪(ICP)、红外显微镜(IR)、热重分析仪 (TG)、x射线衍射仪(XRD)、扫描电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氮气吸附／脱附仪(BET)及紫外线分光光度(UV)等手段对防晒品中纳米 TiO。的晶体形貌、颗粒尺寸大 

小 、分布、比表面积及对紫外线 的吸收 和反射 能力 等进行 了较全 面的考察 ，建立了完整的防晒化妆品中纳米 TiO 

的识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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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剂也称遮光剂 ，按其 防护作用机制可分为 

物理阻挡和化学吸收。在防晒化妆品中，早期采用 

的防晒剂大部分 为有 机物，仅 能屏蔽 中波紫外线 

(UVB)，而且还存在毒性和化学敏感的问题l_1 。 

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纳米防晒剂在活性成分 

和载体这两方面充分体现 了其优越性。以纳米结构 

用于防晒化妆品中的活性 ，可以使防晒效果大大增 

强 。世界范围内用于防晒化妆品中的纳米 TiO 一 

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r3]。与传统的防晒化妆品 

相比，纳米 TiO：防晒化妆品具有更强的防晒性能、 

较弱的刺激性、良好的光稳定性 ，且易于引入稳定的 

纳米包裹技术。此外 ，还可以有控制地释放有效活 

性成分，显著提高产品 的 SPF值 (防晒系数)l_4 ]。 

但我国对防晒品中的纳米产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方 

法标准 ，用以认定防晒化妆品中是否含有纳米级别 

的 TiO ，其形貌及尺度如何确定，更没有任何专业 

的检测机构可以出具相应的检测结果。 

我们选择 目前已投入实际生产的、大量应用于 

日常生活中与公众接触频繁 的含纳米 TiO 防晒化 

妆品作为代表，对化妆品中的纳米添加物检测技术 

进行研究 ，本研究建立的化妆品中纳米粉体材料的 

分析评价方法是一种通用方法 ，该方法不仅适用于 

防晒品中纳米 Ti0 的检测，还对其它纳米化妆 品 

和含有无机纳米成分的消费产品中纳米物质的识别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l 实验部分 

1．1 无机成分的分离 

取化妆品(均为乳液状)于烧杯 ，水浴加热破乳 

后 ，分别用正 己烷、氯仿 、丙酮、甲醇依次洗涤，超声 

振荡并离心处理后，弃去上层悬浮物，取下层沉淀置 

于烘箱中干燥得到白色粉末 。该白色粉末用于后续 

各项检测 。 

1．2 仪 器 

对化妆品中的TiO。成分进行了 XRF，ICP，IR， 

TG，XRD，SEM，TEM，BET及 UV分析。 

无机元素分析以Thermo公司 QUANT 型 X 
一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进行；样品中纳米 TiO。含 

量使用 Varian公司 715一ES型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测定 ；显微红外谱 图使用美 国热电公司尼高 

力 iN10型红外显微镜(IR)测定；热失重曲线以 TA 

公司 Q50TGA型热重分析仪 (TG)获得 ；X射线衍 

射谱图采用德国 Bruker公司 D8FOCUS X射线衍 

射仪(xRD)测定；纳米 TiO。的形貌分析 以 日立公 

司 8-4800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进行 ；透射电子 

显微镜照片以 日本电子 JEOL JEM2011高分辨透 

射电子显微镜(TEM)进行拍摄 ；比表面积的测定使 

用美 国麦 克 公 司 Tristar3020氮 气 吸 附／脱 附仪 

(BET)；紫外透射光谱采用岛津公 司 UV一3600紫 

外分光光度计(UV)获得。 

基金项 目：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院长基金资助项 目。 

作者简介：李俊芳 ，女 ，1982年生 ，化学工艺专业硕士 。现工作 于中国检科院工业品所 ，从事纳米产品检测 。E mai 



2011年第3期 分 析 仪 器 53 

2 结果与讨论 

2．1 化妆品中纳米 TiO：的定性鉴别 

实验中随机选择了国内市售的 21种进 口防晒化 

妆品作为初筛试样 。产 品的原产地 分别为法 国、瑞 

士、日本 、韩国、摩纳哥 等 5个国家，其中原产地为法 

国、日本和瑞士的防晒化妆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以 XRF进行无机元素分析 ，其结果表 明，21种 

防晒化妆 品中有 12种 含 有钛 元 素。 比较 发现 ， 

TiO 组分主要集中在 SPF值较高的产品中，且化 

妆品中TiO 的含量与其 SPF值没有相关线性关 

系 ，由此推测 ，所测试 的防晒化妆 品并非采用 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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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一防晒剂，可能还含有其它防晒成分。 

2．2 化妆品中纳米 TiO：的含量测定 

为了进一步研究化妆品中的纳米 Ti0 的精确 

含量，最终选取了 SPF值为 30，40，5O的 3个样品 

作为进一步实验对象 ，其样品序号分别为 01，02和 

O3。以 ICP测定 3个样品中 TiO 的含量分别为 9． 

57 ，6。87％ ，2。68 。 

图 1是 3种样品纳米 TiO。显微红外谱 图。结 

果表 明，3种样 品在红外基频 区出现相似的吸收谱 

图 ，说明 3种样品中所含有的有机组成大致相同，样 

品在 1000～2000cm 出现的多个强吸收带表明样 

品中含有丰富有机成分 ，而出现在 690cm 附近的 

距 离 (Itm ) 

图 1 样 品 01～03乳液的红外显微光谱图 

吸收带则归属为 TiO 中 Ti-O 吸收峰。3种样 品 

的红外吸收强度分布结果表 明，实验所选区域内各 

点的 Ti—O吸收峰强度分布基本一致 ，说明了纳米 

TiO 被均匀的混合在 3种乳液样品中。 

图 2是空气气氛下 3种防晒产品 的热失重 曲 

线。从图中可知 ，由于样品中含有大量的水 和有机 

成分 ，3个样品加热后均立 即开始失重，并随着样品 

失水和有机成分 的热分解 ，样 品在 500。C以前 出现 

多个失重峰 。而 500。C以后样品质量基本恒定 ，说 

明其有机组分 已完全分解，此时样 品的残量为无机 

组分的总质量。结果表明，3种样 品中无机成分 的 

含量较高，且有明显区别 ，3个样品热重分析残余量 

分别为 ：22．79 ，13．42％，6．45 。该组数据 比 

上文中的 ICP检测结果略高 ，应为有机成份热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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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碳残余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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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空气中 3种防晒产品的热失重 曲线 

2．3 无机成分的晶相测定 

图 3是 3种防晒品中无机成分 的 XRD谱图。 

样品在 2O～6O。均出现多个衍射峰，表 明材料具有 

较高的结晶度 ，其主要衍射峰可分别指认为金红石 

矿相 TiO2的(110)、(101)、(111)和(211)晶面衍射 

(标准卡编号 01—070—7347)。通过 XRD图谱并未 

观察到其他无机组分的存在。 

20(。) 

图 3 3种防晒品中无机成分的 XRD谱图 

a．样品 01 b．样品 02 c．样品 O3 

2．4 TiO：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 

图 4为 3种 防晒品 中无机成分 的 SEM 照片。 

由图可知 ，3种样品中均存在纳米尺度及微米尺度 

的两类颗粒。其 中，O1样 品中的纳米 TiO 为针状 

纳米颗粒 ，产品表面光滑，尺寸均一 ，其长度约为 6O 
～ 8O nm，而直径则小于 20nm。02样品中的纳米 

TiO。为尺寸小于 10nm的球形小颗粒，颗粒一定的 

团聚现象。O3样品为棒状 TiO 纳米颗粒，其长度 

约为 50nm，直径约为 20nm，产品表面可观察 到包 

覆物，团聚情况较 为严 重。推测此样 品中的纳米 

TiO 颗粒可能经过有机官能团表面修饰，与化妆品 

中的有机成分有较强 的相互作用 ，因此很难完全分 

离除去有机组分 ，这与热重及红外表征 的结果相吻 

合。此外，以 EDS对所观察到的纳米颗粒进行辅助 

元素分析 ，结果显示这些纳米结构均为 TiO。。 

2．5 纳米 TiO：样品的透射电子显微镜表征 

图 5为 3种防晒品中无机成分的 TEM 照片。 

从图中可知，3个样品的 TEM 谱图所观察到的形貌 

均与 SEM结果相符，分别为针状、类球状颗粒与棒 

状，其尺寸与形貌均具有较好的均匀度。辅助电子衍 

射观察 ，样品具有高度晶化 的金红石矿相 ，与XRD 

图 4 样品 01～O3提纯粉末 中纳米 TiO2的 SEM 照片 

a．样品 01 b．样品 02 c．样品 O3 

一 一静鞍举蝌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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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样品 01～03提纯粉末 中纳米 TiO 的透射 电镜照片 

a．样品 01 b．样品 02 C．样品 O3 

表征相吻合。同时，以 EDS能谱确认所观察到的纳 

米晶均为 Tio。。 

2．6 比表面积的测定 

比表面根据 Brunauer～Emmett—Teller(BET)方 

法计算得到，孔径分布采用 Barrett—Joyner—Halanda 

(BJH)方法计算 ，孔容根据在相对压力 0．98处的吸 

附量计算得到 ]。计算结果表明，样品 01和 03的 

比表面积则分别为 64．50m。／g和 66．64m。／g，而样 

品 O2提纯的粉体材料的比表面积最大，达到了 86． 

23m。／g。三种粉末样品的孔径分布曲线则表明，样 

品中没有孔径均匀分布的堆积孔结构的出现。 

2．7 含纳米 Ti()2防晒化妆品的紫外线防护性能评 

价 

(1)防晒化妆品中纳米 Tio 的防紫外机理讨 

论 

TiO 是一种 N型半导体，由 XRD测试结果可 

知 ，用于以上检测的三种防晒化妆品中的纳米 Ti()。 

均为金红石型结构。当波长小于 400nm 的紫外线 

照射到具有金红石结构的 TiO。时 ，价带上 的电子 

可吸收紫外线而被激发到导带上 ，同时产 生电子一 

空穴对 ，因此该结构 TiO。具有吸收紫外线的功能 。 

同时，SEM 和 TEM 测试结果可知 ，样 品中的纳米 

TiO 粒径小且粒数众多 ，结合 BET检测结果可知 ， 

这些纳米结构形成 了远大 于普通 粉体材料 的比表 

面 ，阻挡或截获紫外线的几率就大大增加 。另一方 

面，紫外线本质上是电磁波，当紫外线作用到样品中 

纳米 Tio。粒子时，由于纳米 TiO。粒子尺寸小于紫 

外线 的波长 ，样 品中的纳米 TiO 粒子 中的电子被 

迫振动(其振动频率与入射光波 的频率相同)，成为 

二次波源，向各个方向发射 电磁波 ，从而使紫外光散 

射 。 

(2)积分球反射法测 定化妆品中纳米 Ti0 的 

紫外线吸收率 

图 6是积分球反射法测得 的三种化妆品的吸光 

度谱图。由图可知，三种 样品在 200～400nm 均有 

较低 的透 过率 ，具有一 定 的紫外线 吸收能力 。而 

O2、O3样品的紫外透过率明显低 于 0l样品，可见， 

O2、O3样品其防晒功效好于 01样品，这与材料 的形 

貌及分布形态有一定的关系。计算表明，O1～03样 

品的光学带隙分别为 3．38、3．56和 3．62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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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积分球反射法法测 3种化妆 品的吸光度谱图 

3 结 论 

通 过 XRF，ICP，IR，TG，XRD，SEM，TEM， 

BET及 UV等对防晒品 中纳米 TiO 的晶体形貌 、 

颗粒尺寸大小、分布、比表面积及对紫外线的吸收反 

射能力等进行 了较全面的考察 ，基本建立 了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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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化妆品中纳米 Ti0 的识别体系。 

对产品的纳米结构测定结果还表明，纳米 TiO。 

因其较小的颗粒尺寸和高度晶化的结构特征，可形 

成高比表面积的防晒膜，对紫外线有较强的吸收和 

反射能力，其产品能效优于普通超细粉体防晒剂。 

本研究方法可获得关于材料的物相、微观结构、 

晶体结构、光电性质等重要信息，可以较为客观全面 

的评估材料的功能与效力 ，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推广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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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tradional sunscreen products，nanoscale TiO2 sanscreen products have remarkable ad— 

vantages．But at present，there is no standard method to identify the presence of TiO2 and characterize its 

morphology in sunscreen products in China．In this paper，the crystallinity，particle size，distribution sta— 

tus，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UV absorption capacity of TiO2 in sunscreen produc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XRF。ICP，IR，IG，XRD，SEM ，TEM ，BET and UV techniques．Through this study，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nanoscale TiO2 in sunscreen products has been set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