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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O与负载间相互作用的密度泛函理论 

 

桂进发，张永亮，赵海波 

(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 

摘 要：通过密度泛函理论(DFT)模拟了不同负载对 Cu 基氧载体反应性能和抗烧结性能的影响．首先通过 DFT

模拟计算得出了 CuO 纳米团簇在 4 种不同负载(TiO2、ZrO2、CuAl2O4 和 MgAl2O4)上的吸附能分别为-

2.96,eV、-5.14,eV、-4.25,eV 和-5.42,eV，其中 TiO2 的吸附能最低，不利于氧载体颗粒的抗烧结性，但 CuO

在 ZrO2、CuAl2O4和 MgAl2O4上的高吸附能有助于抑制氧载体的烧结．通过计算不同负载下团簇释氧过程的能量

势垒来比较负载对氧载体释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氧气分子从表面的脱附过程是整个释氧过程的速控步骤．不

同负载(TiO2、ZrO2、CuAl2O4和 MgAl2O4)下 CuO 纳米团簇总的释氧能量势垒分别为 3.45,eV、3.33,eV、3.28,eV

和 3.41,eV，其中负载于 CuAl2O4的 CuO释氧能量势垒最低，反应活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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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Calculation for CuO-Support Interactions 

in Cu-Based Oxygen Carriers 

 

Gui Jinfa，Zhang Yongliang，Zhao Haib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Combus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Periodical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DFT)calcul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upports(TiO2，ZrO2，CuAl2O4 and MgAl2O4)on the Cu-based oxygen carri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reactivity and resistance to sintering．First，the adsorption energies of CuO nanocluster on the four supports 

were calculated and they were -2.96,eV，-5.14,eV，-4.25,eV and -5.42,eV，respectively．The adsorption energy 

of CuO nanocluster on TiO2 is the lowest，which is not beneficial to resistance to sintering of oxygen carrier parti-

cles．However，the high stability of CuO nanocluster on ZrO2，CuAl2O4 and MgAl2O4 helps to suppress the ten-

dency towards sintering．Then，the energy barriers of oxygen release process were examin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support on oxygen carrier decomposition reactivity．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sorption of O2 molecular from the 

particle surface was the rate-determining step for all the supported CuO oxygen carriers．The O2 desorption energy 

barriers were 3.45,eV(with the support of TiO2)，3.33,eV(with ZrO2)，3.28,eV(with CuAl2O4)and 3.41,eV(with 

MgAl2O4)，respectively. Among these，CuO/CuAl2O4 shows higher reactivity due to relatively low energy barrier 

order for O2 desorption． 
 

Keywords：chemical looping with oxygen uncoupling；Cu-based oxygen carriers；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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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元

凶．CO2 捕集与封存技术[1]是目前最为行之有效的

CO2 减排技术之一．而化学链燃烧(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CLC)技术在降低 CO2 捕集成本方面具

有很大的优势[2]．CLC 将燃料的燃烧过程分为两个独

立的化学反应过程：氧载体在燃料反应器中的还原过

程和氧载体在空气反应器中的燃烧过程[3-5]．CLC 避

免了燃料与空气的直接接触，从而达到了 CO2 富集

的目的，也根除了热力型 NOx 的产生． 

然而，由于 CLC 中固-固直接反应很难进行，加

上固体燃料较难气化，限制了 CLC 技术应用于固体

燃料的发展．Mattisson 等[6-8]提出了化学链氧解耦燃

烧(chemical-looping with oxygen uncoupling，CLOU)

的概念．CLOU 使用的氧载体可在适当的温度和氧分

压下释放氧气，将传统 CLC 的燃料反应器中的反应

进一步分为两步反应：气态氧从氧载体上分解析出的

反应和析出氧气与燃料的反应．整个 CLOU 反应过

程可以用以下 3 个方程表示： 

   2,MeOx→2,MeOx-1＋O2  (燃料反应器) (1)
 

   Fuel＋O2→CO2＋H2O   (燃料反应器) (2)
 

   2,MeOx-1＋O2→2,MeOx  (空气反应器) (3)
 

如方程(1)所示的氧气的分解析出过程是影响整

个 CLOU 反应速度的关键过程．因此，关于合适释氧

氧载体的研究一直是 CLOU 研究的重中之重．铜基

氧载体具有环境友好、价格较低廉、吸氧释氧性能优

良以及吸氧释氧温度区间合适的特点，是目前 CLOU

中应用最广泛的氧载体．但 CuO 在高温下容易烧

结，因此，常需添加惰性负载来改善其抗烧结性，常

用的惰性负载包括：TiO2、ZrO2、CuAl2O4 和 MgAl2O4

等[9-13]．针对添加负载的铜基氧载体，研究者在制备

方法、负载选择和实验性能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Colussi 等[14]研究发现氧载体起始释氧温度和所

选取的负载密切相关．相比于其他负载，CuO 和

CeO2 间强烈的协同作用使得 CuO/CeO2 氧载体表现

出更加优良的反应活性．Imtiaz 等[15]研究了不同负载

对铜基氧载体释氧速率的影响，发现 Al2O3 负载下的

CuO 比 MgAl2O4 负载下的 CuO 具有更高的释氧速

率．此外，很多学者[13]也研究了不同的复合负载(如：

MgAl2O4/TiO2、MgAl2O4/SiO2 和 TiO2/SiO2 等)对铜

基氧载体 CLOU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负载材料与

氧载体的协同作用增强了氧载体的机械性能和反应

性．现有的研究[16-19]表明，在混合负载的金属氧载体

中，金属-金属、金属-氧-金属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氧载

体产生了新的微观结构和电子特性，使得氧载体表现

出不同以往的化学特性．选择合适的负载对于加强

铜基氧载体性能至关重要．目前大量的研究主要通

过反复实验-总结-指导实验的方法进行，对 CuO 和

负载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理研究还比较缺乏，制约了

这项技术的发展．但目前的实验技术条件尚无法实

时监测氧载体微观反应过程，需要借助其他手段进行

微观研究． 

密度泛函理论(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DFT)是

一种广泛应用的量子化学计算方法，它从微观角度出

发，描述材料内部的电子结构、体系能量和反应中间

态等信息，为深入了解内部反应微观机理提供了大量

帮助．Mei 等[20]通过 DFT 计算研究了 γ-Al2O3 负载

对 Pt/PtO 抗烧结性能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Alp 和

Pt 及 PtO 间的强烈相互作用抑制了 Pt/PtO 的烧结趋

势．Nolan 等[21-22]研究了金属氧化物对光催化材料反

应活性的影响．Du 等[23]研究发现，当 MgH2 吸附在

V2O5 表面时，Mg—H 间的键长被拉长，这促进了

MgH2 中氢气的解离．Qin 等 [ 2 4 ]研究了不同负载

(Al2O3、ZrO2 和 MgO)对铁基氧载体的影响，负载的

存在活化了 Fe2O3并减少了还原反应的能量势垒．上

述的研究表明，DFT 计算可以很好地解释氧载体的

微观反应机理，并进一步为新型氧载体设计提供 

帮助． 

本文通过 DFT 计算，研究了常见的几种负载

(TiO2、ZrO2、CuAl2O4 和 MgAl2O4)和 CuO 之间的相

互作用，进而探究这些微观作用对铜基氧载体抗烧结

性能的影响．然后通过 Complete LST/QST 方法，研

究了在负载结合下氧载体的微观释氧过程，并比较了

不同负载对氧载体反应活性的影响． 

1 计算参数及模型 

1.1 计算参数 

本文采用 CASTEP(Cambridge Serial Total En-

ergy Package)
[25]进行 DFT 计算．首先对不同负载材

料的周期性晶胞进行结构优化．结构优化及能量计

算过程中，体系交换相关能部分采用广义梯度近似

(generalized gradient approximation，GGA)的 Perdew 

and Wang(PW91)方法[26]进行处理．体系布里渊区积

分采用 Monkhorst-Pack 形式的特殊 K 点方法[27]，K

点间隔值取 0.04，截断能取 400,eV．结构优化以能

量、位移和力收敛为判据，收敛阀值分别为 1×10
-5 

eV、0.000,1,nm 和 0.3,eV/nm．在该参数下，单位晶胞

的总能表现出良好的收敛性．为了在 GGA 方法下准

确地描述 Ti 原子外 d 轨道电子的强相关性，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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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原子外 3d 轨道电子进行＋U 处理，即采用所谓的

GGA＋U 方法[28]．根据相关文献[29-30]，U 值设定为

4.5,eV. 采取以上条件计算出的晶胞参数与实验结果

比较如表1所示，吻合良好，说明以上参数设置合理． 

表 1 TiO2、ZrO2、CuAl2O4 和 MgAl2O4 晶胞参数 

负载(空间群) 模拟值 实验值 

TiO2 

(P42/MNM) 

a＝b＝0.463,970,3,nm 

c＝0.296,483,1,nm 

α＝β＝γ＝90℃ 

a＝b＝0.458,4,nm 

c＝0.295,3,nm 

α＝β＝γ＝90℃[31] 

ZrO2 

(P42/NMC) 

a＝b＝0.361,614,6,nm 

c＝0.526 485 5,nm 

α＝β＝γ＝90℃ 

a＝b＝0.364,nm 

c＝0.527,,nm 

α＝β＝γ＝90℃[32]
 

CuAl2O4 

(FD-3M) 

a＝b＝c＝0.815,8,nm 

α＝β＝γ＝90℃ 

a＝b＝c＝0.815,3,,nm[33]

α＝β＝γ＝90℃ 

MgAl2O4 

(FD-3M) 

a＝b＝c＝0.818,5,nm 

α＝β＝γ＝90℃ 

a＝b＝c＝0.809,nm 

α＝β＝γ＝90℃[34] 

 

1.2 计算模型 

鉴于实验制备的负载型氧载体[6]
 CuO 晶粒能均

匀地分散在负载材料中，本文将研究模型定为活性组

分附于负载表面的氧载体模型，其结构如图 1(a)所

示．为了构建该复合模型，采用 CuO 团簇模型模拟

分散于负载中的活性 CuO 组分，用周期性平板模型

模拟作为基底的负载组分，以此研究负载和活性载体

间的相互作用机理． 

 

  （a）负载型 CuO 氧载体模型   （b）Cu4O4 团簇模型 

图 1 活性组分附于负载表面的氧载体模型(单位：nm) 

对于作为氧载体的 CuO 团簇，考虑到计算规模

及结构的合理性，选取 Cu4O4 团簇模型．对于该模

型，首先构建了一个 2,nm×2,nm×2,nm 的空晶胞

格，将团簇放入进行结构优化，优化后的晶胞结构如

图 1(b)所示．该结果显示团簇中 Cu—O 键长为

0.195,2,nm，与实验值(0.195,nm)
[35]基本一致． 

对于不同负载物质的表面，本次模拟分别选取

TiO2(110)
[30-36] 表 面 、ZrO2(100)

[37-38] 表 面 、CuAl2O4 

(100)
[39]表面和 MgAl2O4(100)

[40-41]表面作为模拟模

型的表面，它们分别为各种负载稳定的低米勒指数表

面，能够较准确地代表相应物质的表面．4 种负载的

表面模型由各负载经过优化的晶胞模型中切取，同时

在模型表面上方构建 2,nm 的真空层，以消除周期性

结构中表面层之间的纵向影响．然后分别构建了如

图 2 所 示 的 (2× 1)TiO2(110)平板模型 、(2×

2)ZrO2(100)平板模型、(2×1)CuAl2O4(100)平板模

型和(2×1) MgAl2O4(100)平板模型．为了准确研究

负载表面的影响，对周期性模型的下 3层原子进行固

定．经计算，这 4 种负载模型的表面能收敛值误差在

3%,以内，结果可靠． 

 

   （a）TiO2(110)        （b）ZrO2(100) 

 

    （c）CuAl2O4(100)      （d）MgAl2O4(100) 

图 2 4 种负载表面模型的原子结构 

2 模拟过程与结果 

2.1 不同负载对 CuO氧载体抗烧结性能的影响 

首先，针对不同负载的表面模型进行了表面能σ
的计算，表面能σ 由公式(4)计算： 

   σ＝1/2(Esurf-Ebulk)/A (4)
 

式中：Esurf 为所构建表面晶胞模型的总能量；Ebulk 代

表相同原子数量的内部晶胞总能量；A 代表所构建表

面晶胞模型的表面面积．图 3 为不同负载型铜基氧

载体的结构模型．经计算，4 种负载模型的表面能分

别为 0.84,J/m
2、1.69,J/m

2、1.36,J/m
2 和 2.14,J/m

2，其中

TiO2(110)表面、ZrO2(100)表面和 MgAl2O4(100)表 

 

    （a）TiO2(110)       （b）ZrO2(100) 

 

   （c）CuAl2O4(100)       （d）MgAl2O4(100) 

图 3 不同负载型铜基氧载体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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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的 表 面 能 与文献中 的模拟值 0.83,J/m
2[42] 、1.69 

J/m
2[43]和 2.25,J/m

2[44]基本一致，验证了计算方法和参

数选择的精确性和合理性，此外关于 CuAl2O4(110)

表面能并未见文献报道．然后将优化后的 Cu4O4 团

簇置于图 2 中 不 同 负 载 表 面 的 基底上 ，构造

CuO/TiO2、CuO/CuAl2O4、CuO/ZrO2 和 CuO/MgAl2O4

超晶胞模型，并进行计算优化，其结构见图 3． 

图 3 所示的优化结果表明，CuO 团簇与负载表

面形成了新的化学键：团簇底部的两个铜原子与负载

表面的两个氧原子分别成键，团簇底部的两个氧原子

和负载表面的金属原子成键．在吸附的同时，CuO 团

簇的结构也趋于不规则．通过进一步计算可得出

CuO 团簇和负载间新生成键的键长以及整个团簇负

载在表面上的结合能，以便更加直观地描述团簇和负

载间作用强弱．其中结合能计算公式如下： 

   ΔEads＝ECuO-surf-(Esurf＋ECuO) (5)
 

式中：ECuO-surf 为 CuO 团簇负载模型的总能量；Esurf

为未添加 CuO 团簇时负载模型的总能量；ECuO 为

CuO 团簇的总能量．结合能计算结果及新键键长如

表 2 所示． 

表 2 结合能计算结果及新键键长 

负载 Ead/eV Oc-1-Mes/nm Oc-2-Mes/nm Os-Cuc-3/nm Os-Cuc-4/nm 

TiO2 -2.96 0.190,0 0.191,2 0.200,4 0.200,4 

ZrO2 -5.14 0.187,2 0.187,3 0.204,2 0.204,3 

CuAl2O4 -4.25 0.189,6 0.189,6 0.189,4 0.189,3 

MgAl2O4 -5.42 0.187,0 0.187,0 0.192,5 0.192,5 

 

从结合能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CuO 和 TiO2 间

的结合能明显低于其他 3 种团簇/负载结构的结合

能，这 4 种负载与 CuO 的结合强度大小排序为 

TiO2＜CuAl2O4＜ZrO2＜MgAl2O4．晶体的烧结及团

聚现象主要由高温下原子扩散引起，由于负载的烧结

温度很高，原子扩散程度远小于 CuO 载体．因此当

CuO 与负载结合时，其结合强度越大越有利于抑制

CuO 的原子扩散、迁移，进而抑制团聚和烧结现象 

出现. DFT 计算表明，CuO/TiO2 结构形成的新键键 

长要大于其他 3 种团簇/负载结构，CuO 和 TiO2 间 

的相互作用较为微弱，抗烧结性能较差．与 TiO2 

相反，CuO/ZrO2 和 CuO/MgAl2O4 这两种负载的相互

作用较强，抗烧结性较好．这与实验研究结果相 

符，适量负载添加的 CuO/ZrO2 结构和 CuO/MgAl2O4

结构在多次 CLOU 循环中，氧载体能够保持活性，并

未出现烧结；而当 TiO2 作为负载时，不同负载添加量

及不同方法制备的 CuO/TiO2 结构总是会出现烧结 

现象[10]．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负载前后 CuO 微观结构和电

子云密度分布的变化，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CuO 团簇中两个 Cu 原子(Cuc-1 和 Cuc-2)周围的

电子密度减少(图 4正视图)，这些电子主要转移到了

负载表面的氧原子周围．团簇中与表面成键的两个

氧原子(Oc-3 和 Oc-4)周围均聚集了电子(图 4 侧视

图)，这些电子主要来自于负载表面的金属原子，如

Ti、Zr 和 Al．此外，Oc-1、Oc-2、Cuc-3 和 Cuc-4 原子电子

密度分布变化较小，主要是因为这些原子没有直接和

负载表面接触． 

 

（a）TiO2 

 

（b）ZrO2 

 

（c）CuAl2O4 

 

（d）MgAl2O4 

正视图            侧视图 

 

图 4 CuO团簇添加负载后电荷分布变化 

2.2 不同负载对 CuO释氧活性的影响 

由以上计算可知，CuO 和负载的接触或结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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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物质间电子转移和微观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及

电子转移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 CuO 的释氧活性．为

了研究不同负载情况下 CuO 释氧的微观动力学过

程，本文进行了 TS Search 计算，并选取 Complete 

LST/QST 方法对其进行过渡态搜索．反应过程的活

化能可用式(6)计算： 

   Eb＝E(TS)－E(IS) (6)
 

式中：E(TS)为反应过渡态总能量；E(IS)为反应初始

态总能量．计算中，反应的初始态为上一步优化后的

各种团簇/负载结构模型，用 IS 表示(如图 5 中 IS). 

然后从团簇/负载模型中移除顶位的两个氧原子，并

在超晶胞中引入一个自由 O2 分子．测试自由 O2 分子

置于团簇上方 0.2～1.0,nm 时的情况．结构优化的结

果表明，当自由 O2 分子到团簇的垂直距离为 0.5,nm

以下时，O2 分子趋向于吸附在团簇上，将这种情况下

优化后的模型设为反应中间态，用 IM 表示(如图 5

中 IM)．当自由 O2 分子到团簇的垂直距离大于

0.5,nm 时，O2 分子将不受表面的影响，仍能保持自由

状态，将自由 O2 分子置于团簇上方 0.7,nm 时的优化

模型设为反应终态，用 FS 表示(如图 5 中 FS)．由此

计算，得到整个反应过程的微观动力学过程(如图

5)，其中 TS 为 IS-IM 进行过渡态搜索得到的过渡

态．由图 5 可以看出，在整个释氧过程中，CuO 团簇

顶端的两个氧原子在高温下迁移，与底部的 Cu 原子

之间的键断开，并相互接近在团簇上方，形成 O—O

键结构，即图 5 所示的 IM 态．此时 CuO/TiO2、

CuO/CuAl2O4 、CuO/ZrO2 和 CuO/MgAl2O4 模型 中

O—O 结构的键长分别为 0.140,8,nm、0.141,7,nm、

0.140,9,nm 和 0.142,0,nm，均大于 O2 分子键长，表明

O—O 结构化学吸附于模型上方．随后，在低氧分压

条件下，O—O 结构将逐渐断开与团簇模型的连接，

从模型上脱附解离．这个过程为 Cu4O4→Cu4O2＋

O2(g)的团簇释氧过程． 

通过比较不同状态下的势能变化，可以得到整个

反应过程中的能量势垒．其结果如图 6 所示．对于

CuO/TiO2 、 CuO/ZrO2 、 CuO/CuAl2O4 和 CuO/ 

MgAl2O4，O—O 结构形成需要克服的能量势垒分别

为 1.78,eV、2.09,eV、2.21,eV 和 2.25,eV，O—O 结构

脱附势垒分别为3.45,eV、3.33,eV、3.28,eV 和 3.41,eV. 

其中脱附过程的能量势垒要明显大于 O—O 结构形

成过程的能量势垒，说明氧气分子的脱附过程是整个

释氧过程的速控步骤．对于 CuO/CuAl2O4 结构，总的

释氧过程能量势垒明显低于其他氧载体，说明其反应

活性较高；CuO/TiO2 结构的释氧过程能量势垒最高，

说明反应活性相对较低． 

 

图 5 比较不同负载下 CuO 团簇释氧过程的微观结构变

化(单位：nm) 

 

图 6 不同负载氧载体中 CuO团簇释氧过程的势能变化 

3 结 论 

  (1) 经 DFT 计算，氧化铜团簇与 TiO2、ZrO2、

CuAl2O4 和 MgAl2O4 这 4 种不同负载结合的结合能

分别为-2.96,eV、-5.14,eV、-4.25,eV 和-5.42,eV，结

果表明，CuO/ZrO2 和 CuO/MgAl2O4 结构的抗烧结

性最好，而 CuO/TiO2 结构的抗烧结性最差，与文献

研究结果一致． 

  (2) 对于氧分子的解离过程，脱附过程的能量势

垒要明显大于 O—O 结构形成过程的能量势垒，说明

氧气分子的脱附过程是整个释氧过程的速控步骤． 

  (3) CuO/CuAl2O4 的氧气分子脱附过程能量势

垒明显低于其他氧载体，说明其反应活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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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O/TiO2 结构的氧分子脱附过程能量势垒最高，说

明反应活性相对较低． 

  (4) 对比不同负载下氧载体的烧结特性和反应

活性，除 CuO/TiO2 外，抗烧结性能好的氧载体反应

活性反而较低．因此在选择合适的负载时，需要权衡

这两组特性的取舍，以提高氧载体的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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