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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 Ce/Zr 对 γ-Al2O3(110)表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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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密度泛函理论(DFT)计算了掺杂 Ce/Zr 时 γ-Al2O3(110)表面能量的变化，探讨了其对 γ-Al2O3(110)
表面的影响．结果表明，掺杂 Ce/Zr 有利于γ-Al2O3(110)表面氧空穴位的形成，从而促进氧分子的吸附和分解，
增加表面活性氧数量．掺杂 Ce 可促进γ-Al2O3(110)表面对 NO 的吸附，但不利于对 NH3 的吸附．掺杂 Zr 可促进
γ-Al2O3(110)表面对 NO 和 NH3 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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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e/Zr Doping on γ-Al2O3(110)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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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DTF)was applied to compute the energy change of γ-Al2O3(110)surface
when Ce/Zr was doped．Discussion was performed based on theory calcul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Ce/Zr doping
is beneficial to the formation of oxygen vacancy on γ-Al2O3(110)surface，thus enhancing the adsorp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oxygen molecules．Ce doping can promote the adsorption of NO and prohibit the adsorption of
NH3．Zr doping，however，is able to facilitate the adsorption of NO and NH3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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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是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之一，而火电厂的
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 35%～
40%,[1]．因此，对火电厂进行烟气脱硝具有重要意义.
在众多烟气脱硝技术中，选择性催化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脱硝技术因其脱硝率高、选

择性好、成熟可靠等优点，已经成为国内外电厂脱硝
的主流技术．
SCR 催化剂的活性组分通常负载在比表面积和
热稳定性比较高的氧化物载体上，以提高催化剂的比
表面积和结构稳定性．常见的载体有 TiO2 、γ-Al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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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iO2 等．目前，广泛应用的商用 SCR 催化剂为
V2O5-WO3(MoO3)/TiO2 催化剂．
研究者通过对催化剂改性的方法以得到性能更
优的催化剂．研究表明[2]，Ce 可以通过氧化或还原时
价态的变化以释放和储存氧，其表现出的较好储氧能
力有利于 NO 和 NH3 在催化剂表面的吸附和反应，
进而提高催化剂的活性．但 CeO2 的热稳定性差，在
较高温度下容易发生晶粒团聚而降低活性氧的移动
能力，因此，在掺杂 Ce 的基础上再掺杂 Zr，发现可以
有效提高活性氧的移动能力 [3-4]．
目前，对于 SCR 催化剂各种活性组分的作用已
有大量细致的研究，但基于量子化学理论的分子水平
的微观机理研究鲜有报道．密度泛函理论(DFT)已广
泛应用于气体小分子(NO，NH3 ，O2 等)与晶体表面
相互作用研究领域 [5-7] ．因此，本文利用了密度泛函
理论(DFT)对载体 γ-Al2O3 的表面进行建模，分别计
算了 γ-Al2O3(110)表面掺杂 Ce/Zr 后的掺杂能，确定
了最稳定的掺杂构型．在此基础上产生氧空位，并计
算了氧空位形成能和 O2、NO 和 NH3 的吸附能，从而
得出了掺杂 Ce/Zr 对 γ-Al2O3(110)表面特性的改进
作用．

1 计算模型和方法

模型，包含 12 个 Al2O3 分子，固定下面 4 层，允许上
面 3 层弛豫以简化计算，并将模型沿 z 轴方向添加
1.2,nm 的真空层以防止吸附质与其他表面间的相互
作用．γ-Al2O3(110)表面上吸附有三配位 Al(Al3c)、
四配位 Al(Al4c)、五配位 Al(Al5c)、二配位 O(O2c)和
三配位 O(O3c)．Al3c、Al4c、Al5c 和 O2c 是配位不饱和
吸附位，而 O3c 则是配位饱和吸附位[11]．
Ce/Zr 等活性组分掺杂到 γ-Al2O3(110)表面上
的掺杂能的计算公式为
Edope =EMAl2O3 + EAl - {EAl 2 O3 + EM }

式中：EAl 和 EM 分别为单个 Al 和 M(M 为 Ce，Zr
等)原子的能量；EAl O 为 γ-Al2O3(110)表面的能量；
2

3

EMAl2O3 为 Ce/Zr 等活性组分掺杂到 γ-Al2O3(110)表面

后优化所得到的能量．
氧空位形成能的计算公式为
1
Evac ={EMAl2O3- x + EO2 } - EMAl2O3
2

(2)

式中：EMAl O 是已掺杂 γ-Al2O3(110)表面形成一空
2

3- x

位时的能量，氧空位形成能的大小用 O2 分子能量的
一半做参照．
O2、NO 和 NH3 在 γ-Al2O3(110)表面吸附的吸附
能计算公式为
Ead =EO /NO/NH +(110) − EO /NO/NH − E(110)
2

本文的量子化学模拟采用 Digne 等[8]提出的 γAl2O3 模型，先建立勃姆石晶体模型(AlOOH)，然后
以脱水的形式得到 γ-Al2O3 的晶胞模型．所有构型的
优化和电子结构的计算均是在 Dmol3 程序中完成
的．所有计算采用自旋非限制且没有设置任何对称
性限制．利用广义梯度近似(GGA)，选择 PW91 方
法 ．对 核 轨 道 的 处 理 采 用 密 度 泛 函 经 验 核 赝 势
(DSPP)方法，对原子的价轨道采用带极化的双数值
原 子 基 组 (DNP) 进 行 计 算 ．Brillouin-zone 积 分 的
Monkhorst-Pack 网络参数设为 2×2×l，MethfesselPaxton smearing 设定为 0.005,Ha，结构优化以梯度、
位移和能量是否收敛为判据，最大梯度、最大位移和
最大能量的收敛精度均分别优于 2.0×10 2,a．u./nm、
5.0×10 4,nm 和 1.0×10 5,a．u.．
根据 Digne 等[8]的模型，经过结构优化后得到的
晶胞参数为 a＝0.559,nm，b＝0.842,nm，c＝0.809,nm
和 β＝90.58,°，符合文献[5,9]的报道．因γ-Al2O3 (110)
表面占所有 γ-Al2O3 表面的 70%～83%,[9-10]，具有代
表性，因此本文以其为研究对象．从 γ-Al2O3 晶胞模
型中切割出γ-Al2O3(110)平面得到一个 7 层周期平板

(1)

3

2

3

式中：E(110) 和 EO /NO/NH 分别为 γ-Al2O3(110)表面和
2

3

O2/NO/NH3 的能量；EO /NO/NH +(110) 是 O2/NO/NH3 在 γ2

3

Al2O3(110)表面上稳定吸附时的总能量．

2 结果与讨论
建模优化后得到的 γ-Al2O3(110)表面模型见图
1．分别用 Ce/Zr 原子替换 3 种不同配位类型(Al3c、
Al4c、Al5c)的 Al 原子，结构优化后得到 3 种稳定的构
型，分别计算所得 3 种不同构型中 Ce/Zr 的掺杂能，

（a）侧视图

（b）俯视图

图 1 γ-Al2O3(110) 表 面 的 侧 视 和 俯 视 图 ( 红 色 原 子 为
O，粉红色原子为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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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显示了不同情况下的掺杂能．掺杂能为负值表
示该掺杂过程可自发进行，且其绝对值越大，掺杂过
程越容易．结果表明，无论掺杂 Ce 原子还是 Zr 原
子，其替换Al5c 的概率均比替换Al3c 和Al4c 的概率大，
因此，为简化分析，仅考虑Ce/Zr 替换Al5c 的构型．
表 1 不同情况下的掺杂能

kJ/mol

掺杂物

替换 Al3c-1

替换 Al4c-1

替换 Al5c-1

Ce

-215.16

-175.60

-239.28

Zr

-294.28

-296.21

-302.00

2.1 掺杂 Ce/Zr 对氧空位的形成影响
将 Ce/Zr 原子替换掉 Al 5c 进行掺杂后，第一
层表面内的 Ce/Zr 原子共与 O2c-3、O3c-1、O3c-2 和 O3c-3
4 个原子相连．分别将 4 个 O 原子移除后形成氧空
穴，结构优化后得到其氧空位形成构型如图 2 所示，
将 4 种构型分别记为 DeO1、DeO2、DeO3 和 DeO4．

（a）DeO1

（b）DeO2

（c）DeO3

（d）DeO4

图 2 Ce 掺杂 γ-Al2O3(110)表面的氧空位形成构型(红色
原子为 O，粉红色原子为 Al，白色原子为 Ce)

分别计算 4 种构型在未掺杂 Ce 和掺杂 Ce 情况
下的的 γ-Al2O3(110)表面氧空位形成能，其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掺杂 Ce/Zr 之后的氧空位形成能
相比于未掺杂的情况均有明显提高，这说明 Ce/Zr 的
掺杂有利于氧空位的形成．且掺杂 Zr 时在 DeO1 、
DeO2 和 DeO4 这 3 种构型下氧空位形成能均高于掺
杂 Ce 的情况，这说明掺杂 Zr 比掺杂 Ce 更有利于氧
表 2 不同情况下的氧空位形成能
构型

未掺杂

掺杂 Ce

kJ/mol

空位的形成．此外，通过 Mulliken 布居分析表明，分
别移除 4 个 O 原子时，Ce 和 Zr 原子的电荷量均减
少，说明其周围失去 O 原子时，Ce 和 Zr 得到电子，
本身被还原．
2.2 氧空位对 O2 吸附的影响
将一个 O2 分子放在掺杂 Ce 的γ-Al2O3(110)表
面空穴位并进行结构优化，4 种构型对应的结果可分
为两类：对于 DeO1 和 DeO3 构型，优化后的 O2 分子
的双键在 Ce 原子的作用下明显被拉长至断裂，一个
O 原子补充到氧空位．另一个 O 原子则移动到邻近
的 Al 顶位与之结合成键，两种构型的 O2 吸附能分别
为 -648.48,kJ/mol 和 -714.18,kJ/mol ；对 于 DeO2 和
DeO4 构型，优化后的 O2 分子的双键并未断裂，仅由
原来的 0.122,nm 分别拉长到 0.150,nm 和 0.152,nm，
该 情 况 下 的 O2 吸 附 能 分 别 为 -532.98,kJ/mol 和
-517.26,kJ/mol．
将一个 O2 分子放在掺杂 Zr 的γ-Al2O3(110)表面
空穴位并进行结构优化，４种构型均出现 O2 分子双
键断裂，但对应的结果同样可分为两类：对于 DeO1、
DeO3 和 DeO4 构型，O2 分子双键断裂后一个 O 原子
填充到原来移除的 O 空位处，另一个 O 原子则移动
到 Zr 原子的顶位并与 Zr 结合成键，3 种构型中的
O—Zr 键长相同，均为 0.182,nm，3 种构型下的吸附
能分别为-721.71,kJ/mol、-782.49,kJ/mol 和-826.88
kJ/mol；对于 DeO2 构型，O2 分子双键断裂后，一个 O
原子同样占据原来移除的 O 空位处，但另一个 O 原
子则移动到 Zr 和 Al 原子的桥位上并同时与 Zr 和 Al
原子结合成键．该构型下的吸附能为-779.60 kJ/mol.
通过 Mulliken 布居分析表明，吸附 O2 后 Ce 和
Zr 原子的电荷量增加，重新被氧化．对于未掺杂
γ-Al2O3(110)的 DeO1、DeO2、DeO3 和 DeO4 4 种构型
的吸附能分别为-390.76,kJ/mol、-459.27,kJ/mol、
-465.06,kJ/mol 和-477.60,kJ/mol．对比发现，掺杂 Ce
和掺杂 Zr 的γ-Al2O3(110)表面的 O2 吸附能均明显强
于未掺杂的情况，这说明掺杂 Ce 或 Zr 有利于氧空
位的形成的同时，也更有利于 O2 分子的重新吸附，
吸附的 O2 发生分解，不仅可以填补失去 O 原子的氧
空位，还增加了γ-Al2O3(110)表面的活性氧数量．同
时，掺杂 Zr 的γ-Al2O3(110)表面比掺杂 Ce 的γ-Al2O3
表 3 不同情况下氧空位的 O2 吸附能

kJ/mol

掺杂 Zr

构型

未掺杂

掺杂 Ce

掺杂 Zr

-390.76

-648.48

-721.71

DeO1

480.50

522.95

579.87

DeO1

DeO2

512.34

582.77

616.54

DeO2

-459.27

-532.98

-779.60

-465.06

-714.18

-782.49

-477.60

-517.26

-826.88

DeO3

501.72

587.59

582.77

DeO3

DeO4

543.21

606.89

627.15

De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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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表面的 O2 吸附能更强，说明 Zr 的掺杂更有利
于氧空位的形成和 O2 的吸附与分解．
2.3 氧空位对 NO 和 NH3 吸附的影响
选取 DeO1 构型以研究不同掺杂情况下氧空位对
NO 和 NH3 吸附的影响，见图 3 和图 4．
将一个 NO 分子放在掺杂 Ce 的γ-Al2O3(110)表
面空穴位并进行结构优化，发现 NO 双键被拉长至断
裂，然后 O 原子补充到氧空位，N 原子则与邻近的
Al 原子结合成键，且 Ce 原子与其他 3 个氧原子的
作用有所减弱，Ce 被重新氧化，NO 的吸附能为
－461.18,kJ/ mol．
将一个 NO 分子放在掺杂 Zr 的γ-Al2O3(110)表
面空穴位并进行结构优化，NO 双键被拉长，NO 经过
旋转移动后最后以 N 朝下的方式倾斜地吸附在空穴
上方，Zr 稍微被氧化，PDOS 结果分析表明 Zr、N、O
原子三者之间轨道杂化形成离子键，NO 的吸附能为
－297.01,kJ/mol．
由表 3 和表 4 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掺杂 Ce/Zr 的
γ-Al2O3(110) 表 面 对 NO 的 吸 附 强 于 未 掺 杂 的
γ-Al2O3(110)表面，说明掺杂 Ce/Zr 有助于增强空穴
氧空位的活性．但掺杂后的γ-Al2O3(110)表面对 NO
的吸附能力明显弱对于 O2 的吸附．此外，掺杂 Ce 的
γ-Al2O3(110)表面比掺杂 Zr 的γ-Al2O3(110)表面对
NO 的吸附更强，这应该由于 Ce 的原子半径更大，对
周围原子的吸引力更大，从而造成氧空位的活性更
强，而 Ce 原子又不易形成离子键，因此促进气体小
分子的分解．然而，Zr 的原子半径与 Al 更接近而且
容易形成离子键，这使得 NO 更倾向于与 Zr 形成离
子键而不是分解的方式吸附．
将一个 NH3 分子放在掺杂 Ce 的γ-Al2O3(110)表
面空穴位并进行结构优化，NH3 分子发生 H 裂解，分
离出的一个 H 填补了氧空位，剩下的 NH2 基团则移
动到 Ce 原子上方，Ce 原子失去电子被重新氧化，
NH3 的吸附能为－138.85,kJ/mol．
将一个 NH3 分子放在掺杂 Zr 的γ-Al2O3(110)表
面空穴位并进行结构优化，NH3 分子亦发生 H 裂解，
H 填补氧空位，NH2 基团移动到 Zr 原子上方与其形
成离子键，Zr 原子同样失去电子被氧化，NH3 吸附能
为－267.64,kJ/mol．
对比发现，掺杂 Ce/Zr 的γ-Al2O3(110)表面对
NH3 的吸附能力均明显弱于对 O2 和 NO 的吸附能
力．掺杂 Ce 的γ-Al2O3(110)表面比未掺杂表面对
NH3 的吸附弱，说明掺杂 Ce 不利于空穴氧空位对
NH3 的吸附．这应该是由于掺杂 Ce 减弱了与邻近氧
原子的作用，从而不利于 NH3 的裂解产物在γ-Al2O3

(110)表面的吸附．但掺杂 Zr 的γ-Al2O3(110)表面比
未掺杂表面对 NH3 的吸附强，这应该由于 Zr 与 NH2
基团形成离子键从而有利于 NH3 分子的吸附．

（a）NO

（b）NH3

图 3 掺杂 Ce DeO1 构型对 NO 和 NH3 吸附构型

（a）NO

（b）NH3

图 4 掺杂 Zr DeO1 构型对 NO 和 NH3 吸附构型
表 4 不同情况下氧空位的 NO 和 NH3 吸附能 kJ/mol
物质

未掺杂

掺杂 Ce

掺杂 Zr

NO

-126.39

-461.18

-297.01

NH3

-246.04

-135.85

-267.64

3 结 论
(1) 对于掺杂 Ce 或 Zr 的γ-Al2O3(110)表面，Ce
和 Zr 原子的周围更容易形成氧空穴位．
(2) 形成的氧空穴位有利于 O2 分子的吸附与分
解，这不仅填充了空穴位缺失的氧原子，同时增加了
表面上的活性氧数量．
(3) 对于掺杂 Ce 的γ-Al2O3(110)表面，NO 与
NH3 分子均可以被吸附而发生分解．对于掺杂 Zr 的
γ-Al2O3(110)表面，NO 的吸附稍强于未掺杂的表面
却明显弱于掺杂 Ce 表面，NH3 的吸附同样可以发生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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