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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类缓蚀剂在铜表面的吸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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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目的摇 对比三氮唑( TA) 和苯并三氮唑( BTA) 两种缓蚀剂的缓蚀性能,明确两种缓蚀剂在铜表
面的吸附类型,并从实验和分子模拟角度解释其吸附机理。 方法摇 采用动电位极化曲线法测试两种缓蚀
剂的缓蚀效率,采用吸附等温拟合方法确定两种缓蚀剂的吸附类型,采用分子模拟中的量子化学计算方
法计算两种缓蚀剂在铜表面的吸附能、形变电荷密度和分波态密度等参数,深入揭示其吸附机理。 结果

在不同浓度下,BTA 的缓蚀效率均大于 TA。 两种缓蚀剂浓度与覆盖度的关系符合 Langmuir 吸附模型,其
吸附自由能介于-35 ~ -37 kJ / mol 之间。 BTA 在铜表面的吸附能绝对值( 顶位为 4. 41 eV,桥位为 4. 36

eV) 要大于 TA 的吸附能绝对值(3. 28 eV) ,吸附过程发生了明显的电荷转移,电子云处于两个成键原子

之间,且 N 原子 s,p 轨道与 Cu 原子 d 轨道发生重叠。 中性和质子化形式的两种缓蚀剂分子均可在铜表

面发生平行吸附。 结论摇 由于 BTA 在铜表面的吸附能力强于 TA,因此 BTA 的缓蚀性能优于 TA。 两种
缓蚀剂在铜表面既能发生化学吸附,又能发生物理吸附。 化学吸附是由于 N 原子的 s,p 轨道与 Cu 原子

d 轨道相互作用所致,物理吸附是由于中性分子的范德华相互作用和质子化分子的静电相互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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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inhibition performance of two corrosion inhibitors: 1, 2, 4鄄triazole and benzotriazol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ir adsorption types on Cu surface and explain the inhibition mechanism from experiment and molecular simula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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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point of view. Methods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measurement was used to test the corrosion inhibitive efficiency of the two

inhibitors. The adsorption isothermal fitting method was used to explore their adsorption types on Cu surface. Adsorption energy,

deformation charge density and partial density of stat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 method to explain their

inhibition mechanism. Results The results of polarization measurement showed that the inhibition efficiency of benzotriazol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riazole at all concentrations. The relationship of concentration and coverage of the two inhibitors accorded with

the Langmuir adsorption isotherm, and their adsorption free energy was in range of -35 ~ -37 kJ / mol. The absolute value of ad鄄

sorption energy of benzotriazole ( top -4. 41eV, bridge -4. 36 eV)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triazole (3. 28 eV) . Obvious charge

transfer occurred in the adsorption process, and the electron atmosphere distributed between the two bonding atoms. In addition,

the s,p orbits of N atoms and the d orbit of Cu atoms overlapped during the adsorption process. Both of the neutral and protonated

forms of the two inhibitors could parallelly adsorb onto Cu surface. Conclusion The inhibition performance of benzotriazole was bet鄄

ter than that of triazole, which was due to the higher adsorptivity of benzotriazole compared to that of triazole. Both chemical ad鄄

sorption and physical adsorption existed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hibitors and the Cu surface, and the chemical adsorption of in鄄

hibitors on Cu surface was attributed to the covalent bond between N and Cu atoms, and the bonding interaction was due to atomic

orbits hybridization, while the physical adsorption between the inhibitor and Cu surface consisted of both Van der Waals forces and

electrostatic attraction.

KEY WORDS: azole organic compounds; corrosion inhibitor; adsorption mechanism;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projected density of states

摇 摇 金属铜及其合金应用广泛,但它们在流动的海
水、氧化性酸以及含有某些活性离子的环境中仍然会
发生较为严重的腐蚀

[1—2]

。 缓蚀剂保护方法具有突

出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铜及铜合金的腐蚀防护领域
中

[3—4]

。 与此同时,铜缓蚀剂缓蚀机理的研究也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5—6] 。 目前,缓蚀剂在铜表面的
吸附机理被广泛接受。 该机理认为,缓蚀剂分子可以

通过化学或者物理吸附作用吸附到金属的表面,形成
一层致密的保护膜,将腐蚀介质与金属表面隔离开

1摇 实验和计算方法
1. 1摇 极化曲线测试方法
摇 摇 极化曲线测试在 Reference 600 型电化学工作站

上进行,电解池采用三电极体系,工作电极为纯铜( 紫

铜) 电极,试样尺寸为 1. 0 cm伊1. 0 cm伊0. 2 cm,辅助

电极为铂电极,参比电极为饱和甘汞电极。 实验腐蚀

来,从而达到保护金属基体的作用 [7] 。

介质为 0. 5 mol / L 盐酸溶液,添加缓蚀剂的溶液中缓

分子模拟两种。 采用实验方法可以建立缓蚀剂在铜

为 30 益 。 电 化 学 测 试 参 数 设 置 为: 扫 描 电 位 区 间

目前研究缓蚀剂吸附机理的方法主要有实验和

表面的吸附等温模型,并能够进一步研究吸附类型和
特点,但该方法只能从宏观上研究缓蚀剂在铜表面的
吸附行为,不能解释缓蚀剂与金属之间的微观吸附机
理 [8—9] 。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分子模拟

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缓蚀剂的吸附机理研究。
唑类有机物是针对铜腐蚀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缓蚀

剂,但目前采用实验和分子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唑类
缓蚀剂吸附机理的研究还鲜有报道,且对于不同缓蚀
剂吸附性能的差异尚未有合理的解释。 因此,文中综
合应用极化曲线和量子化学计算相结合的方法,研究

蚀剂浓度分别为 0. 05,0. 1,0. 5,1 mmol / L,溶液温度

-250 ~ 250 mV( vs. OCP) ,扫描速率 0. 1 mV / s。 极化

曲线测试开始前,开路电位测试时间为 3600 s 。 测试
结束后, 采用电化学工作站的 Gamry Echem Analyst

模块分析提取自腐蚀电位 E corr 和腐蚀电流密度 J corr 。

电化学方法计算缓蚀效率 浊 的公式为:
浊=

J0corr -J
伊100%
J0corr

(1)

式中:J0corr 为未加缓蚀剂时铜试样的腐蚀电流密

度( A / cm2 ) ;J 为加有缓蚀剂时铜试样的腐蚀电流密

度( A / cm2 ) 。

了三氮唑( TA) 和苯并三氮唑( BTA) 两种唑类缓蚀剂

1. 2摇 量子化学计算方法

缓蚀剂吸附性能存在差异的原因。

软件包中的 Visualizer 模块构建,并利用该软件包中

在铜表面的吸附机理,并从分子结构角度解释了两种

缓蚀剂分 子 的 初 始 构 型 均 采 用 Materials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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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mol3 模块在不施加任何对称性限制的条件下优

溶液中的动电位极化曲线如图 2 所示,缓蚀剂浓度

化分子构型。 运用密度泛函理论广义梯度近似 GGA鄄

( c) 、电化学参数( E corr 和 J corr ) 、算得的缓蚀效率( 浊)

( DNP) 处理价电子波函数。 对体系中所有原子进行

在金属表面的覆盖度近似等于缓蚀效率 [13] 。

PBE 交换关联函数及加极化函数展开的双数值基组

全电子计算,热拖尾效应和实空间的截断半径分别采

及缓蚀剂在铜表面的覆盖度( 兹) 见表 1,其中,缓蚀剂

用 0. 005 Ha 与 0. 48 nm,以改进计算,所有计算均考
虑自旋非限制性 [10] 。 所构建的两种缓蚀剂分子初始

几何构型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2 种缓蚀剂分子的初始构型

Fig. 1 Original structures of the two inhibitor molecules: a) tria鄄
zole, b) benzotriazole

采用三维周期性的平板结构代替无限大铜表面,
选择铜最稳定的低米勒指数面(111) 面作为研究对

象 [10] 。 所构建的 Cu(111) 面为厚度是四层且每层含

有 9 个铜原子的 (3 伊 3 ) 超晶胞模型, 晶胞上层构建

2. 5 nm 的真空层,以确保周期性结构之间无相互作

用。 平板结构的底层原子“ 冻结冶 在原位置,其他所有
原子均保持自由状态 [11] 。 (3 伊3) 超晶胞的倒格空间
采用(3伊3伊1) 的 K 格点,每个(3 伊3) 超晶胞表面只吸
附一个缓蚀剂分子,相应的表面覆盖度为 1 / 9 ML。

初始构型中,缓蚀剂分子以垂直和平行两种方式

置于 Cu(111) 面。 三氮唑和苯并三氮唑两种缓蚀剂

分子在 Cu ( 111 ) 面 的 吸 附 能 驻E 通 过 以 下 公 式 得
出 [12] :
驻E = E total -( E ads +E Cu(111) )

(2)

式中:驻E 是分子在 Cu (111) 面的吸附能( eV) ;
E total 是分子吸附在表面时的体系总能量( eV) ;E ads 是
缓蚀剂分子的能量( eV) ;E Cu(111) 是未吸附分子时铜表
面的能量( eV) 。

图 2摇 铜电极在添加不同浓度缓蚀剂的盐酸溶液中的极化
曲线

Fig. 2 Polarization curves of Cu electrode in HCl solution contai鄄
n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A and BTA

表 1摇 铜电极的电化学参数和不同浓度缓蚀剂的缓蚀效率
Tab. 1 Electrochemical parameters of Cu electrode and
inhibition efficiency of the two inhibitor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Corrosion
inhibitor
TA

摇 摇 铜电极在含有不同浓度缓蚀剂的 0. 5 mol / L HCl

( mmol·L )
Blank

E corr

-189

34. 67

-187

-187

17. 34

83. 96 0. 84

11. 92

28. 68

-169

-172

ML

51. 01 0. 51

-166

0. 5

/%

兹/

53. 09

114. 71

-164

1

-2

-145

0. 05
0. 1

浊

( 滋A·cm )
108. 35

0. 5

0. 1

J corr /

/ mV
-177

-191

Blank
BTA

-1

0. 05
1

2摇 唑类缓蚀剂吸附机理的实验研究
2. 1摇 缓蚀性能分析

c/

68. 12 0. 68
89. 21 0. 89

49. 33

57. 09 0. 57

10. 32

91. 21 0. 91

5. 74

75. 89 0. 76
95. 34 0. 95

· 22·

表摇 面摇 技摇 术摇 摇

摇 2015 年 12 月

摇 摇 从图 2 可以看出,阳极极化曲线几乎没有变化,

子为单分子层吸附,且吸附的分子之间无相互作用。

极过程 [14] 。 此外,随着缓蚀剂浓度的升高,铜电极的

蚀剂吸附特征的两个热力学参数。 K ads 值越大,表明

度大于 0. 5 mmol / L 时,缓蚀效率趋于稳定。 对比两

面的过程中, | 驻G oads | <20 kJ / mol 时,该吸附类型为物

只有阴极过程受到抑制,说明两种缓蚀剂主要抑制阴

自腐蚀电流密度降低,缓蚀效率升高,且在缓蚀剂浓

种缓蚀剂的缓蚀效率可以看出,在相同浓度下,苯并
三氮唑的缓蚀效率均大于三氮唑的缓蚀效率,表明前

吸附平衡常数 K ads 和吸附自由能 驻G oads 是表征缓

缓蚀剂吸附能力越强。 此外一般认为,分子吸附到表

理吸附;当 | 驻G oads | >40 kJ / mol 时,该吸附类型为化学

吸附;当 20 kJ / mol臆 | 驻G oads | 臆40 kJ / mol 时,该吸附

类型既包含化学吸附,又包含物理吸附 [18—19] 。 K ads 为

者的缓蚀性能优于后者。

拟合曲线在 c / 兹 轴截距的倒数, 可进一步由公式(4)

2. 2摇 吸附行为分析
为了研究两种唑类缓蚀剂在铜表面的吸附机理,
将电化学实验所得缓蚀剂浓度与覆盖度的关系进行吸

附等温式拟合。 以 c / 兹 对 c 作图,见图 3。 从图 3 可以

求得:
K ads =

1
æ 驻G ö
exp ç - ads ÷
55. 5
è RT ø
o

(4)

式中:55. 5 为水的摩尔浓度( mol / L) ;R 为摩尔

看出,两种缓蚀剂拟合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R2 ) 均大

气体常数( J·mol -1 ·K -1 ) ;T 为热力学温度( K) 。

的吸附符合 Langmuir 吸附模型[15—17] ,其表达式为:

表 2。 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出,BTA 的吸附平衡常数大

于 0. 99,且斜率接近于 1。 这表明两种缓蚀剂在铜表面
1
c
=
+c
兹 K ads

算得两种缓蚀剂在铜表面的吸附热力学参数见

(3)

于 TA,说明前者在铜表明的吸附能力强于后者,这从

式中:K ads 为吸附平衡常数。 由此可以得出,两种

此外,两种缓蚀剂的吸附自由能 驻G oads 均为负值,说明

缓蚀剂分子是通过吸附在铜表面起到缓蚀作用的,且

其吸附遵循 Langmuir 吸附模型的特点,即缓蚀剂分

吸附的角度给出了 BTA 缓蚀性能优于 TA 的原因。
在酸性条 件 下, 其 在 铜 表 面 的 吸 附 为 自 发 过 程 [20] 。

两种缓蚀剂在铜表面的吸附自由能 驻G oads 在-35 ~ -37

kJ / mol 之间,说明缓蚀剂与铜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属
于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共存的混合吸附,且化学吸附
特征较强。
表 2摇 两种缓蚀剂在铜表面的吸附热力学参数
Tab. 2 The adsorption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of the
two inhibitors adsorbed on Cu surface
Corrosion inhibitor

K ads / ( L·mol -1 )

驻G ads / ( kJ·mol -1 )

BTA

3. 61伊10

-36. 07

TA

3. 53伊10

4

4

-35. 35

3摇 唑类缓蚀剂吸附机理分子模拟研究
摇 摇 为了研究缓蚀剂分子在铜表面化学吸附和物理

吸附的微观机制,文中利用密度泛函理论方法建立了

缓蚀剂在 Cu(111) 表面的垂直和平行吸附构型,分别

研究其化学和物理吸附行为,从成键和电子层面解释
缓蚀剂在 Cu 表面的吸附作用机理。

图 3摇 两种缓蚀剂在铜表面吸附的 Langmuir 等温式拟合

Fig. 3 Langmuir adsorption isotherm of the two inhibitors ad鄄
sorbed on Cu surface: a) triazole, b) benzotriazole

3. 1摇 化学吸附

3. 1. 1摇 最优吸附构型

图 4 给出了两种缓蚀剂在铜表面垂直吸附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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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构型,其中三氮唑的最稳定吸附构型为通过 N5 原

摇 摇 此外,分析缓蚀剂分子与铜表面成键键长可以看

通过 N7 原子顶位吸附于铜表面,也可以通过 N7 和

N 原子共价半径( r covN ) 和 Cu 原子共价半径( r covCu ) 分

子与铜表面发生顶位吸附,而苯并三氮唑分子既可以

N8 原子与铜表面发生桥位吸附。

出,二者之间键长 d N—Cu 介于 0. 209 ~ 0. 211 nm,已知

别为 0. 071,0. 132 nm [21] ,因此 d N—Cu 与 N,Cu 原子所
成共价键半径总和(rcovN +rcovCu = 0. 071 nm+0. 132 nm =

0. 203 nm) 接近。 这说明 BTA 和 TA 可以在铜表面发

生化学吸附,也验证了实验得出的缓蚀剂可在铜表面
发生化学吸附的结论。

3. 1. 2摇 差分电荷密度

图 5 给出了 BTA 和 TA 在铜表面化学吸附时的

差分电荷密度图。 差分电荷密度定义为体系总的电
荷密度减去体系中每一个原子的电荷密度,可以表征

体系电荷的转移情况。 图 5 中,小椭圆区域表示电子

密度增加的区域,大椭圆区域表示电子密度减少的区
域。 可以看出,缓蚀剂在铜表面吸附过程中发生了明
显的电荷转移,且电荷增加和减少的区域主要分布在

N 原子和 Cu 原子之间。 该差分电荷密度图验证了缓

蚀剂在 Cu 表面的垂直吸附为化学吸附。 此外,一般
而言,共价键的电子云处于两个原子之间,由此可知

图 4摇 两种缓蚀剂分子在 Cu 表面垂直吸附构型

缓蚀剂分子中的 N 原子与 Cu 原子所成的化学键为
共价键。

Fig. 4 Optimized vertical adsorption configurations of the two in鄄

hibitors on Cu(111) : a) triazole, b) benzotriazole鄄top,

c) benzotriazole鄄bridge

两种缓蚀剂分子在铜表面的吸附能( 驻E) 、成键

键长( d N—Cu ) 以及实验所得的缓蚀效率 ( 浊) 见表 3。
从表 3 数据可以看出,苯并三氮唑在铜表面的吸附能

绝对值( 顶位为 4. 41 eV,桥位为 4. 36 eV) 大于三氮
唑的吸附能绝对值(3. 28 eV) ,进一步说明了苯并三
氮唑吸附能力强于三氮唑。 二者之间的吸附性能差
异可以从分子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 由于苯并三氮

唑分子中苯环上的 仔 键会与 N 原子中的孤对电子发生
共轭效应,使 N 原子电子云密度增加,从而更容易得到

电子,因此苯并三氮唑与金属表面的相互作用更强。

表 3摇 两种分子在 Cu 表面吸附的吸附能、键长及缓蚀效率
Tab. 3 The adsorption energy, bond length and corro鄄
sion inhibition efficiency of the two inhibitors
adsorbed on Cu
Inhibitor

驻E / eV

d N—Cu / nm

BTA ( top)

-4. 41

0. 209

TA

BTA ( bridge)

-3. 28
-4. 36

0. 211
0. 211

浊/ %

75. 23

85. 03

85. 03

图 5摇 两种缓蚀剂在铜表面化学吸附时的差分电荷密度图

Fig. 5 Difference charge density of the two corrosion inhibitors
chemisorbed on Cu(111) surface: a) triazole, b) benzo鄄

triazole鄄top, c) benzotriazole鄄bridge

3. 1. 3摇 分波态密度
为了进一步研究缓蚀剂分子与金属表面发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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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N 原子的 s 轨道和 p 轨道杂化以及 N 原子和 Cu 原

面的吸附为例,对缓蚀剂分子与金属表面之间相互作

子轨道的相互作用所致。 通过计算并分析三氮唑分

BTA 与铜表面发生化学吸附前后,缓蚀剂中成键 N7

( PDOS) ,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这里不再赘述。

用的分波态密度( PDOS) 进行了分析。 图 6 给出了
原子的 s,p 轨道以及成键铜原子的 d 轨道的分波态
密度。 吸附前,分子中 N7 原子的 s,p 轨道的 PDOS

( 较高峰) 电子轨道分布为孤立尖峰,且峰值较高;吸

附后,相应 s,p 轨道的 PDOS( 较低峰) 电子轨道分布

峰值有所降低,且能级分布范围增大。 此外,相较于
吸附前 N7 原子的电子轨道分布,相互作用后峰值向

低能级方向移动至位于-8 ~ -4 eV 范围内。

子中 成 键 N 原 子 和 成 键 Cu 原 子 的 分 波 态 密 度

3. 2摇 物理吸附

与实验结果相对应,文中也对缓蚀剂在铜表面的
物理吸附机理进行了研究。 文献指出, 在酸性介质
中,有机缓蚀剂在铜表面的物理吸附包括中性分子的
范德华相互作用以及质子化分子的静电相互作用两

种形式 [22—23] 。 因此,文中分别建立中性和质子化形

式的两种缓蚀剂分子在铜表面的平行吸附构型,探究
缓蚀剂在金属表面的物理吸附行为。

3. 2. 1摇 中性分子吸附

图 7 给出了两种中性缓蚀剂分子在 Cu 表面最优

平行吸附构型以及吸附能。 从图 7 可以看出,两种缓

蚀剂分子均可近似平行吸附于 Cu 表面。 从吸附能数
值大小分析,缓蚀剂平行吸附时的吸附能绝对值( TA

为 0. 72 eV,BTA 为 3. 43 eV) 要明显小于化学吸附时

的吸附能绝对值( TA 为 3. 28 eV,BTA 为 4. 41 eV) 。
测得 BTA 和 TA 分子到铜表面的距离分别为 0. 347,

0. 329 nm,该距离明显大于缓蚀剂化学吸附时到金属
表面的距离。 因此,这种吸附形式不是化学吸附,而

应是物理吸附,中性缓蚀剂分子跟金属表面之间的物
理吸附为范德华相互作用。
图 6摇 BTA / Cu(111) 体系中相互作用和非相互作用的 N7 原
子的 s,p 轨道和 Cu 原子 d 轨道的 PDOS

Fig. 6 Partial DOS on the N7 s ( top) , N7 p ( middle) and Cu
atoms d ( bottom) orbitals ( The red ( black) line in all

panels refers to the interacting ( noninteracting) BIMD /
Cu(111) system)

对比缓蚀剂分子在 Cu 表面吸附之后成键 N 原

子的 s 轨道和 p 轨道( 上图和中图较低峰所示) 可以

看出,两个轨道在-6. 5 eV 和-9 eV 能级处均出现峰
值。 这说明 N 原子的 s 轨道和 N 原子的 p 轨道发生

重合,表明在吸附 过 程 中, N 原 子 发 生 了 sp 轨 道 杂

化。 对比缓蚀剂分子在 Cu 表面吸附之后成键 N 原
子的 p 轨道和成键 Cu 原子的 d 轨道( 中图和下图较

低峰) 可以看出,两个轨道在-3 eV 能级处发生重叠。
这表明在吸附过程中,N 原子的 p 轨道与 Cu 原子的 d

轨道也发生了相互作用。 上述分析均表明,缓蚀剂分

子中的 N 原子和金属表面 Cu 原子之间的吸附作用

图 7摇 两种缓蚀剂分子平行吸附于 Cu(111) 面的最优构型
俯视图及侧视图

Fig. 7 Plan view and side view of optimized configurations of the
two inhibitors parallelly adsorbed on Cu(111) surface

3. 2. 2摇 质子化分子吸附

图 8 给出了质子化形式的两种缓蚀剂分子在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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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最优平行吸附构型及吸附能。 从吸附能数据
可以看出,质子化缓蚀剂分子的吸附能绝对值( TA 为

1. 51 eV,BTA 为 3. 82 eV) 要大于中性缓蚀剂分子的

吸附能绝对值( TA 为 0. 72 eV,BTA 为 3. 43 eV) 。 此
外,测得质子化形式的两种缓蚀剂分子与铜表面的距
离与中性分子相近。 这说明质子化形式的缓蚀剂分
子也可以在铜表面发生物理吸附,而该物理吸附类型
应为静电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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