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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原子吸附的 Cu(100)表面原子结构和电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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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密度泛函理论的总能计算研究了金属铜(100)面的表面原子结构以及在不同覆盖度时氢原子的吸附状

态. 研究结果表明, 在 Cu(100)c(2伊2)/H 表面体系中, 氢原子吸附的位置是在空洞位置, 距最外层 Cu 原子层的距
离为 0.052 nm, 相应的 Cu—H 键长为 0.189 nm, 并通过计算结构参数优化否定了其它的吸附位置模型. 总能计
算得出 Cu(100)c(2伊2)/H 表面的功函数为 4.47 eV, 氢原子在这一体系的吸附能为 2.37 eV(以孤立氢原子为能量
参考点). 通过与衬底原子的杂化, 氢原子形成了具有二维特征的氢能带结构, 在费米能级以下约 0.8 eV 处出现
的表面局域态是 Cu(S)鄄H鄄Cu(S-1)型杂化的结果. 采用 Cu(100)表面 p(1伊1)、p(2伊2)和 p(3伊3)的三种氢吸附结构分
别模拟 1, 1/4, 1/9 的原子单层覆盖度, 计算结果表明, 随着覆盖度的增加, 被吸附的氢原子之间的距离变短, 使得
它们之间的静电排斥和静电能增大, 从而导致表面吸附能和吸附 H 原子与最外层 Cu 原子间垂直距离(ZH鄄Cu)逐渐
减小. 在较低的覆盖度下, 氢原子对 Cu(100)表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单个原子吸附作用的形式. 通过总能计算还
排除了 Cu(100)表面( 姨 2 伊2 姨 2 )R45毅鄄2H 缺列再构吸附模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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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ic Geometry and Adsorption of Cu(100)/H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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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al and adsorption properties of Cu(100)/H surface were studied using density鄄functional theory
(DFT) and projector鄄augmented wave (PAW) method. It was concluded that atomic hydrogen was adsorbed on the four鄄
fold hollow (FFH) site with a perpendicular distance of 0.052 nm from the outmost Cu layer for a Cu(100)c(2伊2)/H
geometry. The bond length between H atom and substrate was calculated to be about 0.189 nm. In this adsorbate鄄
substrate system the surface work function was predicted to be about 4.47 eV, which was almost identical to that of a
clean Cu(100) surface. The total鄄energy calculations showed that the chemisorption energy of atomic hydrogen in the
case of Cu(100)c(2伊2)/H surface was about 2.37 eV with respect to an isolated atomic hydrogen as reference. The
hydrogen adsorption on Cu(100) surface yielded the hybridization between surface Cu atoms and adsorbed H, and gener鄄
ated the surface localized states at -0.8 eV relative to Fermi energy EF. This system was modeled at different coverages
using p(1伊1), p(2伊2), and p(3伊3) geometries of hydrogen atoms adsorbed on the FFH sites of the Cu(100) surface. The
corresponding equilibrium geometries were obtained by total energy and Helleman鄄Feynman force conjugate鄄gradient
optimizations. In the regime of lower H coverages, the hybridization between adsorbed hydrogen and substrate
displayed a type of Cu(S)鄄H鄄Cu(S-1) mixing.
Key Words: Cu(100)/H surface; Surface chemisorption;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Coverage

原子和分子氢在过渡金属表面的化学吸附提

系统.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研究者对 Cu 低指数表面

供了一种表面科学和多相催化最简单的吸附模型

的氢吸附进行了研究. 作为一种常用的同质或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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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中的衬底, Cu(100)面的表面性质及其与吸附原

验更深入的分析提供了依据. 为了从理论上探讨吸

子的作用成为表面科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 铜的低

附的 H 原子对 Cu(100)衬底结构的影响和 H 原子

指数表面结构相对简单, 实验上已经清楚地了解到,

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 H 原子在 Cu(100)的吸附位置

清洁的 Cu(100)表面不发生再构, 仅有一定程度的

和吸附结构进行准确的预言, 给实验分析提供有力

驰豫. 但铜低指数表面上的原子吸附行为却具有多

的支持, 本研究对上述结构用第一性原理的分子动

样性, 同一个表面和不同的原子发生作用时往往形

力学方法进行了结构优化的计算, 得到了一系列有

成不同的吸附结构, 甚至和同一种原子在不同的覆

关表面结构、吸附结构和氢原子位置以及表面功函

盖度下形成的吸附结构也不同. 例如扫描隧道显微

数和电子态等系统结果.

镜(STM)的研究发现在氧的覆盖度约小于 34%时,

Cu(100)表面的氧吸附结构为 c(2伊2)鄄O 结构 [1], 而
当氧原子的覆盖度超过临界数值 34%后, Cu(100)

1

计算方法
密度泛函总能计算使用了维也纳从头计算程序

包(Vienna ab initio simulation package, 简称 VASP)[11].

表面 的氧 吸附结 构就 会转 变为更 复 杂 的 ( 姨 2 伊
2 姨 2 )R45毅的结构[2]. 关于形成这些不稳定、多样性
吸附结构的本质探讨对过度金属特性的研究具有

这是一个平面波展开为基的第一性原理密度泛函

重要意义.

计算中交换关联能部分包含了由 Perdew、
Burke 和

计算代码, 计算使用了 VASP 版本[12]的 PAW 势[13,14].

一般认为, 对简单体系的研究往往更有可能得

Ernzerhof 提出的广义梯度近似[15](GGA96 或者 GGA鄄

出系统特性的根本来源, H 吸附的 Cu(100)表面为

PBE). 铜的晶体结构常参数是用上述 VASP 代码进

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最简单的研究体系, 因而其结

行优化, 其结果是 a=0.3636 nm, 大于实验值 0.3615

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可拓展性. 关于这一表面已

nm 约 0.6%, 显然这是由于在 GGA 近似下能带电

有的结论是氢原子 c(2伊2)吸附结构时的吸附能约为

子之间的结合被弱化引起的. Cu(100)表面采用对称

2.42 eV . Kratzer 和 Sljivancanin 等基于密度泛函

的七层铜原子的层晶(Slab)模型来构造(包含一个中

理论并采用 Slab 层晶模型计算了 H2 在 Cu(100)表面

心层), 在片状层晶之间有厚度超过 1.00 nm 的真空

的脱附, 但都未给出 H 原子在 Cu(100)表面的吸附

区域, 从而可以忽略不同片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7 层

结构. 而 Dominguez鄄Ariza 等 [6] 则通过 DFT 计算分

Slab 模型中, 底下四层固定用来模拟大块铜的衬底

析了采用团簇方法研究 Cu(001)/H 吸附结构时, 使

环境, 顶上可动的三层铜原子层则用来模拟驰豫或

用不同团簇大小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 文献[6]给

吸附表面.

[3]

[4]

[5]

出了 采用 包 含 77 个 Cu 原 子 的 团 簇 进 行 计 算 时

计算中对于 Cu(100)表面 p(1伊1), c(2伊2), p(2伊2)

Cu(100)表面 c(2伊2)/H 吸附的原子结构, 但由于团

和 p(3伊3) 的 H 吸附结构, 在整个二维布理渊区(BZ)

簇方法的计算结果受采用的团簇大小影响较大, 有

用 Monkhorst鄄Pack 方案(MP) [16] 自动产生的不可约

关吸附能和吸附位置等计算结果随使用的团簇大
小的变化存在起伏, 文章也未讨论吸附的 H 原子对
表面铜原子的影响及 H 原子具体的吸附行为. 此外,

k椰鄄点数目分别取 36、
21、
10 和 6, 布理渊区(BZ)网格
化密度分别为 16伊16伊1、
12伊12伊1、8伊8伊1 和 6伊6伊1.

在铜晶体的总能计算中则使用了 16伊16伊16 的 k鄄空

高分辨的电子能量损失谱(HREELS)实验 表明, 在

间网格密度. 原子平衡位置的搜索使用了 Helleman鄄

低覆盖度下吸附 H 原子的振动频率为 565 cm , H

Feymann 力的共扼梯度(CG)算法 [17], 总能量的自洽

原子倾向吸附在四度配位的空洞(FFH)位置. Lauhon

收敛判据优于 10-4 eV, 原子结构优化计算中用到的

等 [8] 通过扫描隧道显微镜实验研究单个氢原子在

力的收敛判据优于 10 -3 eV·nm -1, 平面波展开的截

Cu(100)表面的吸附情况, 并由非弹性电子隧道显微

止能量为 450.0 eV.

[7]

-1

镜(STM鄄IETS)检测到 H 原子在表面上方的垂直振
动, 但没有水平方向的振动.
在过去的工作中, 我们小组采用基于密度泛函

2

计算结果及讨论

2.1 清洁 Cu(100)表面的原子结构

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分析了 Cu(100)c(2伊2)鄄N[9]和

Cu(100)的清洁表面在一般条件下只有弛豫, 不

Cu(100)c(2伊2)鄄O 的表面电子态和吸附结构, 得到

发生再构, 即表面层及其附近的原子只在垂直于表

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也为实

面的方向上移动. 用 CG 算法的结构优化计算得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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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表面的结构位型如下：表面原子层向内略有

构(c)是 Driver 等 [21]提出的在 Cu(100)c(2伊2)/N 的一

收缩, 幅度大致是大块晶体中铜原子层间距离的

种可能吸附结构, 这里把它引入到 Cu(100)c(2伊2)/H

2.6%, 次表面层和再次表面层的相对原子位移分别

的表面中来, 作为一种可能性来考虑. 其特点是每个

为+0.9%和+0.5%, 基本上可以认为它们没有位置移

c(2伊2)/H 表面元胞含有两个不等价的 Cu 原子, 其

动. 这些结果和以往我们对于这个系统的了解是一

中一个铜原子在吸附氢原子的影响下, 垂直 xy 平面

致的. 我们还计算了该表面的功函数(渍), 结果表明

向外运动, 而氢原子的位置比上述铜原子低. 此时由

渍 约 为 4.50 eV, 而 实 验 得 到 的 功 函 数 的 数 值 是

于表面元胞与通常氢原子占据 FFH 位置的四度对

(4.59依0.05) eV , 4.76 eV 和(4.77依0.05) eV , 可见

称结构不同, 对称性改变为两度对称. 对于结构(c),

计算结果与实验值之间的一致性是相当好的.

在计算开始时, 将氢原子的位置人为地放置在向外

[18]

[19]

[20]

在总能计算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和大块铜晶体

运动的铜原子之下, 由计算结果发现, 最终得到的结

的总能的比较, 得出 Cu(100)面的表面能. 计算表面

构和结构(a)计算得出的完全相同, 表明结构(c)不是

能用到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先计算大块铜中每个

一个实际存在的稳定结构.

铜原子的平均能量 Ebulk, 然后计算整个包含弛豫的
层晶 Slab 的总能量 ESlab, 则表面能 滓 由下式计算：

为了讨论的方便, 氢原子吸附能按下式定义.
Eads=ECu(100)+EH-ECu(100)/H

滓= 1 (ESlab-nEbulk)
2A

其中 ECu(100)为驰豫 Cu(100)表面的总能, EH 为自旋极

其中 n 是 Slab 中含有的 Cu 原子的个数; 在计算条

的总能. 表 1 列出了 Cu(100)c(2伊2)/H 在不同吸附

化的 H 原子能量, ECu(100)/H 表示 Cu(100)/H 表面体系

件下 n=7, A 是一个层晶元胞的表面积(由于有两个

位置时的吸附能、功函数、结构参数优化等的结果,

表面, 所以表面积为 2A). 在国际单位制中, 计算得

并提供了 Cu(100)c(2伊2)鄄O 和Cu (100)c(2伊2)鄄N 在

出的 Cu(100)的表面能为 1.42 J·m .
-2

2.2 Cu(100)c(2伊2)/H 表面的原子结构和电子态
c(2伊2)是 Cu(100)表面最为常见并且研究较广
泛的一种吸附结构, 因此这里把它的结果单独列出,

并加以详细地讨论和分析. c(2伊2)/H 吸附的 Cu(100)

FFH 点吸附的相应结果作为比较. ZH鄄Cu 表示吸附 H
原子和最外层铜原子垂直距离; dH—Cu 则为 H—Cu 键

的键长. 对于结构(a), 计算得出的 Eads 为 2.37 eV, 与
已有的实验结果 [3]基本吻合；而结构(c)的吸附能为
1.81 eV. 注意到按照上述吸附能的定义, 其数值越

面的原子结构如图 1 所示, 共有三种可能的 H 吸附

大表示吸附过程越容易发生, 由此可以判断, 在三种

结构, 然后用总能计算筛选出可能的结构. 对于结构

吸附位置中 H 原子更倾向于占据四度配位的空洞

(a), 在计算中从一个完全未弛豫的 fcc 结构的铜薄

位置, 这与实验给出的结论[7]是一致的, 也符合原子

层(Slab)出发, 氢原子在最初被置于晶体中 Cu 原子

吸附更易发生于多键位置这一普遍认同的观点. 另

的位置, 用 CG 方法逐步搜索原子平衡位置. 计算结

外, 用 VASP 计算了 H2 分子的结合能, 发现在 H2 分

束后, 可以得到一个具有四度对称的吸附原子结构.

子中, 每个氢原子的平均结合能是 2.26 eV, 小于 Cu

至于结构(b), 从物理上判断它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

(100)c (2伊2)/H 表面中氢原子的吸附能, 表明在 Cu

结构, 因为此时的氢原子似乎处于一个动力学不稳

(100)c (2伊2)/H 表面的被吸附氢原子要比 H2 分子中

定的位置, 最后的总能量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猜测. 结

的 H 原子更加稳定, 可以预见 H2 分子在Cu(100)表

(a)

(b)

(c)

图 1 Cu(100)表面 c(2伊2)氢吸附结构下不同吸附位置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views of the possible structures for Cu(100)c(2伊2)/H

a) FFH site adsorption, b) a鄄top site adsorption, c) adsorbate induced the outward displacements of the partial copper a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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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u(100)c(2伊2)/H 表面氢原子分别在 FFH 和 a鄄top

要的目的是探讨由于吸附引起的表面态的大致性

两种位置吸附的吸附能、功函数和表面原子结构优化参数

质. 由于第二层 Cu 原子相对被吸附物氢原子具有

Table 1 Chemisorption energies, surface work
functions, and optimized atomic geometries for FFH
site and a鄄top site adsorptions of Cu(100)c(2伊2)/H
surface
Site
Hollowa)
a鄄topb)
Cu(100)/N[9]
Cu(100)/O[10]

Eads/eV
2.37
1.81
4.92
4.77

渍/eV ZH鄄Cu/nm
dH—Cu/nm 驻d12 (%) 驻d23(%)
4.48
0.052
0.189
1.1
-0.6
_
0.147
0.147
-0.5
0.2
0.5
4.65 ZN鄄Cu=0.020 dN—Cu=0.183 8.3
5.29 ZO鄄Cu=0.069 dO—Cu=0.194 6.5
-

驻dij is the layer spacing change relative to the bulk value of the ith and
jth surface Cu layer. ZH鄄Cu is the vertical separation between adsorbed
atomic hydrogen and the outmost Cu layer and dH—Cu is the bond length
of the shortest H—Cu bonding. a) the rumpling in the second copper
layer is about 依0.3% for FFH site adsorption, b) the rumpling in the
second copper layer is about 依2.6% for a鄄top site adsorption.

面的吸附是有可能的. 此外, 将吸附能减去氢原子的

平均结合能, 还可以发现, 对于结构 (c), Eads 为 -0.11

eV, 而结构(a)的 Eads 为 0.45 eV, 这一差别表明在实

两种不同对称性, 因此以两条曲线(center 和 corner)
来分别描述. 结果表明, 在费米面附近, 吸附氢原子
的态密度很小, 通过衬底原子的杂化作用形成了具
有二维特征的氢能带, 其在费米能级以下约 0.80 eV
处出现尖锐的态密度峰是表面局域的. 与清洁表
面 Cu 原子的 DOS 相比, 吸附表面铜原子 Cu(S)与
Cu(S-1)在这一位置附近也呈现同样的峰, 说明这个
表面局域态是 Cu(S)鄄H鄄Cu(S-1)型杂化的结果. 同时
发现, 在费米面附近, 次表面层 center 位置(吸附 H 原
子正下方)的 Cu 铜原子的电子态相比体相铜原子要
平滑的多, 电子的局域程度明显减弱, 而这一铜原子
和氢原子杂化形成的表面态(N(EF)抑0.81 states per
eV) 则比表面层和次表面层中的其他原子杂化形成
的表面态(N(EF)抑0.60 states per eV)高出些许, 关于

际形成的 Cu(100)c(2伊2)/H 表面体系中, a鄄top 位置

这一点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Cu(S-2)则距表面

吸附是不稳定的, FFH 吸附的可能性要远大于 a鄄top

氢原子较远, 与表面原子轨道的杂化作用较弱, 所以

位置.

它的 DOS 更加接近于体相铜. 对 Cu(100)c(2伊2)/H

下面进一步讨论结构(a)的原子结构图像. 可以

结构计算了表面被吸附氢原子的振动模式, 得到的

想象, 由于表面氢原子的作用, 金属衬底原子的运动

结 果 是 垂 直 于 衬 底 表 面 的 波 数 为 627 cm -1, 与

和干净的 Cu(100)表面会有所不同. 计算结果显示

HREELS 的结果 565 cm-1 [7]相比有大约10%的差别.

吸附的氢原子与最外层 Cu 原子的垂直距离 ZH鄄Cu 为
0.052 nm(Cu—H 键的长度为 0.189 nm). 另外, 计算
得到 Cu(100)c(2伊2)/H 表面的功函数 渍 大约为 4.47
eV, 与清洁的 Cu(100)表面的 渍 非常接近. 根据结构
参数优化的结果, 由于 H 原子的吸附最外层铜原子

2.3 p(1伊1)、p(2伊2)和 p(3伊3)氢吸附 Cu(100)面
的原子结构
在典型的实验条件下[22](150 K<T<350 K), 覆盖
度 专 的变化范围为 0.1-0.4 ML(monolayer). 但是由

于 H 原子在 Cu(100)表面的粘附几率较小, 因此保

和次表面层铜原子的层间距扩展了+1.1%, 这一结
果 要 远 远 小 于 Cu (100)c (2 伊2)鄄N 的 垣8.3% [9] 和 Cu
(100)c(2伊2)鄄O 的+6.5% [10]. 而次表面层和第三层铜
原子的层间距则收缩了 0.6%. 由于在次表面 Cu原
子层中相对被吸附物氢原子有两个不同位置, 所以
这层中 Cu 原子高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起伏. 总能
和结构优化的计算给出该高度起伏约为 0.001 nm
(驻d12 起伏约 0.3%). 其中位于 H 原子正下方的第二
层 Cu 原子层的原子由于受到 H 原子的排斥, 它的
高度比同一层中未受排斥的铜原子要低一些. 与
Cu(100)c(2伊2)鄄O 在这一层铜原子约 0.01 nm 的起
伏相比可知, 氢原子的吸附对 Cu(100)表面原子结
构的影响比同样吸附结构的氮原子或氧原子的影响
要弱.
图 2 给出了 Cu(100)c(2伊2)/H 在平衡结构(a)的
氢原子与表面铜原子的局域电子态密度(LDOS), 主

图 2 Cu(100)c(2伊2)/H 表面电子态密度
Fig.2 The local density of states (DOS) plots for the
Cu(100)c(2伊2)/H surface

In the figure the symbols such as S, S-1, and S-2 represent the outmost,
second, and third layer Cu atoms, respectively. (a) and (b) denote two
Cu atoms of the outmost copper layer.“corner”and“center”denote
two Cu atoms with different symmetries of second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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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表现为大部分情况下吸附氢原子趋向于占据
FFH 位置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 衬底最外层铜原子和次外层铜
原子的间距随覆盖度的增加而显著加大, 由收缩
2.0%变为扩展 7.2%, 而次外层铜原子和第三层铜原
子的间距则随着覆盖度的增加逐渐减小, 由扩展
0.4%变为收缩 0.9%. 产生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
不同覆盖度下, FFH 位置吸附的氢原子对衬底的最
外层和次外层铜原子的位置具有不同的影响. 在覆
图 3 Cu(100)/H 表面四种吸附结构的表面元胞结构图

盖度较高时, 氢原子对最外层原子产生较强的吸

Fig.3 Top views of the possible hydrogen adsorption
geometries on Cu(100) surface with different
coverages

附作用, 而对次外层原子则是以排斥为主. 例如在
Cu(100)p(1伊1)/H(专=1)吸附体系中, 最外层的层晶
相对体相位置提升了 6.6%, 而次外层相对体相位置

(a) c(2伊2)鄄H(专=1/2), (b) p(1伊1)鄄H(专=1), (c) p(2伊2)鄄H(专=1/4),
(d) p(3伊3)鄄H(专=1/9)

下降了 0.6%. 在较低的覆盖度下, 如 Cu(100)p(3伊3)/
H 和 Cu(100)p(2伊2)/H 吸附体系中, 氢原子对最外

持和测定覆盖度是相当困难的. 因此, 计算了不同覆

层原子的吸附作用变得很弱, 而对次外层原子(除H

盖度时 H 原子在 Cu(100)表面的吸附, H 原子的吸

原子正下方的铜原子外)转变为以吸附为主的作用,

附位置 采 用 普 遍 认 同 的 FFH 位 置 . Cu(100) 表 面

且这一吸附作用要比对最外层原子的吸附稍强, 使

得此时的 驻d12 由扩展转变为收缩. 此外, 在 p(2伊2)

p(1伊1)、
p(2伊2)和 p(3伊3)的三种氢吸附结构分别用来

和 p(3伊3)的氢吸附结构下, 次表面 Cu 原子层的高

构造 专=1, 1/4, 1/9 的原子单层覆盖度(图 3).

表 2 给出了在不同覆盖度下氢吸附的 Cu(100)

度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起伏. 尤其在 p(2伊2)吸附结

表面的吸附能、功函数和结构参数优化等理论计算

构中, 被吸附的氢原子正下方的铜原子由于受到 H

结果. 分析结果发现, 随着覆盖度 专 的增加(从 1/9

原子的排斥, 其高度相对体相中的这一层晶高度下

增加到 1), 氢原子在 Cu(100)表面的吸附能逐渐减

降了 2.4%, 而跟它反演对称位置的 Cu 原子高度却

小(从 2.45 eV 减小到 2.32 eV), 虽然由此产生的吸

表现出明显的上升(5.1%). 可见在这一吸附结构下,

附能变化并不是很明显, 但两者相应的变化趋势却

吸附的氢原子与衬底特别是次表面层铜原子间的相

是值得注意的. 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覆盖度的增加使

互作用是相当强烈的, 其表面氢原子和衬底的相互

得 H 和 H之间的距离变短, 引起的被吸附的氢原子

作用具有明显的 Cu(S)鄄H鄄Cu(S鄄1)型杂化的特点. 联

之间的静电排斥和静电能增大, 从而导致表面吸附

系在 Cu(100)c(2伊2)/H 体系中氢原子和其正下方的

能减小. 同时, 由于覆盖度增加引起氢原子间的静电

次表面层铜原子杂化形成的表面态较强, 表明在较

相互作用变大, 也使得氢原子和衬底铜原子间的位

低的覆盖度下(专<1/2), 氢原子对 Cu(100)表面的影

置的延展性受到更大的约束, 由此可解释随覆盖度

响主要表现为单个原子吸附的形式.

的增加氢原子和最外层铜原子间的垂直距离 ZH鄄Cu

最后, 采用密度泛函的总能计算方法研究了 Cu
(100)表面缺列再构的( 姨 2 伊2 姨 2 )R45毅鄄2H 吸附模
型存在的可能性. 在 Cu(100)/O 表面当氧原子覆盖

显示出递减的趋势. 为了更大程度地屏蔽这一静电
相互作用, 氢原子往往会吸附到四度配位的空洞位

表 2 Cu(100)/H 表面在不同覆盖度下的吸附能、功函数和结构优化参数
Table 2 Calculated adsorption energies, work functions, and optimized atomic geometries for
atomic hydrogen adsorbed on Cu(100) surface at different coverage
Geometry
p(1伊1)
c(2伊2)
p(2伊2)a)
p(3伊3)b)
a)

专(ML)
1
1/2
1/4
1/9

Eads/eV
2.32
2.37
2.41
2.45

渍/eV
4.49
4.47
4.50
4.50

ZH鄄Cu/nm
0.044
0.052
0.055
0.056

dH—Cu/nm
0.187
0.189
0.190
0.190

驻d12(%)
+7.2
+1.1
-0.8
-2.0

驻d23(%)
-0.9
-0.6
+0.3
+0.4

The rumpling in the second copper layer is (-0.5%, +4.2%) for p(2伊2) geometry; b) the rumpling in the second copper layer
is (-0.9%, +1.0%) and (-3.1%, +1.2%) for p(3伊3) geometry; ML: mono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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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超过临界数值 34%时, 这一吸附结构从实验 [2]和

的, 对这一吸附结构的探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理论上 被证明是存在的, 而且比通常的 Cu(100)c
[23]

(2伊2)/O 相更加稳定. 计算结果表明氢原子在 Cu(100)
( 姨 2 伊2 姨 2 )R45毅表面的吸附能为 2.22 eV, 略小于
氢分子中单个氢原子的结合能 2.26 eV. 考虑到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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