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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水体系中苯并三唑在铜电极上吸附的电化学表面
增强拉曼光谱研究
袁亚仙

姚建林*

(苏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摘要

顾仁敖*
苏州 215006)

采用电化学现场表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研究了非水体系中苯并三唑(BTAH)在铜电极上的吸附及成膜行为,

结果表明非水体系中 BTAH 的吸附行为随电位变化而不同. 较负电位区间主要以中性分子形式吸附; 中间电位区间主
要以 BTA－吸附并不可逆成膜; 而在氧化电位区间主要表现为铜的氧化. 随中性配体三苯基膦(pph3)的加入, 在中间电
位区间, 由于易溶的 Cu(pph 3 ) +n 的生成而使铜的溶解速度加快, 最终该阳离子在溶液中和 BTA—作用而生成了多核铜的
配合物. 采用直接电化学方法模拟电极表面过程合成了相应的吸附产物, 并对其组成进行了相关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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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chemical Surface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ic Studies on
the Adsorption of Benzotriazole at Cu Electrode in
Non-aqueou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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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face coordination chemistry of benzotriazole (BTAH) at copper electrode was investigated by in situ electrochemical surface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 and electrochemical synthesis in the acetonitrile sol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urface coordination processes were researched and the
surface complexes prepared by electrochemical method were characterized by microanalysis, X-ray crystallographic determination and Raman spectroscopy. The influence of the neutral ligand of triphenylphosphine
(pph3) on the adsorption and film formation process of BTAH was investigated. In situ SERS studies revealed that BTAH underwent three processes of chemical adsorption, formation of compact polymer layer
and the breaking of the polymer layer due to the oxidation of copper on the surface, in which the compact
polymer layer inhibited the dissolution and oxidation of copper effectivel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pph3
into the s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surface polymer complex film was suppressed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
the soluble Cu(pph 3 ) +n cation. The formation of complex of Cu(pph 3 ) +n with BTA in the solution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the dissolution of copper. The microanalysis and X-ray crystal measurements indicated its structure of Cu5(BTA)5(pph3)4Cl•2CH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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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分子在电极表面的吸附以及表面配位过程在

极表面的配位过程及生成的相应表面产物具有一定可

表面科学的众多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 如有机分子作为

比性[14,15], 由此为 BTAH 吸附方式及构型研究提供直接

电镀添加剂、金属缓蚀剂等的作用机理都涉及到分子与

的证据.

金属的相互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做了较深入的研

本文选择 pph3 作为第二配体, 采用电化学现场表面

究: 如苯并三唑(C6H4N3H, BTAH)一直作为金属铜及其

增强拉曼光谱研究了非水体系中 BTAH 在铜电极表面

合金的有效缓蚀剂, 其在水溶液体系中的电极表面的配

的吸附行为, 并研究了 pph3 存在时对 BTAH 表面吸附过

位化学已经得到了电化学和配位化学家的广泛研究

[1,2]

.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 BTAH 的吸附成膜行为主要由于

程的影响, 采用电化学合成技术制备了相应的表面产
物, 并进行了相关表征.

其通过去质子的 N 原子和铜发生配位作用而在表面形
成类似的聚合物膜, 从而在腐蚀环境中有效地保护金

1

实验部分

属[1～4]. 虽然水溶液中 BTAH 的表面吸附成膜过程已基
本达成共识, 但非水体系中同样涉及到腐蚀与防腐问

1.1 仪器与试剂

题, 如现代电池工业中大量使用非水溶剂作为介质. 因

法国 LabRam I 型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EG&G

此研究非水体系中 BTAH 在铜上的吸附过程有助于更

Model 173 型恒电位仪, 意大利 Carlo Erba MOD-1106 元

高效更全面地发挥其缓蚀效能. 迄今尚未见有关非水体

素分析仪, Rigaku Mercury CCD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系中 BTAH 的表面吸附过程的报道. 由于非水体系中溶

苯并三唑, 乙腈, 三苯基膦, 季铵盐, 氯化钾, 高氯

剂和电解质等直接和电极接触的物种有可能影响溶液

酸锂, 氯仿等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溶剂使用前经标准

中主要物种的表面行为, 特别是部分有机溶剂或无机离

程序除水.

子可能影响表面配位或成膜过程[如三苯基膦

1.2 现场光谱电化学测量

(Triphenylphosphine, pph3)作为金属有机和配位化学中

带石英窗口的光谱电化学池由 Teflon 制成, 采用三

最常用的配体之一, 其主要作用是影响最终配合物的结

电极体系, 工作电极为 0.1 cm2 的铜盘电极, 测量前经

构, 也常被用于均相过渡金属催化剂连接和转换有机反

机械抛光和清洗, 然后在 0.1 mol•dm－3 KCl 水溶液中采

应物种的配体, 作为有机合成和催化过程中的保护基

用多次双电位阶跃法粗糙以获得 SERS 活性, 最后经氮

团, 因此它可与金属离子发生一定的配位作用, 在其他

气干燥. 铂环电极作为对电极, 自制固态 Ag/AgCl 电极

配体或表面物种存在情况下, 其可能扮演了协同作用的

作为参比电极. 所有测量均在室温无水环境下进行.

角色, 参与了实际反应过程]. 因此有必要研究其与
BTAH 共存时金属电极表面的吸附与配位过程, 有助于
详细分析非水体系中 BTAH 与溶剂或有机配体共存时
的表面过程, 更深入了解 BTAH 的表面配位化学机理及
其对金属缓蚀作用机理. 以往对其研究通常采用常规电
化学手段结合现代分析技术, 以及采用无机合成方法辅
助研究金属离子与配体作用的方式等, 从宏观水平上研
究 BTAH 的吸附行为. 近年来作为具有极高表面灵敏度
的 表 面 增 强 拉 曼 光 谱 技 术 (surface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在电极表面吸附、配位过程等研究
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特别是电化学现场 SERS 光谱以其
极高的表面检测灵敏度的优势, 从分子水平上提供了有
机分子、有关特定有机配体在贵金属和过渡金属电极表
面的吸附以及配位过程的详细信息[5～13]. 对于电极表面
吸附物种与金属作用后产物或配合物的组成及结构等
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因此迫切需要在电极表面相似环境
下直接制备相关的表面配合物, 以便从分子水平上深入
研究 BTAH 以及与中性配体共存时的表面吸附行为. 直
接电化学合成作为配合物合成的便捷手段已得到广泛
应用, 更为重要的是所得产物与电化学环境下配体在电

1.3 电化学合成表面配合物
将 BTAH 配体及少量季铵盐(作支持电解质)溶于无
水乙腈中. 以金属铜片为阳极, 铂片为阴极. 通电后阴
极上有 H2 气泡冒出, 在阳极表面先生成白色膜状物, 随
后膜状物向溶液中扩散, 产物经过滤, 洗涤及干燥后作
相关测试. 元素分析(C6H4N3Cu)n 计算值(%): C 39.67, H
2.22, N 23.13; 实测值(%): C 40.40, H 2.62, N 23.37.
采用同样的方法, 在含 BTAH 的起始溶液中加入
pph3, 通电片刻后在溶液中析出淡黄色沉淀, 最后将产
物溶于混合溶剂中培养得棕色晶体. 元素分析
C106H86ClCu5N17P4 计算值(%): C 61.35, H 4.18, N 11.47;
实测值(%): C 59. 74, H 4.15, N 10.55.

2

结果与讨论

2.1 BTAH 吸附行为的现场 SERS 研究
由于非水体系中溶剂信号的影响以及 SERS 增强因
子较低的特点导致其 SERS 研究较水体系困难得多. 目
前的研究中采用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只有电极(聚
焦处)表面附近极少溶剂的拉曼信号可被检测到,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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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极大地减小溶剂分子信号的影响. 图 1 为不含和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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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膜的破坏而导致 BTAH 的表面信号减弱.

pph3 的乙腈溶液中 BTAH 在粗糙铜电极表面随电位变化

有趣的是当上述体系中加入 pph3 后进行相同的现

的 SERS 光谱. 以往有关水体系中 BTAH 在铜表面吸附

场光谱电化学实验, 结果发现在较负电位以及氧化电位

及成膜行为的研究表明: 一定电位区间内在表面不可逆

区间 BTAH 表现出与不含 pph3 体系中相同的中性 BTAH

[1～4]

, 为了观察 BTAH 的整个表面吸附

分子吸附以及表面氧化行为, 但在 0.2 V 附近除了溶剂

与成膜过程, 控制起始电位于较负区间, 然后逐渐正移

CH3CN 以及 pph3 信号外并没有检测到 BTAH 的信号,

并记录 SERS 光谱. 由图可见, 不含 pph 3 的体系中

其与溶剂拉曼谱峰对比如图 2a, b, f 所示, 由此可推断此

BTAH 的谱峰强度以及部分谱峰频率随电位变化十分明

电位区间 BTAH 在电极表面发生了不同的吸附或配位

显, 主要经历了三个过程: i) －0.9 V 时 SERS 光谱和

过程, 对于如何确定该体系中的表面吸附行为还需其他

BTAH 固体的常规拉曼光谱十分相似, 特别是常作为判

辅助手段的研究.

断 BTAH 吸附构型重要证据的谱峰(位于 1022 cm－1 附近

2.2 直接电化学合成技术制备吸附或成膜的表面产物

地形成聚合物膜

的三唑环以及苯环伸缩振动模式)的频率并未发生变化,
而本课题组早期在水体系中的相关研究表明表面成膜
后的 BTA－离子的三唑环以及苯环伸缩振动模式的频率
蓝移至约 1040 cm－1[4], 由此推断在该电位区间 BTAH
主要以中性分子的形式吸附在电极表面, 即形成化学吸
附层. ii) 随电位正移至 0.2 V, 表面 SERS 信号明显增强
且三唑环以及苯环伸缩振动模式谱峰频率从其固体谱
峰中频率约 1021 cm－1 位移至约 1040 cm－1 处, 并在较宽
的电位区间检测到相似信号, 此谱峰的明显位移一直作
为 BTAH 以去质子化形式在电极表面吸附以及成膜的
直接证据, 因此该电位区间 BTAH 在表面形成类聚合物

为了详细分析以上两种表面配位过程的差异、确定
以上两种可能的表面配合物的组成与结构, 通过直接电
化学合成技术, 在与电极表面相同的非水体系中合成了
两种配合物. 在合成过程中, 由于电极表面极可能生成
导电性较差的沉淀状附着物, 因此电解池上所加的槽压
较高, 以维持一定的电解速率, 但实际电化学反应的电
位并不高, 整个反应过程中的电流密度亦不高(一般为
5～8 mA/cm2),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直接电化学合成所
得产物与电化学现场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研究中所得表
面产物具有可比性, 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含 pph3 的体系中

膜, 并由此抑制电极表面的腐蚀. iii) 当电位位移至更
正电位区间时, 此时表面膜被破坏并且开始出现位于
～560 cm－1 可指认为铜氧化物的特征谱峰(如图 1 下部
所示), 并且由于铜表面氧化失去 SERS 活性及表面

图2

溶剂、配体和电化学合成产物的常规拉曼光谱以及 0.2

V 时电极表面的 SERS 光谱
(a) pph3 固体, (b)乙腈溶剂, (c) BTAH 固体, (d) 不含 pph3 体系中的 SERS
光 谱 , (e) (CuBTA)n 配 合 物 , (f) 含 pph3 体 系 中 的 SERS 光 谱 , (g)

图1

非水体系中 BTAH 在电极表面吸附的电化学现场 SERS

光谱
Figure 1 Potential dependent SERS spectra of benzotriazole
adsorbed on the Cu electrode in acetonitrile solution without (bottom) and with 0.01 mol·dm-3 pph3 (upper)

Cu5(BTA)5(pph3)4Cl 配合物

Figure 2 Raman and SERS spectra of solvent and BTAH complex with Cu
(a) pph3 solid, (b) acetonitrile, (c) BTAH solid, (d) SERS at 0.2 V in acetonitrile without pph3, (e) (CuBTA)n complex, (f) SERS at 0.2 V in acetonitrile
with pph3, (g) Cu5(BTA)5(pph3)4Cl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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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电极表面生成一层白色膜, 并随后膜向溶液中扩

并未在电极表面观察到膜状物的生成, 而是通电一段时

散, 由此可见不溶性产物主要在电极表面形成. 产物经

间后在溶液中直接析出淡黄色沉淀, 由此可见产物主要

元素分析表明 Cu 与 BTA－的摩尔比为 1∶1. 根据合成

在溶液中形成. 根据软硬酸碱理论[16], Cu＋属于 Lewis 软

过程中的电化学效率 η(每通过单位法拉第电量所溶解

酸, 而 pph3 是软碱, 因此 pph3 与铜离子的配位可以稳定

t

t

金 属 离 子 的 低 价 态 . pph3 易 与 Cu ＋ 配 位 而 生 成

0

0

Cu(pph 3 ) +n 阳离子[17,18], 由于配位作用而导致金属离子

金属的物质的量, η＝(m / M ) zF / ∫ idt , z＝Mn ∫ idt / mF ,
其中 m 为反应过程中阳极溶解的质量, M 为金属的摩尔

周边电子密度的增加, 从而可以提高其软度, 因此

质量, z 为生成金属离子的化合价, i 为反应过程中的电

Cu(pph 3 ) +n 阳离子可与许多阴离子配位形成稳定的配合

流, t 为反应时间,

t

∫0 idt 可通过串连在电路中的库仑计

测量)接近于 1 mol/F 的实验事实可推断配合物中心离子

物[10]. 本实验室的相关研究也表明, 当溶液中配体的量
远小于根据金属溶解的量所计算的配合物的量时, 产物
中可出现 Cu(pph3)3Cl 的稳定配合物. 同样该反应的电

为 Cu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产物的常规拉曼光谱与

流效率接近于 1.00 mol/F, 表明在电化学合成过程中首

＋0.2 V 时在电极表面获得的 SERS 光谱基本一致(如图

先生成了一价铜离子. 由此说明在有 pph3 存在的情况

2d, e 所示). 由此可见非水体系中较正电位区间, 主要

下, 生成的铜离子立即被 pph3 所保护而生成易溶于溶剂

＋

通过 BTA 中去质子化的 N 原子与铜离子配位而强烈吸

的稳定阳离子后扩散至溶液中, 最终与阴极产生的 BTA－

附在电极表面, 由于所生成的产物为沉淀状, 且不溶解

配位后在溶液中生成产物. 最终产物配合物的结构为

于其他溶剂中, 目前难以通过培养晶体来确定其结构,

Cu5(BTA)5(pph3)4Cl, 其结构如图 3 所示(为了清晰起见,

但根据以上实验现象及以往水体系中 BTAH 吸附成膜

pph3 的苯环已省略). 其配位过程较不含 pph3 的体系相

的行为的相关研究结果, 可推断在非水体系最终可能生

对复杂, Cu(pph 3 ) +n 阳离子中部分 pph3 可能被 BTA－取

成(CuBTA)n 的聚合物(其表面吸附及成膜结构如图 3 所

代而生成混合价态的多核铜配合物, 由此阻断了 BTA－

示).

与来自电极表面的 Cu＋在电极表面的直接配位, 即无法

－

pph3 的加入改变了 BTAH 的表面吸附和成膜行为.
在模拟电极表面吸附环境的电化学合成起始阶段,

图3

在表面成膜而导致 BTAH 的吸附行为发生改变.
通过仔细对比溶剂, 配体及电化学合成产物拉曼光

BTAH 在铜电极表面吸附以及成膜过程示意图

(a) 不含 pph3 体系中, 在 0.2 V 时电极表面形成聚合物; (b) 含有 pph3 体系中, 在溶液中析出产物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dsorption and film configuration of BTAH on the Cu electrode
(a) surface polymer film formed at 0.2 V at electrode surface in solution without pph3; (b) crystal formed in solution with pp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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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与电极表面的 SERS 光谱可见(如图 2 所示), 在不含
pph3 的体系中, 电极表面 0.2 V 时获得的 SERS 光谱与
相应电化学合成产物的常规拉曼光谱十分相似(如图
2d,e), 而在含 pph3 的体系中, 电极表面 0.2 V 时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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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主要以 BTA－与金属铜离子和 pph3 的配位阳离子在溶

7

液中发生配位作用.
根据以上电化学合成实验所验证的表面配位过程

8

以及表面配合物组成可推断 BTAH 在电极表面的配位
过程(如图 3 所示), 不含 pph3 的体系中, 开路电位附近
形成的一价铜离子与 BTA－配位形成了聚合物膜附着在
电极表面, 此产物与水溶液中基本一致(如图 3a 所示),
而值得指出的是, 含有 pph3 的体系中, 该一价铜离子首

9
10

先与 pph3 配位形成稳定的阳离子进入溶液中, 然后与
BTA －配位生成稳定的配合物, 由于该配合物在溶液中
生成而无法在表面有效地成膜, 事实上表面可溶性阳离
子 Cu(pph 3 ) +n 进入溶液中而导致铜表面不断溶解, 使电

11
12

极表面失去 SERS 活性位, 并且在电极表面无法有效形
成 BTAH 的吸附膜, 因此电化学现场光谱研究中开路电

13

位区间附近在电极表面只检测到较弱的 pph3 信号, 无法
检测到 BTAH 的 SERS 信号. 由此可见, pph3 的加入改变
了 BTAH 的吸附与成膜过程, 阻断了聚合物状表面膜的
形成, 同时加速了铜的溶解(如图 3b 所示). 因此 pph3 参
与表面配位过程在 BTAH 的缓蚀作用中起负面作用. 目
前的初步研究为分析非水体系中 BTAH 在表面的配位

14
15
16
17

化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并对于缓蚀剂的选择具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 如尽量避免缓蚀剂与这类有可能阻断表面
膜有效形成的中性配体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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