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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元素超灵敏跃迁光谱和配合物结构

'轩宋黯立朱永跚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北京〉

摘要

制(匍)系元素离子某些 ιf 跃迁表现为对配位环境特殊的灵敏

性，称之为超灵敏跃迁。以不可约张量算符方法为基础建立了计算 f

元素超灵敏跃迁光谱的数学模型并编制了相应的计算机程序。通过

假设各种可能的配位结构，计算它们的理论吸收光谱，比较理论光谱

与实测谱的吻合程度，从而推知络合物可能的配住结构。以这种方法

确定了三价仕、饵水合离子及其二 (2- 乙基己基)腊酸萃合物的配位

结构，根据计算结果对实验光谱给出了理论归属，



HYPERSENSITIVE TRANSmON SPECTRUM OF
f-ELEMENT AND COORDINATION STRUcruRE

(]na陆'lese)

Cao Xuan Song Chongli Zhu Yor啄如n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UING)

ABSTRACT

Some f-f transitions of Ln(An) met.Jlic ions have particular supersensitivity to

the change of c∞rdination environments. This is called supersensitive transitions.

Based on the irreducible tenω，r operator method. a computation model and corre

S阳nding computer program for calculating the hypersensitive transition spectrum

of f-element were developed. By comparing the theoretical spectra of all pc:览sible co

ordination structures with experimental one. the 阴阳hIe c∞，rdination structures of

complex can be determined. The c∞，rdination structures of Nd3+ • Er3+ hydrate and

their extraction complex with H (DEHP) were successfully determined by this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spectra were also as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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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四 百

溶剂萃取法是错~分离和提纯的基本方法，是精土元素及铜系元素分离提纯的重要手

段.由于匍系元.与铜系元.结构相近，化学行为相似.要将它们分离或提纯需要找到动力

学过理短和选择性高的萃取硝.镜基鹏醺是对三价 f 离子分离性能蟹好的一类萃取剂，因此

~t筑基麟醺萃取剂萃取三价 f 离子的化学及结构性能关系的研究始终极活跃，但迄今为止

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偏重于萃取剂筛选等应用目的，面对萃取过程及萃取剂结构性能关系等

内在物理本质仍然缺少足够的了..而这种研究对萃取剖体系及萃取剂结构性能的研究无

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萃取剂及摹合物的结构性能研究目丽大多局限在宴'自手段上.对于配位结构的研究

目前主要是应用仪'分街〈红外.4在磁，电子光谱等3手段，对萃取过程中金属离子·萃取娟的

配位作用方式、结构性质、配位键特性等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萃取荆结构、配位健将

性和~响萃取性能的翅律和机制.由于实验手段的限制〈如光谱分辨率，高纯停品及单晶制

备的困难).只从实撞得到的信息仍然十分有限，特别是榕液状态下的化合物分子.由于谱线

间错综复杂的重叠现象，严重地姑碍了光谱的解析.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探索金属-配体作

用的内在机制，结合磕圆二色谱、极化光谱等特殊的实验手段对复杂的重叠谱线加以解析，

研究光谱与配位结构的相关性，把理论研究与现有实验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获取更多的

配位结构信息.在这方面超灵敏光谱的研究为研究配合物的形成和结构，特别是溶液状态下

化合物的结构问题，提供了广帽的应用前景.超灵敏现象最早是Selwoc地<I930)发现的I川 50

年代 Moller 等人发现 f 元素电子吸收光谱的题灵敏性具有警遍性12飞，六十年代以后由于

Judd-Olelt 理论在计算 l-l 跃迁光谱上的成功【川，使越灵敏跃迁光谱研究得到较快发展，至

今 f-I 越灵敏跃迂光谱已成为研究 f 元素配位化学和生物无机化学等领峨的一项重要技术.

1 超灵敏跃迁光谱及其理论发展

1.1 纽曼敏蔽迁光谱介绍

「一& H,O I I 日，。

『

UUl|
H(OEHP>

1LJ
。360 3嘈70 380 390 400 500 510 520 530ν 540

A(nm)

4111(1'--40JI/2

A(nm).- ~..

IU/I--nll/l

回 1 E霄'争在水糟穰11二 (2-乙.己基)a眼中的趣灵敏吸收光懵

主价栅系离子在可见光区的电子吸收光语为f-f 电子跃迁吸收谛带，由于外层lI.p 电子

的屏蔽作用.其中大部分吸收峰的强度不随离子周围的环绕变化而变化，但少.吸收峰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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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却对周围环编的变化衷现出待到的灵敏性，这仲Il迁'段从电四极跃迁选挥定则.称锺灵敏

跃迁.越灵敏跃迁主要表鹰在;(1)囔般峰的位置变化，(%)吸收At的摩尔囔先系数柿.子强

度以3)吸收峰的分裂.这些变化部与离子周圃配位墙的强度和对称性从丽与配合铀的结构

特征有关.可以恒用来研究结合物掏型、配位结构及金属离子与蕴含环搜之间的相豆作用.

如水槽液中Er'"及官与 H<DEHP)形成的结谷物的吸收光诺.

当 Erh从水榕液中篝萃取到 Ii<DEHP)有机棚中时，髓‘发生了明显分裂，说明Er'"的

配位环境及结构特征发出了明显变化.爵士离子的趣灵敏跃迁遭项列于表 1.

寝 I .给‘土离子的纽曼a.迂

离子 跃迂蟠啧 ..‘.(回国叮

Pr'· 哥1.-币， 225的

Nd'· '1t1.-41GS/I,·G". 173回

F帽'争 'I.-'G, .'G, 177回 .18250

缸I'中 'Hs/t-41F,II ,'F11J 17300.62。ω

Eu'争 'F.-'o,.'o, .'0"甲， -SD..'OJ
屿.- 啊un-'f'./1 7700

Hoi.. ',,-'G. ,JG. ZZIOD.Z77DD

E霄，. 吨1S1 1-IHII/I ，"GU/I E饵OD.Zfi5DD

TmJ+ 吁I，-'H， lZ fiOO

1.1 趣员敏蔽迁先诵的理论造思

f-f越灵敏跃迁光谱理论发展分以下几个阶段z

1.1. J 经典的电碰理论

电子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时必然伴随着分子偶极短的变化，偶披矩变化越大跃迁几率

越大.很分强度与偶极短强度成正比.

n rx. .fD= <i 1M If>
M 为偶极矩算符.经典理论难以定量化.

J. 1. 1 Judd-Ofelt 诲'电偶徨理论<1961 年》

f-f 跃迂摄子强度理论的迅速发展是从 60 年代 Judd-Ofelt 理论开始的r...J. Judd-Ofelt

理论认为，纯伴 4俨构型内的电偶极'"迁是字称.阻的.卸果中心离子偏离周围环珑的反演

中心，由于某些相反字称的 fN--'d 和俨-18 混巍到俨掏型中，这样可使电偶极跃迁的字称戒

律被部分解除 .1964 年 Jagensen 和 Judd 提出越灵敏拟四银跃迁机理IS] ，掏出题灵敏跃迁镰

子强度的起因是介质的非均匀性，初步解稀T非均相介质中的趣灵敏跃迁现象.

1.1.3 趣厦..迂动力学偶合铺里〈配'事很it铺型〉

Judd-Olelt 理论解稀了侧系离子H跃迁光竭的报子强度，但仍不能阐明越灵敏跃迂产

生的旅困和本质.特别是均徊介质中及0..对称性的.系配合物的题灵敏光糟得不到满意的

.'".为此.Ms师n 等人在 1975 年砸出fMJ s超灵敏跃迁振子强度是配体麟时诱导偶极与惆

系离子跃迁内极短之间的'电作用产生的.成功地解，了拟四极跃迂机理未能说明的实验

'实.



1.2.4 .态偶合一一动力挚偶合相s~lII"

自 1981 年以来.Richardson等人撞出访导电俱撮噩度相配体恒化饥疆是越灵.跃迁中

两仲并存的机蝇，并提出'毫偶合与动力学穰型相互作用螺式I·-ml. 诙穰式已成功地研究

了帽系配合物几何掏型与越灵敏跃迁握手强度之间的关系.

2 超灵敏跃迁光谱计算

近十年来，随着计算技术的高速发晨，使得需要大量计算的"跃迁竟遭计算成为可能.

包括能缓及~迁强度在内的复~H 电子体系的光温计算得到开展并已程序化，计算结果加

深了对 H跃迁缸"的认识.同时也用来研究 f 电子体系的配佳作用及结构性能的物理机

制.这里筒单介绍锺灵敏跃迁光遭的计篝过徨【川II川.;

进行越灵敏跃迁囔收光谱计算的第一步就是计算各遭项的自能E级位置，包括自囱金属离

子能级和谴项在晶项中的分裂能级s奠次篱是要计算电子在晶场能级间的跃迁鬓子强度 s最

后根据前两步的计篝结果以一定线型〈ωGa剧u豁线型或La臼E阳e臼'eI1U 线噩〉来穰损谱形，并将所有跃

迁逮加起来给出惯拟囔收光谱.

2. 1 自由离子能级与晶体场份"

在中心场近似下，自由离子Hamiltonian 袭示为 2

H=.....+日_+He，+日_+H.[U:

上式中 H....是电子的静电相互作用 .H.是电子的庭轨铜合作用.He，来源于{双，奎〉电子

组态相互作用 .H_是静电相关的旋轨作用 .H. 为相对论修正.以上几项的相对大小为H....

~日.>He.>H国-H.. 考虑以上所有各项后，能级计算可以足够精确，与实验结果拟合的均

方根偏差不超过 10 em飞对于一徽的计算而言，包括前两项比国+H.或加上口修正，大多

可以满足要求.

自由金属离子能级在晶体场作用下要进一步分裂，对 4f 电子，晶场作用可以作为对自

由态Hamiltonian 的徽拢来处理.在单电子轨道近似下，晶场 Hamiltonian:表示为fu:g

且，=写民(·):U~..

式中 UJ 是单位张量算符.8，阳是品场参戴(偶敷项).包含了体系全部的对称结构性息

2.2 强度机理

f-f 跃迁强度贡献有三种类型z电偶极跃迁、磁俩极跃迁和电四极跃迁，其鼓量级分别为

10··-10-·.10··..0 ".对稀土离子主要的是电偶极跃迁，磁偶极跃迁和电四极跃迁常可忽

略. f-f 电偶极跃迁强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g

D=I1川川 +D'山a由''''Dω

Dσ【川.)为 1扣udd·οOαfeωelt的诱导电偶极强度.Dσ《山II是 Maso蚓n忏1卜-Pea缸co倪ek 的配体榄化机理.Dσ(..4仇.1耐e白》是

R肌IC巾ha回a町叫rd町m冒n 键出的静态偶合糊动态偶合徊直作用项.采用独立电荷槐型以不可约张量算符

把金属与配体闸的相互作用展开成多极子句多极于相互作用形式，加以合理的简化，由上式

可以计算得到跃迁的，匣子强度.

2.3 it固幡阳

把银子强度以一定线型<Gau割ian 或Lorentzian)转化为谱形并将各种跃迁相互叠加就

5



可以得到理论吸收画图.

穰蟹上述计算辘型.我们编嗣了徊应的用于计算 f 元. I-I 跃迁先裔的计算机理序.已

被用来研究 41 元素水合离子及其二(2-乙基已基>..萃合物的配位结构.

3 超灵敏跃迁光谱与配合物结构

利用越灵..迁竟遭逢行配佳结掏研究的一种可行方法.是通过·设各种可能的配佳

结俑，从理论上计算结合甸的囔收先..穰肆理论壳.与实撞结果的啕合霞度推知结合铀的

可能结构，量面对实验遭田作避-多的指认.我们用这种方法仔细研究了三价 Nd'飞齿'+水

合离子及 H<DEHPH二-(2-乙基已基>.醺》配合物的配合结楠..«功地确定了 Nd"伞，&"

水合离子及冀 H<D四P>结合铀的几何鞠型相对称性.下面简单介绍这项工作的研究结果

3. I Nd"\Er'-*舍'子的配位结钩

三价 Nd'飞&"+的电子组态分别为[Xe]4rSs"5p· 租 [Xe]41" Ss'唁5p旷..是电子豆补毫'有

41 个圄串-叫'Ll 能级《先谱项>，基毫满项分割为飞

离子的内配佳层完金囱水分手占蟹.目菌关于它们的内配佳层水合分子It还没有取得一致

意见.文献中给出的值在 8 至 10 之间，对三价 Nd，倾向于九配位，对三价 Er 则可能有八配

位或九配位的情况.在 f 元素编合唱'中.金躯离子与配体之间通过"电作用键舍，因而遵循

饱和罐积原理.考虑水合敷为 8 ， 9 两种情况，推测官们可能有如下几种可能结掏 g

与这
三帽三.t:体(0ω

四方辰"桂体 CD..)

三角形+二面曲~(o..)

立方正人固体(0.)

罔 2 Nd'飞E霄，-水禽离子伪几种可能结构模型

其中 q 对称性结构中，由于反演中心的事事在，因而仅有振动-M合咆偶极跃迁存在，其

锥子强度约比电偶极允许的前三仲结构弱-个放量级.与实测不符，故排除这种可能性.对

三价 Nd.Er 水合离子的几种可能结构.我们分别计算了它们的理论吸收光谱.

3.1.1 三价 Nd*舍离子配位结构

8



no510 _ 6回
A(nm)

L-_
S50

唁

圃 3 Nd·· 水合离子的越灵敏囔收先葡('10<，--飞的.'G响》

Nd'·的组灵敏跃迁为 'I附+‘G5/I.IG'Ir'哑收峰在可见区的 560-62伽m 范围内〈回到.

宴'在峰没有出现明显的分费.此时要对单个晶场能级透行指认是比徙困难的.团 3 中绘出 T

D，..D...O..对称性配位结构下的理论吸收光遭.从报子强度与实攀比较来看 .0恤 .0..与实验

大致可比拟.0..<三角形+二面体}的峰强则比实验大约 1 倍，同时峰形相差亦被大被捧除

这种可能 .O..C 四方反後锥体}结构的吸收峰与实验也布一定差异，o，. c三帽三楼柱〉结构的

峰强和峰形与实验谱都比较相似，被 Ndl-水合离子采用三帽三搜柱体结构形式存在的可能

性是大 .0..次之，阳的可能性最小.这与大部分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

3.1.1 三价 Er*舍离子配住结掏

Erμ的越灵敏跃迁有两个西帘，分别是360-4∞ nm 之间的'Iuf.-'GIII•和 5∞-540

nm 之间的'IUI.-'HIII•• 图 4 是水槽液中这两个区峨的吸收峰.与Nd恒的情况相似，吸收峰

没有出现明显分裂，是由许多跃迁叠加而成.回4 中也输出了几种模拟结构的理论吸收谱.

其中D川三角形+二面体}结构的峰强和畸形与实'量峰都没有相似之处.被排除这种结构可

能.主帽主槐柱体和四方丘被柱体配位结构谱峰的崎强与实验处于同一量缀，两者峰形与实

验都比较接近.0..结构的畸形更接近于实撞，说明Er'·水合离子的结构最大可能是八配位

D..~t你性的配位结构.九配位D曲的可能性也较大，实际体系这两种结构都可能存在，它们

处于一种动态的互变过程.这个结论有待于进-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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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

J\J
n",

390 400 500 510 520 530 540

~I n..! 唱1 0..

J 、』

E.p 「 E.p.

占<_I .1<-1

回 4 &'-水合离子的越灵·囔收光遭{飞112-'Gu/l ， '11SfI-1HIIρ

三价 Nd.&水合离子可能结构的吸收语与实验诺大致相似，但有个别待征从电'极允

许跃迁得不到.".这可能与同时有真官跃迁机理存在有关t细磁饵慑相握功说导电偶极跃

迁>.同时我们只考虑了内配佳层水分子的贡献.外配层的贡献由于有阴离子，与也应是不

可忽略的.将这些贡献考虑进来的难度极大，需要做造一步的工作.

3. J Nd
J舍

.Er'·二。·乙基E基>...舍'的E位结掏

一元镜基鹏醺(表示为Jfl)具有卸下结构特征 z

X\Eρ
x'/' 飞】H

对于 H<DEH凹，宜，矿为 1-乙基己基.固态.液态及非极性槽剂中 H<DEHP>以双囊分

子形式存在z

X\n.-<>···H - o",n/X
x/a 、。- H·,·()I" \X

在精醺水陪穰中H<DEHPJ可以将 NdJ• .Er'~.帽土离子从水相萃到有饥楠，萃取反应

为I"IZ

REJ
• +3H.L.....RE(HL. >.+ 3H·

萃合物结构为三f双齿〉篝合配合钩，皇岛点"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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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 气\L

/
/
二
、

」
J

r 为扭转角，由帽邻两个配住氧原子之间的距离民定.考虑双禀分子盯开禀合环后x它

原子相对位置不变时.，r--44-.此时六个氧原子之间.斥能大于官盯均匀分布在中心原子周

围时的捧斥能，在 r= ...·-W的渐变过理中，通过与两个氧原子相连的精式结构的扭转，来

消除由于两个氧舅子分离所造成的张力.在r=W时六个氧原子呈严幡八面'事分布在中心

金属离子周围.取两仲恒蜻情况来考虑，即扭转角分别为r='"咽，的情况，此时的配合唱'

结构'目图'所示.

。-7t 比 o G飞t:b扩勺 j

Co

():lldl •

品℃f m

田 5 Nd'- .Er'.的 HC田HP啕舍til.仲结构辘，

计算时只考血肉层配位氧原子的贡献，结果卸下-

3. %.1 Nd <HL山的配位编掏

囤 5 中结出了 Nd·· 的 H(DEHP)结合fJ的锺灵敏吸收光谱 υItll-·G 7II .IGtll) .与水槽

液中~;f应吸收 i篝蜂拥比由单峰分裂为特征的六重'量.说明配位环梅和配位结构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配位杨势与 f 组态的作用加强，同时配位贩子所占据的对称性有明显提高，考虑镶

9



报结构梳理中扭转角 r 为 44·时，配合'为Q，点曾对称 .1-1 跃迁为电偶搬所允许.计算中考

虑了占主导地位的诱导电饵.跃迁、配体.化机理及它们的相互作用项.篝动诱导的电偶摄

原迁、砸..跃迁强度的It量级要弱至少一个量缀，所以计算中量有讨及.图 6 中绘出Q，点

霄结构的理论囔收光遭.峰噩比宴'量遭大约两倍，峰彰与实撞谱无任何相似之外，因此可以

捧除这种结构的可能性.

580
J(自m)

620

困 6 Ndlt乱ρ，画灵..收光谱俨Ittr....IG"..IG.，.}

当 r=60·时内配位层为严格八面体结构，呈也点都对称，由于体系中反演中心的存在.

电偶饭~迁为字称第阻.通过篝动偶合，即配位原子偏离原来的平衡位置，这种规则可以被

部分麟除. J医动诱导的电偶极强度要比电偶极跃迁弱一至二个孩量级.对于 α 点解配位结

构，我们进行了援功计算.在各种舞动愤式中，吨的贡献占主要地位.图 6 中绘出了问摄动

槐式产生的电偶植跃迁越灵敏吸收光谱.畸形与实疆谱取得了很好对照，说明此时 Ndl• 与

内配位层六个氧原子形成严格八面体配位结构.

3.1.1 Er(HL山的配位鳝掏

Erl.的越灵敏跃迁在两个被段，即360-400 om 的·1..，'...·Gu/l和 5∞-540 om 的'1""

-'Hu/l • 固 7 中绘出了这·两个区精内结合物在非极性梅荆cel. 中的吸收光谱，与水梅液中

Er'·吸收光谱相比，满峰也量生了明显的分裂.说明配位原子与中心金属离子配位作用的加

强及配但结构对称性的篝高.惯拟结构与Ndl串的情况相似.四7 中也给出了D. 点醉对称及

α 点麟对称性两种配位结构的理论吸收光谱.在D. 对称性下，由于能级间隔分裂彼小，跃

迁集中，精峰不可能发生很多分裂.理论锦强比实测值强两倍以上，所以排除了这种结构的

可能性.计算八团体配也结构的搬动吸收光谱时，徒们考虑了可能产生贡献的三种振动模式

对镰子强度的责献，它们处于同-量级.但11>1.>1..理论吸收光满如回所示，畸形与实'量

取得很好对艘，说明E户的日<DEHP>结合物内配位层也呈严楠八面体'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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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员敏跃迁光谓的指认

在理论吸收光惜与实验取得吻合之后，由于计算给出晶场能级的位置及电子在晶场能

级间的跃迁强度等信息，这样就可以对实验谱蜂作进一步的指认. Nd 3+ .Er忡水合离子的超

灵敏跃迁叠加严重，准确指认比较困难，对Er(HL山的情况可见回8 所示的吸收峰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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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光谱计算的最大困难就是计算参鼓的选择，有关金属离子本身的参敬可以取自文

献也可以用量子化学方法计算出来.但配体的性质，如配位原子电荷、极化率等参数的选择

由于体系的复杂性而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从而带来计算结果中包含有一定的随意性.由

于计算模型中保持了体系的对称性性质，这些参数对能级分裂情况'后响不大，但对摄子强度

却有一定~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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