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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e2 分子外电场作用下的结构和光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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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Gaussian 03 软件计算了 WSe2 分子在不同外电场强度下的结构和光谱 . 采用密度泛函理论，在 BVP86/

SDD 基组水平上获得了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基态优化构型、键长、键角、电偶极矩、总能量和电荷分布 . 利
用相同的方法进行了频率计算，获得了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基态振动频率和红外光谱 . 利用时间依赖的
密度泛函理论，在 B3LYP/SDD 基组水平上进一步计算并分析了不同外电场对分子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和激发态分
子轨道的影响 . 结果可以为研究 WSe2 分子的电致发光效应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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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 and spectrum properties of WSe2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Gaussian 03 software. The optimized configuration of ground state，bond length，bond angle，dipole moment，total
energy and charge distribution of WSe2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are acquired by adopting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with BVP86/SDD basis set level.The frequency calculation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same method，and

the vibrational modes of ground state and IR spectrums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are obtained.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on UV-VIS absorption spectrum and excited molecular orbitals a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rough time-dependent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with B3LYP/SDD basis set level.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ying the electroluminescent effect of WSe 2.
Keywords

WSe2；DFT；spectrum；external electric field

2004 年，NOVOSELOV 等人利用机械剥离的方

有优异的光、电、磁以及机械性质［6-9］. 例如，TMDC 是

研究的热潮 . 尽管如此，石墨烯是零带隙材料［2-5］，这

隙半导体材料，因此，一方面它可以用于逻辑器件

法成功制备了单层石墨烯［1］，自此掀起了二维材料
极大地限制了石墨烯在光学和电学方面的应用 . 二

维过渡金属硫化物（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

TMDC）是一种具有类似三明治结构的半导体材料，
其分子式为 MX2，
其中 M 表示过渡金属（Mo、
W），X 表
示氧族元素（S、Se、Te）. 与石墨烯相类似，TMDC 具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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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带隙半导体材料［10］，其发光效率远高于间接带
的设计［11-14］，另一方面，它在光电领域如太阳能电池
等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近年来，人们发现利用外电场作用在分子体系

上，可以使分子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变化，如化
学键碎裂、新激发态产生、分子振动斯塔克效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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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光谱的变化等［15-18］. 目前对外电场作用下材料性

泛 函 理论（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DFT）方法，在

，发现 GaN 分

分子的基态构型，得到了 WSe2 分子的键长、键角、电

质的研究引起了科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如尹文怡
［15］

等人研究了分子在辐射场中的光谱

子在外电场作用下红外光谱蓝移和紫外-可见光谱

红移的现象；安跃华等人研究了 ZnO 分子在外电场
［16］

作用下的结构特性

，结果表明：随着外电场的增

加，ZnO 分子的键长先减小后增加，分子总能量、振

动频率和红外光谱的强度则先增加后减小；黄多辉
等人报道了外电场作用下 MgO 分子的特性

［17］

等；近

BVP86/SDD 基组水平上优化了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偶极矩、总能量以及电荷分布 . 其次，在优化构型的

基础上进行频率计算，得到了 WSe2 分子的基态振动
模 式 和 红 外 光 谱 . 最 后 ，利 用 TD-DFT 方 法 ，在

B3LYP/SDD 基组水平上计算了 WSe2 分子前 15 个激
发态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

来，杜建宾等人研究了以 MoS2 为代表的过渡金属硫

2

理论计算结果

作用下，分子内电荷分布、电偶极矩、紫外吸收光谱

2.1

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结构

［18］

化物的结构和光谱特性

，研究发现：在外加电场

等均可以被显著的调制 . 与 MoS2 不同的是，WSe2 分

子的重金属原子效应更加明显，这意味着二者在结

构和光谱性质上的不同 . 尽管如此，目前关于 WSe2
分子在外电场中的结构和光谱的研究还尚未见文
献报道 . 本文采用 Gaussian 03 软件对 WSe2 分子进行
了理论计算，得到了 WSe2 分子的键长、键角、总能

量、电偶极矩、电荷分布、基态振动模式、红外光谱，
以及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等信息 .

1

计算了 WSe2 分子的基态最优构型，如图 1 所示 . 表 1
列出了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最优结构参
数，可以看出，随着外电场的增大，W—Se 键长先减
小后增大，而 Se—W—Se 键角则明显减小 . 这些变

化可以通过外电场诱导的分子电荷分布变化来理

解，如表 2 所示 . 可以看出，在未加外电场时，1 个 W
原子呈电正性，电荷系数为 0.014289，两个 Se 原子

则呈电负性，电荷系数为−0.00714，随着外电场增

理论和计算方法

大，W 原子和 Se 原子的电荷系数均明显增大，因此

在外电场作用下，WSe2 分子体系与外电场相互

作用哈密顿量可以表示为［19］：
H = H 0 + H int，
其中 H 0 和 H

首先采用 DFT 方法，在 BVP86/SDD 基组水平上

（1）

int 分别为分子体系无外电场时的哈密

顿量以及与外电场相互作用的哈密顿量，在偶极近
似条件下，相互作用哈密顿量可以表示为：
H int = -μ ⋅ F，

（2）

其中 μ 为分子电偶极矩矢量，F 表示外电场矢量，文

中所有外电场单位均使用原子单位 1 a.u.=5.1425×

1011 V/m. 若忽略极化率在外电场下的非线性效应，

其核间吸引力增大，此时内电场力略大于外电场
力，W—Se 键长略微减小 . 当 F=0.03 a.u. 时，外电场
力逐渐超过内电场力，W—Se 键长又逐渐增大 . 同

时，
由于 W 原子和 Se 原子的电荷系数增大，
在 W—Se
原子之间引起了较大的感生偶极矩，因此，随着外
电场的增加，分子的电偶极矩也明显增大 . 此时，每

对 W—Se 原子相当于一对偶极矩较大的“电偶极

子”，1W—2Se 原子对在外电场作用下将产生顺时
针的旋转取向，而 1W—3Se 原子对将产生逆时针的
旋转取向，这导致了 2Se—1W—2Se 角度的减小 .

激发能 E exc 与外电场矢量 F、电偶极矩变化量 Δμ 以

及极化率变化量 Δα 满足如下关系［20］：
1
E exc ( F ) = E exc (0 ) - Δμ ⋅ F - ΔαF 2， （3）
2
其中 E exc (0 ) 为无外电场时的激发能，本文采用时
间 依 赖 的 密 度 泛 函 理 论（Time-Dependent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TD-DFT）方法精确计算了不同外
电场作用下分子体系的激发能 . 全部理论计算在
Gaussian 03 软件包中进行，在沿 z 轴方向上加一系
列强度为 0~0.04 a.u. 的外电场，
也就是把 H

int

= -μ ⋅ F

添加到 Gaussian 程序的哈密顿量中 . 首先采用密度

Fig. 1

图1

优化的 WSe2 分子在未加外电场时的分子结构

The optimized molecular structure of WSe2 in the absent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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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优化的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的结构参数、
电偶极矩和总能量

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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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ized structure parameters，dipole moment and total

则振动强度增大 .

energy of WSe2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F/a.u.
0

W-Se/nm

Angle/degree

μ/Debye

E/Hartree

0.22663

109.1196
107.9863

1.7972

−85.98175418

106.869

2.5707
4.5543

−85.99026756

0.22694

0.015
0.02

0.22659

0.025
0.03

0.22658

105.3367

0.22737

99.1537

0.22668

0.04

表2

Tab. 2

103.3792

7.0806

10.2445
17.9257

−85.98333349
−86.00161079
−86.01855323
−86.07353969

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的电荷分布

The charge distribution of WSe2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
nal electric field

1W

F/a.u.
0

−0.007144

−0.476159

0.238080

0.238080

2.3

0.385598

进一步计算了 WSe2 分子的前 15 个激发态的紫外-可

0.025

−0.619752

0.04

−0.771196
−1.080611

0.171249
0.309876
0.385598
0.540305

0.171249
0.309876
0.540305

此外，从表 1 还可以看出，随着外电场增加，分

子总能量逐渐减小，这是因为当无外加电场时，分
子结构比较松弛，总能量较大；随着外电场增加，分

子结构变得更加紧凑、
稳固，
总能量随之降低，
这与（1）、

（2）式也是相符的 .
2.2

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红外光谱

Fig. 2 The IR spectrum of WSe2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nal

−0.007144

−0.342498

0.03

图2

3Se

0.014289

0.015
0.02

2Se

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基态振动频率
和红外光谱

在分子优化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频率

计算，得到了 WSe2 分子的红外光谱，如图 2 所示 . 可

以看出，外电场对 WSe2 分子红外光谱谱峰的位置和

electric field

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紫外-可见光谱

利用 TD-DFT 方法，在 B3LYP/SDD 基组水平上

见吸收光谱，如图 4 所示 . 在无外加电场的情况下，
分子在紫外-可见区域主要存在两个较强的吸收，峰
值出现在 385 nm 和 600 nm 附近，其中 385 nm 附近

的吸收峰值最强，这与实验上观察到的结果是基本
一致的［21-22］，说明本文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可靠
的 . 伴随着外电场的增强，摩尔吸收系数明显增大
且吸收峰值发生明显红移，当 F=0.045 a.u. 时，最强

吸收峰波长红移到 600 nm，相比零电场时移动了

220 nm. 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外电场作用下分子激发
态轨道的变化来理解 . 图 5 给出了不同外电场强度

下 WSe2 分子激发态的分子轨道及相应的权重系数

强度都有较大影响 . 表 3 列出了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图中只给出了所占比例最高的部分），可以看到，

两 个 振 动 模 式 ，振 动 频 率 分 别 为 116.68 cm-1 和

云沿电场方向发生了整体偏移，这使得 W 和 Se 原子

红外光谱的谱峰位置和相对光谱强度，分子主要有
346.93 cm-1，对应 Se 原子的摇摆振动和 W—Se 原子
的伸缩振动模式，其振动方式如图 3 所示，图中黄色

箭头表示跃迁偶极矩的单位矢量，蓝色箭头表示位
移矢量 . 对分子的摇摆振动模式而言，在未加外电
场时，其振动强度非常小，随着外电场的增加，振动

强度逐渐从 0.0042增加到 14.7975，
增加了约 3500倍，
这可能是由于外加电场使 W—Se 原子的旋转取向

加强引起的 . 不仅如此，振动频率逐渐呈现红移现
象 . 对于分子的伸缩振动模式而言，随着外电场的
增加，其频率先增加而后减小，而振动强度先减小
后增大，振动强度的变化与 W—Se 键长的变化是一

致的，当键长减小时，分子的振动强度减弱，反之，

当外电场较小时，分子中的电子云主要集中在 W 原

子周围，但随着外电场的增强，W 原子周围的电子
间的电子云密度变小，其相互作用减弱 . 此时，外层

电子更容易向高能级跃迁，这一方面导致电子跃迁
所需的能量降低，吸收峰红移；另一方面，引起能够
跃迁的电子数密度增大，吸收峰值增大 . 这些变化
与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

3

结语
（1）本文首先采用 DFT 方法，
在 BVP86/SDD 基组

水平上优化了不同外电场下 WSe2 分子的基态几何结
构，获得了不同外电场下 WSe2 分子键长、键角、电偶

极矩、总能量和电荷分布 . 结果表明：随外电场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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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3
F/a.u.
0

表3

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振动频率和 IR 光谱强度

The vibrational frequency and IR spectral intensity of WSe 2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振动频率 1/cm-1

IR 光谱强度 1/arb.units

振动频率 2/cm-1

IR 光谱强度 2/arb.units

112.68

1.1668

349.00

7.7508

111.68

0.015
0.02

114.96

0.025

118.88

0.03

124.98

0.04

140.80

图3

Fig. 3

0.0042
2.7435

16.3183

348.49

5.4662

5.3423

347.11

8.8898

3.1369

344.17

14.7975

1.3307

335.43

10.6733

WSe2 分子的两个振动模式

The two vibrational modes of WSe2

（a）Se 原子的摇摆振动；
（b）W-Se 原子的伸缩振动
（a）the rocking vibration of Se atom；
（b）the stretching vibration of
W-Se atoms

Fig. 5

346.926

图5

图4

Fig. 4

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The UV-VIS absorption spectrum of WSe2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激发态的分子轨道及权重系数

The excited state molecular orbital and weight coefficient of WSe 2 at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强，分子内电荷发生整体转移，分子键长先减小后增
大、
分子键角减小、
电偶极矩增大、
分子总能量减小 .

（2）利用与（1）相同的方法进行了频率计算，获

得了不同外电场强度下 WSe2 分子的基态振动频率
和红外光谱，结果表明：WSe2 有两个振动模式，频率
为 116.68 cm-1 和 346.93 cm-1，分别对应 Se 原子的摇

摆振动和 W—Se 原子的伸缩振动，且振动频率的大
小和强度显著依赖于外电场的强度 .

（3）利用 TD-DFT 方法，在 B3LYP/SDD 高精度基

组水平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外电场对分子紫外-可

剧烈增大 . 当 F=0.03 a.u. 时，吸收峰已基本覆盖了整
个可见光波长范围 .

这些工作对 WSe2 光电性能的利用和改善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对其他新型光电材料的应用
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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