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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我們使用密度泛函理論(DFT)計算CuO(111)，Cu4O3(202)和
Cu2O(111)表面CO••CO聚合機理，以表徵氧化物衍生的Cu催化劑上
CO2還原的潛在反應途徑。由於在CuO(111)和Cu4O3(202)表面上可能
存在氧空位，CO可以在這些表面上以側向位向吸附。還可以在沒有
氧空位的情況下發生CO在Cu2O(111)表面上的側向吸附取向。我們確
定了這三個表面上CO••CO聚合化的過渡態，並確定了OCCO作為最
終產物的形成。發現含有氧空位的Ov-Cu4O3(202)表面優於其他兩個
表面，其中反應能障預測為0.98eV並且在熱力學上有利於OCCO形成
。通過Bader電荷分析，電子局域化功能和局部態密度分析來分析吸
附的OCCO的電子結構。 Ov-Cu4O3(202)上的(OC)δ+(CO)δ–的CC三
鍵和電荷分離特徵被指定為Cu4O3的Cu相互作用的固有混合價性質負
責穩定這種電荷分離的OCCO中間體。

中文關鍵詞： 二氧化碳還原，電化學催化，氧化還原電位計算，銅表面

英 文 摘 要 ： The CO••CO dimerization mechanism is investigated using
Density Function Theory (DFT)　calculations on CuO(111),
Cu4O3(202) and Cu2O(111) surfaces in order to characterize
the potential reaction pathway on the oxide-derived Cu
catalysts for CO2 reduction.  With the presence of oxygen
vacancy on CuO(111) and Cu4O3(202) surfaces, CO could be
adsorbed at the side-on orientation on these surfaces. The
side-on adsorbed orientation of CO on Cu2O(111) surface
could also be identified without oxygen vacancy.  The
transition states of CO••CO dimerization on these three
surfaces are identified and the formation of OCCO as the
final products are determined.  The Ov-Cu4O3(202) surface,
containing an oxygen vacancy, surface is found to
outperform other two surfaces with the barrier predicted at
0.98 eV and thermodynamically favorable to the OCCO
formation.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the adsorbed OCCO
is analyzed by Bader charge analysis, electron localization
functional and local density of state analysis.  The CC
triple-bond and charge-separated character for
(OC)δ+(CO)δ– on Ov-Cu4O3(202) is assigned where the
intrinsic mixed-valence nature of Cu interaction sits of
Cu4O3 is responsible to stabilize such charge-separated
OCCO species.

英文關鍵詞： CO2 Reduction, Electrochemical Catalysis, Redox Potential
Calculation, Copper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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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蔡明剛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張鈞智、詹佑得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1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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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中文摘要 

我們使用密度泛函理論(DFT)計算 CuO(111)，Cu4O3(202)和 Cu2O(111)表面 CO••CO聚合機理，以表徵

氧化物衍生的 Cu催化劑上 CO2還原的潛在反應途徑。由於在 CuO(111)和 Cu4O3(202)表面上可能存在

氧空位，CO可以在這些表面上以側向位向吸附。還可以在沒有氧空位的情況下發生 CO 在 Cu2O(111)

表面上的側向吸附取向。我們確定了這三個表面上 CO••CO聚合化的過渡態，並確定了 OCCO作為最

終產物的形成。發現含有氧空位的 Ov-Cu4O3(202)表面優於其他兩個表面，其中反應能障預測為 0.98eV

並且在熱力學上有利於 OCCO形成。通過 Bader電荷分析，電子局域化功能和局部態密度分析來分析

吸附的OCCO的電子結構。 Ov-Cu4O3(202)上的(OC)
δ+

(CO)
δ–的CC三鍵和電荷分離特徵被指定為Cu4O3

的 Cu相互作用的固有混合價性質負責穩定這種電荷分離的 OCCO中間體。 

 

關鍵詞：二氧化碳還原，電化學催化，氧化還原電位計算，銅表面。 

 

英文摘要 

The CO••CO dimerization mechanism is investigated using Density Function Theory (DFT) calculations on 

CuO(111), Cu4O3(202) and Cu2O(111) surfaces in order to characterize the potential reaction pathway on the 

oxide-derived Cu catalysts for CO2 reduction.  With the presence of oxygen vacancy on CuO(111) and 

Cu4O3(202) surfaces, CO could be adsorbed at the side-on orientation on these surfaces. The side-on adsorbed 

orientation of CO on Cu2O(111) surface could also be identified without oxygen vacancy.  The transition 

states of CO••CO dimerization on these three surfaces are identified and the formation of OCCO as the final 

products are determined.  The Ov-Cu4O3(202) surface, containing an oxygen vacancy, surface is found to 

outperform other two surfaces with the barrier predicted at 0.98 eV and thermodynamically favorable to the 

OCCO formation.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the adsorbed OCCO is analyzed by Bader charge analysis, 

electron localization functional and local density of state analysis.  The CC triple-bond and charge-separated 

character for (OC)
δ+

(CO)
δ–

 on Ov-Cu4O3(202) is assigned where the intrinsic mixed-valence nature of Cu 

interaction sits of Cu4O3 is responsible to stabilize such charge-separated OCCO species. 

 

Keywords: CO2 Reduction, Electrochemical Catalysis, Redox Potential Calculation, Copper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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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inal report of this work is selected as the cover of PCCP, volume 20. The details of this paper can be 

found on "A Computational Exploration on CO2 Reduction via CO Dimerization on Mixed-Valence Copper 

Oxide Surface", Phys. Chem. Phys. Chem. 2018, 20, 16906-16909. 

 

Key Summery 

In conclusion,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eaction pathway on the oxide-derived Cu catalysts for CO2 reduction, 

we have characterized the CO••CO dimerization reaction on CuO(111), Cu4O3(202) and Cu2O(111) surfaces 

using DFT calculations. We find that both CuO(111) and Cu4O3(202) surfaces would first undergo the CO 

oxidation reaction, forming Ov–CuO(111) and Ov–Cu4O3(202) surfaces with reactive oxygen vacanci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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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molecule may then be adsorbed at the under-coordinated site in the side-on orientation, and subsequently 

couple with a neighboring end-on adsorbed CO molecul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is process is most possible 

on the Ov–Cu4O3 surface, owing to its intrinsic mixed-valence property. The presence of mixed-valence ions 

is necessary to stabilize the strongly charge-separated (OC)
δ+

(CO)
δ–

 dimer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the covalent interaction between Cu and C of CO, and the electrostatic attraction between the Cu and C of CO. 

Despite Cu4O3 itself being grand-canonically meta-stable, its formation has been observed along the reductive 

CuO deoxygenation process, and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experimentally observed C2 

formation catalyzed by OD-Cu. Further surface modification, e.g. doping with electron-deficient metal 

element, could potentially stabilize this type of mixed-valence metal oxide material and provide a robust CO 

dimerization reactivity. 

 

Undergoing Studies 

(1) Explicit CO••CO coupling under explicit hydration containing applying electric field effect. The model 

can be schematically visualized as the following. A high index surface is simulated to approximate the 

gran-boundary condition of OD-Cu catalysts. A simulation scheme is developed to include the full solvation 

and electric field. CO••CO dimerization barrier will be is calculated. 

 

 

(2) A mixed-valence region model is designed for characterizing the mixed valence character at over-nm scale 



 7 

with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ull hydration effect. An intriguing and promising CO••CO dimerization pathway 

at 0.71 eV is identified. The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is shown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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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

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

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二、研究成果 

三、建議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計畫編號 MOST  －    －  －    －    － 

計畫名稱  

出國人員

姓名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出國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國地點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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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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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 年 9 

月 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07/29 Departure to Sendai and check in to the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07/30 Attending the talk given by Prof. Akira Fujishima. His accomplishment to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photocatalytic and superhydrophilic properties of titanium dioxide is very inspring. 

08/01 The most impressive talk is given by Prof. Lee Cronin. He has done many important works in 

constructing complex chemical systems, and synthesize complex functional molecular architectures that are 

not based on biologically derived building blocks. 

08/02 The talk given by Roland Fischer is very amazing. He has done so much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molecular materials with potential for use in energy conversion, catalysis, gas storage and separation, 

sensing, photonics and microelectronics. One of his research goals is the integration of chemical and 

physical multifunctionality in photoactive, conductive, and stimuli-responsive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08/03 I gave my oral presentation today. After my talk, I was also approached by the famous inorganic 

chemist - Federico Franco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earth abandon metal complexes for CO2 

reduction. That was a delightful discussion. 

08/04 After listening to Mario Ruben’s talk, I left Sendai to Osaka to visit some academic friends.  

二、 與會心得 

As a computational chemist working at the organometallic catalysis, I enjoyed this conference very much. 

The conference covered a broad range of catalytic challenge these days. Most of the invited speakers also 

gave very comprehensive and insightful presentation to showcase their progress. This conference holds 

every four years if my understanding is correct. I will be happy to attend this event again. Hopefully, I can 

have a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all of the inorganic chemists from other countries.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CO2 Reduction Catalysis by Tunable Square-Planar 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Nitrogen-Substituted Carbon Nanotube Models 

計畫編號 MOST－106－2113－M－003－012 

計畫名稱 從二氧化碳的電化學還原機制到選擇性碳碳鍵的生成：相關銅電極表面上之氧化

還原理論模擬 

出國人員

姓名 
蔡明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會議時間 
107年 7 月 30日至 

 107年 8 月 4日 
會議地點 

仙台，日本 

會議名稱 
(中文)2018國際配位化學會議 

(英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ordination Chemistry, 2018 

發表題目 

(中文) 以可調控的奈米碳管模型探討二氧化碳還原催化反應 

(英文) CO2 Reduction Catalysis by Tunable Square-Planar 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Nitrogen-Substituted Carbon Nanotube 

Models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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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Te Chan, Ming-Kang Tsai*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88, Sec. 4, Tingchow Rd., Taipei 11677, Taiwan 

Email: mktsai@ntnu.edu.tw 

In this work, using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we have characterized the CO2 reduction capabilities of a 

series of nine transition-metal-chelated nitrogen-substituted carbon nanotube models (TM-4N2v-CNT). 

Each of the chelated models consists of a four-N-substituted and one vacancy framework to mimic square 

planar homogeneous catalysts, and is coordinated to Fe, Ru, Os, Co, Rh, Ir, Ni, Pt or Cu. The results are 

further investigated to search for the possible electrochemical intermediates along the CO2 reduction 

pathway. We’ve found that all of the tested elements are predicted to favor the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over CO2 reduction energetical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Cu), and that only Group 8 elements are 

predicted to bind CO effectively and other cases prefer HCOOH formation. The observed CO binding 

preference could be rationalized via ligand field theory based on the molecular orbitals of the square 

planar complexes. With a suitable applied voltage to stabilize all of the adsorbed CO intermediates, Ru 

and Os are predicted to produce CH4, whereas Fe is predicted to produce CH3OH. Decreasing the 

curvature of the CNT could reduce the required potential in the potential-determining step substantially. 

However, the predicted catalytic sequence is subject to only the selection of a metal center. 

四、建議 n/a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Conference program book (electronic version) 

六、其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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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參訪及考察過程 

二、心得 

三、建議 

四、其他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國外學者來臺訪問成果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訪問過程 

二、對本項專題計畫產生之影響、貢獻或主要成果 

三、建議 

四、其他 

 

 

 

 

 

 

 

 

 

 

 

 

計畫編號 MOST  －    －  －    －    － 

計畫名稱  

出國人員

姓名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出國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國地點 

 

計畫編號 MOST  －    －  －    －    － 

計畫名稱  

邀訪學者

姓名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籍  來臺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來訪目的 

(可複選) 

□技術指導 □實驗設備設立 □計畫諮詢/顧問 □學術演講 □國際會議主講員 □

其他 

附件八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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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之性別分析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計 畫 編 號 MOST   -    -   -    -    -   

研究人員姓

名 

   

任職機關系

所 

 職 稱  

計 畫 名 稱    

說明： 

本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且進行性別分析，請於計畫成果報告(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時一併繳交「性別分析報告」。 

項 次 項 目 說明 備註 

1 本計畫之研究結果已進行性別分析。 

 

 

 

2 本計畫之收案件數及其性別比例。 
 

 

 

3 

本計畫研究結果之性別差異說明。  

如無性別差異，亦請說明。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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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 年 9 

月 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07/29 Departure to Sendai and check in to the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07/30 Attending the talk given by Prof. Akira Fujishima. His accomplishment to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photocatalytic and superhydrophilic properties of titanium dioxide is very inspring. 

08/01 The most impressive talk is given by Prof. Lee Cronin. He has done many important works in 

constructing complex chemical systems, and synthesize complex functional molecular architectures that are 

not based on biologically derived building blocks. 

08/02 The talk given by Roland Fischer is very amazing. He has done so much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molecular materials with potential for use in energy conversion, catalysis, gas storage and separation, 

sensing, photonics and microelectronics. One of his research goals is the integration of chemical and 

physical multifunctionality in photoactive, conductive, and stimuli-responsive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08/03 I gave my oral presentation today. After my talk, I was also approached by the famous inorganic 

chemist - Federico Franco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earth abandon metal complexes for CO2 

reduction. That was a delightful discussion. 

08/04 After listening to Mario Ruben’s talk, I left Sendai to Osaka to visit some academic friends.  

二、 與會心得 

As a computational chemist working at the organometallic catalysis, I enjoyed this conference very much. 

The conference covered a broad range of catalytic challenge these days. Most of the invited speakers also 

gave very comprehensive and insightful presentation to showcase their progress. This conference holds 

every four years if my understanding is correct. I will be happy to attend this event again. Hopefully, I can 

have a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all of the inorganic chemists from other countries.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CO2 Reduction Catalysis by Tunable Square-Planar 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Nitrogen-Substituted Carbon Nanotube Models 

計畫編號 MOST－106－2113－M－003－012 

計畫名稱 從二氧化碳的電化學還原機制到選擇性碳碳鍵的生成：相關銅電極表面上之氧化

還原理論模擬 

出國人員

姓名 
蔡明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會議時間 
107 年 7 月 30 日至 
 107 年 8 月 4 日 

會議地點 
仙台，日本 

會議名稱 
(中文)2018 國際配位化學會議 

(英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ordination Chemistry, 2018 

發表題目 

(中文) 以可調控的奈米碳管模型探討二氧化碳還原催化反應 

(英文) CO2 Reduction Catalysis by Tunable Square-Planar 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Nitrogen-Substituted Carbon Nanotube 

Models 

附件六 



 14

Yu-Te Chan, Ming-Kang Tsai*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88, Sec. 4, Tingchow Rd., Taipei 11677, Taiwan 

Email: mktsai@ntnu.edu.tw 

In this work, using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we have characterized the CO2 reduction capabilities of a 

series of nine transition-metal-chelated nitrogen-substituted carbon nanotube models (TM-4N2v-CNT). 

Each of the chelated models consists of a four-N-substituted and one vacancy framework to mimic square 

planar homogeneous catalysts, and is coordinated to Fe, Ru, Os, Co, Rh, Ir, Ni, Pt or Cu. The results are 

further investigated to search for the possible electrochemical intermediates along the CO2 reduction 

pathway. We’ve found that all of the tested elements are predicted to favor the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over CO2 reduction energetical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Cu), and that only Group 8 elements are 

predicted to bind CO effectively and other cases prefer HCOOH formation. The observed CO binding 

preference could be rationalized via ligand field theory based on the molecular orbitals of the square 

planar complexes. With a suitable applied voltage to stabilize all of the adsorbed CO intermediates, Ru 

and Os are predicted to produce CH4, whereas Fe is predicted to produce CH3OH. Decreasing the 

curvature of the CNT could reduce the required potential in the potential-determining step substantially. 

However, the predicted catalytic sequence is subject to only the selection of a metal center. 

四、建議 n/a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Conference program book (electronic version) 

六、其他 n/a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蔡明剛 計畫編號：106-2113-M-003-012-

計畫名稱：從二氧化碳的電化學還原機制到選擇性碳碳鍵的生成：相關銅電極表面上之氧化還原理論
模擬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Phys. Chem. Chem. Phys. 2018, 20,
16906-16909.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2

人次

大三專題生，不支領補助

碩士生 0

博士生 1 20000/month

博士後研究員 1 59000/month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We are also preparing two other manuscripts for CO2 electrochemical
reduction on Cu related surfaces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We have proposed couple new reaction pathways using cheap transition
metals – Cu for electrochemical CO2 reduction reactions. This
finding could inspire the industry to develop a large scale
facilitate to convert the waste gas CO2 to useful chemical fuels.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科技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