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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晶体结构内容比较抽象，不易理解，笔者
将“常见晶体的空间利用率的计算”课程内容整理
如下，以便广大师生学习。

一、 晶体的空间利用率

晶体的各种结构具有不同的堆积密度，定量表
征堆积密度的指标是“空间利用率”或“空间占有
率”，空间利用率（P0） 是指构成晶体的原子、离子或
分子在整个晶体空间中所占有的体积百分数，即晶
胞中微粒总体积与晶胞体积的比值：P0=V 微粒 /V 晶胞。
计算空间利用率时应注意两点：一是晶胞中的

微粒数目不是表观数目，而是“净”数目，可利用
“切割法”来计算一个晶胞中实际包含的微粒数。
二是微粒体积用半径 r计算，晶胞体积用晶胞参数
（如棱长 a） 计算，要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统一起
来。这种关系随晶体结构而异，寻找这种关系的关
键是观察微粒在哪个方向上刚好接触。（李炳瑞，
2004年） 下面以金属晶体为例，从等径圆球密堆积
角度，分别计算简单立方、体心立方、面心立方、
简单六方、金刚石型晶胞的空间利用率。

二、 金属晶体的空间利用率计算

晶体的空间利用率的计算步骤如下：计算晶胞
中的微粒数→计算晶胞中微粒的总体积→计算晶胞
的体积→将晶胞中微粒总体积除以晶胞体积。

1.简单立方晶胞。

简单立方晶胞中，棱上两个球接触，棱长 a=
2r，如图 1所示。

问题 1： 已知金属钋 （PO） 为简单立方堆积，

钋原子半径为 r cm， 计算钋晶体的空间利用率。

答： 图 1为金属钋的晶胞，钋原子占据晶胞的
顶点，一个晶胞包含的微粒数为 8×1/8=1，微粒总
体积 V 微粒=4πr3/3，棱长 a=2r，晶胞体积 V 晶胞=a3=
8r3，因此钋晶体的空间利用率=（4πr3/3）/8r3=π/6=
52.36%。

2.体心立方晶胞。

体心立方晶胞中，体对角线上三个球两两接
触，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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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简单立方晶胞的结构

图 2 体心立方晶胞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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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已知金属钾 （K） 为体心立方堆积，

钾原子半径为 r cm， 计算钾晶体的空间利用率。

答： 图 2为金属钾的晶胞，K原子占据晶胞的
顶点和体心，一个晶胞包含的微粒数为 8×1/8+1=2，
微粒总体积 V 微粒=2×4πr3/3=8πr3/3。晶胞棱长 a，面

对角线长为 2姨 a，体对角线长为 3姨 a，体对角线

上三个球两两接触，即 4r = 3姨 a，晶胞体积

V 晶 胞 =（4r/ 3姨 ）3，故 K 晶体的空间利用率：

P0=（8πr3/3）（4r/ 3姨 ）3= 3姨 π/8=68.02%。 （张祖
德，2014年）

3.面心立方晶胞。

面心立方晶胞中，面对角线上三个球两两接
触，如图 3所示。

问题 3： 已知金属铜 （Cu） 为面心立方最密堆
积， 铜原子半径为 r cm， 计算铜晶体的空间利用率。

答： 图 3 为金属铜的晶胞，Cu 原子占据晶胞
的顶点和面心，一个晶胞包含的微粒数为 8×1/8+
6×1/2=4，微粒总体积 V 微粒=4×4πr3/3=16πr3/3。

晶胞棱长为 a，面对角线长为 2姨 a，面对角线上

三个球两两接触，即 2姨 a =4r，晶胞的体积

V 晶胞=（2 2姨 r）3=16 2姨 r3，因此 Cu 晶体的空间利

用率：P0=（16πr3/3）/16 2姨 r3=74.05%。 （周公度、
段连运，2008年）

4.简单六方晶胞。

图 4中，前者（a） 为六方柱，不是六方晶胞。
按照晶体结构的周期性划分所得的平行六面体，即
后者（b） 才是六方晶胞。六方晶胞中，顶点为 8
个晶胞共有。部分资料将前者（a） 视为六方晶胞，
认为其顶点为 6个晶胞所共有，这是错误的。

问题 4： 已知金属镁 （Mg） 为六方最密堆积，

镁原子半径为 r cm， 计算镁晶体的空间利用率。

答： 图 5（a） （b） 为金属镁的六方晶胞，其
中顶点 Mg原子为 8个晶胞共有，体内还包含 1个
Mg原子，一个晶胞包含的微粒数为 8×1/8+1=2。图
5（a） 清楚地表明，晶胞的高度 h是正四面体高的
两倍，而正四面体的棱长 （即晶胞的棱长） a=
2r。稍微麻烦的是为计算晶胞体积而涉及的晶胞高
度 h，下面列举三种方法来求证六方晶胞高度 h和
r的关系。

方法一：把正四面体放到一个假想的立方体
中，如图 6 所示。立方体的面对角线为正四面体
的棱长 2r，结合立体几何知识可知，立方体的边

长为 2r/ 2姨 ，体对角线为（2r/ 2姨 ）× 3姨 ，其
体对角线的 2/3 即为正四面体的高 h/2，即 h/2=

（2r/ 2姨 ）× 3姨 ×2/3=2 6姨 r/3。（李炳瑞，2004年）
方法二：如图 6所示，正四面体的棱长为 2r，

底面正三角形的高为 3姨 r，正四面体的高为 h′。
利用勾股定理，可求得正四面体高 h′和 r的关系为

（h′）2=（2r）2-（ 3姨 r×2/3）2，推出 h′=2 6姨 r/3。

图 3 面心立方晶胞的结构

（a） 六方柱 （b） 六方晶胞

图 4 六方柱和六方晶胞的结构

（a） （b） （c）

图 5 Mg六方晶胞中的几何关系

图 6 假想的立方体和正四面体

图 7 两种等径圆球最密堆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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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由图 7的两种等径圆球最密堆积图可
知，相邻两层的层间距均相等。六方晶胞中，正四
面体的高 h′即为六方最密堆积 ABAB…型堆积中相
邻两层的距离，也是面心立方最密堆积 ABCABC…
型堆积中相邻两层的距离。因此，我们可以利用
图 8 的面心立方晶胞来巧妙计算正四面体的高
h′。面心立方晶胞中，体对角线 AA′两点的距离为

3倍的密堆积层间的距离，即 3h′= 3姨 a。面对角

线上三个球两两接触， 2姨 a=4r。因此正四面体

的高 h′=2 6姨 r/3。

通过以上方法求得正四面体高 h/2=h′=2 6姨 r/3，
六方晶胞的高度 h是正四面体高的两倍。由图 5（c）

可得六方晶胞的底面积 S=（2r）（2r） sin60°=2 3姨 r2，

晶胞体积 V 晶胞=S×h=2 3姨 r2×2×2 6姨 r/3=8 2姨 r3，
晶胞中微粒总体积 V 微粒=2×4πr3/3=8πr3/3，因此 Mg

晶体的空间利用率为 P0=（8πr3/3）/8 2姨 r3=74.05％。
5.金刚石型晶胞。

问题 5： 已知灰锡 （Sn） 为金刚石型堆积， 锡

原子半径为 r cm， 计算灰锡晶体的空间利用率。

答： 图 9为灰锡的晶胞，Sn原子占据晶胞的顶
点、面心和体内，一个晶胞包含的微粒数为 8×1/8+
6×1/2+4=8。金刚石型晶胞中，Sn原子在立方体的
棱上和面对角线方向都没有相互接触，而是在体对
角线方向接触（图中的短线）。（李炳瑞，2004年）
晶胞的棱长 a和原子半径 r的关系可由如下两种方
法求得。

方法一：如图 10，尽管在体对角线上缺少两个
原子，但从几何关系可以建立原子半径 r和晶胞棱

长 a的关系， 3姨 a=8r→a=8r/ 3姨 。
方法二：如图 10，晶胞棱长为 a，l1为面对角

线的 1/4，l1= 2姨 a/4，l2为棱长的 1/4，l2=a/4。利用

勾股定理 AB2=（2r）2=l12+l2
2=（ 2姨 a/4）2+（a/4）2=3a2/16，

化简得 2r= 3姨 a/4，a=8r/ 3姨 。

灰锡的晶胞体积V 晶胞=a3=（8r/ 3姨 ） =512r3/3 3姨 ，
微粒总体积 V 微粒=4πr3/3×8=32πr3/3，故空间利用率

P0=（32πr3/3）/（512r3/3 3姨 ）= 3姨 π/16=34.01%。（李
炳瑞，2004年）

通过上述计算得知：面心立方晶胞和简单六方
晶胞的空间利用率相同，达到 74.05%，其次是体
心立方晶胞，其空间利用率为 68.02%。金刚石型
晶胞的空间利用率最小，只有体心立方晶胞的一
半，仅为 34.01%，比简单立方晶胞的空间利用率
52.36%，还小得多。

三、 思考与提升

历届高考和化学竞赛中也曾经出现考查计算晶
体的空间利用率的试题，下文举例说明。

试题 1 （2014 年高考理科综合卷海南卷， 节

选）： 碳元素的单质有多种形式， 下图是金刚石的

结构图。 金刚石晶胞含有 个碳原子。 若碳原子

半径为 r， 金刚石晶胞的边长为 a， 根据硬球接触模
型， 则 r= a， 列式表示碳原子在晶胞中的空间
占有率 （不要求计算结果）。

图 8 面心立方晶胞中的 ABC 堆积

图 9 金刚石型晶胞的结构

图 10 金刚石型晶胞中的几何关系

图 11 金刚石的晶体结构 图 12 GaAs 的晶胞结构

剖析教学 jiɑo xue

56



2021.7 2021.7

解析：此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与问题 5相同，

参考答案分别为 8、 3姨 /8、 3姨 π/16。
试题 2 （2016 年高考理科综合卷全国卷Ⅲ， 节

选）： 砷化镓 (GaAs) 是优良的半导体材料， 可用于

制作微型激光器或太阳能电池的材料等。 GaAs 的
密度为 ρ g·cm-3， 其晶胞结构如图所示。 该晶体的

类型为 ， Ga 与 As 以 键键合。 Ga 和
As 的摩尔质量分别为 MGa g·mol-1和 MAs g·mol-1， 原
子半径分别为 rGa pm 和 rAs pm， 阿伏加德罗常数值
为 NA， 则 GaAs 晶胞中原子的体积占晶胞体积的百
分率为 _______。
解析：Ga与 As以共价键键合，晶体类型为原

子晶体。目前新教材已将“原子晶体”修订为“共
价晶体”。晶胞中原子体积的计算方法同问题 5，晶
胞体积的计算可由 V 晶胞=M 晶胞/ρ换算求得，空间利

用率为 4π×10-30NAρ（rGa3 +rAs3）
3（MGa+MAs）

×100%。

此题的能力要求与问题 5相当，但多了密度与
体积的换算和单位换算，略显繁琐些。

试题 3 （2002 年奥林匹克竞赛化学初赛， 节

选）： 已知在氯化钠晶体中， Na+离子的半径为 116
pm， Cl-离子的半径为 167 pm， 它们在晶体中是紧
密接触的。 求离子占据整个晶体空间的百分数。

解析：此题的关键是晶胞体积的计算，晶胞参
数 a为 Na+离子和 Cl-离子的半径之和的两倍。
微粒数：Cl-：8×1/8+6×1/2=4，Na+：1+12×1/4=4。
离子体积：V 离子=4×（4π/3）×（1163+1673）=1.04×

108（pm3）。
晶胞体积： V 晶 胞 =[2 ×(116 +167)]3 =1.81 ×108

（pm3）。

空间利用率：P0= V 离子

V 晶胞
= 1.04×108

1.81×108 =57.5%。

空间利用率反映原子、离子或分子在晶体结构
中紧密堆积的程度。绝大多数金属单质采取最密堆
积方式，对应于面心立方晶胞和简单六方晶胞；一

部分金属单质采取堆积密度相对较小的堆积方式，
对应于体心立方晶胞和金刚石型晶胞。堆积密度是
影响金属单质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
因素。关于晶体的空间利用率的计算是《物质结构
与性质》模块的难点，是区分考生层次的考点。以
上，笔者对金属晶体的常见晶胞的空间利用率的计
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不难看出，计算空间利用率
的关键是根据晶胞中微粒堆积的特点求出晶胞边长
和微粒半径之间的关系。学生若具备较好的空间思
维能力和立体几何的相关知识，遇晶体结构的学习
会如鱼得水。学生掌握金属晶体的空间利用率的计
算，对于解答其他晶体的空间利用率问题具有触类
旁通的效用。例如，离子晶体的结构也可以用等径
球的堆积模型来处理和描述。对于二元离子晶体，
可以把负离子看作等径圆球密堆积，正离子填在负
离子堆积形成的空隙中，从整体上来看，属于非等
径圆球的堆积，试题 2和试题 3即为这方面的应用
实例。
晶体结构基础知识的考查内容包括：晶体类

型、构成晶体的微粒种类、微粒间的作用力类型及
其对物质的物理性质的影响、对晶体结构和晶胞知
识的掌握以及有关简单计算。以晶胞为载体的考查
涉及：一，晶胞中独立拥有的微粒数的确定；二，
晶胞中微粒的分数坐标和晶胞参数的计算；三，根
据晶胞参数计算晶体的密度；四，由密度和晶胞参
数求算晶胞中组成单元的数目；五，晶胞中微粒的
配位数的求算；六，晶体的空间利用率的计算等。
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他们后期学习发展的
基石。对知识内容的深入理解和融会贯通至关重
要，是学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

高考化学试题在选材上着力体现科学前沿和我
国科学家的创新研究成果，在情境设计上，既重视
考生对基本概念和知识的理解，又适当体现对考生
综合分析问题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考查。试题在复杂、
陌生的研究对象及问题情境下，考查物质结构的基
础知识和综合应用，让考生通过模仿和类比等方法，
自主学习新知识，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初步建立创新科学思维。掌握物质的结构与物质性
质之间的关联，是学生学习物质结构知识的初衷；
利用结构与性质的关联揭示物质的特性并用于获得
新物质，则是学生学习物质结构知识的最终目的。

注： 本文系 2019 年度福建省基础教育课程教
学研究课题 “化学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教学疑难问题研

究” （课题编号： MJYKT2019—018） 的成果。

rGa3 rAs3

图 13 氯化钠的晶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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