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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分子材料：基础与前沿



5

1.1 高分子、大分子、聚合物

分子量高 个头大 因聚而合

乙烯单体：分子量 = 28，尺寸 = 1.5 Å

聚乙烯：分子量 = 105 ~ 107，尺寸 = 10 ~ 100 nm

单体 聚合物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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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分子、大分子、聚合物

分子量高 个头大 因聚而合

UHMWPE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LDPE低密度聚乙烯

HDPE

LDPE

LLDPE

支化

拓扑结构

https://www.dsm.com/dyneema/en_GB/our-products/dyneema-fiber.html
https://www.dsm.com/dyneema/en_GB/our-products/dyneema-fib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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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分子、大分子、聚合物

分子量高 个头大 因聚而合

交联

热塑性塑料 热固性塑料 一个超大的分子（Giant Molec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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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分子、大分子、聚合物

分子量高 个头大 因聚而合

超分子化学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超分子通常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分子依靠分子间相互作用

（非共价键相关作用）结合在一起，组成复杂、有组织的聚集

体，并保持一定的完整性使其具有明确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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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分子、大分子、聚合物

分子量高 个头大 因聚而合

超分子化学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http://supramol.jlu.edu.cn/

http://supramol.jlu.edu.cn/
http://supramol.jlu.edu.cn/
http://supramol.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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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分子、大分子、聚合物：小结

 分子量高、个头大、由聚合反应生成

 聚合反应决定产物分子量分布和结构分布（比如化

学结构、拓扑结构、立体构型）

 聚合反应（合成）结构性质性能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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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分子材料学基础：材料学研究范畴

杨培东 & Tarascon, J. M. (2012). Towards systems materials engineering. Nature materials, 11, 560-563

制备

结构

性质

性能

传统材料学研究
四面体

系统材料工程

材料组分 界面设计与优化

功能性材料系统（比如
锂电池、燃料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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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分子材料学基础：分类

通用塑料

工程塑料

特种塑料塑料

橡胶

纤维

功能性高分子材料 比如：感光高分子、导电高分子、光电转换高分子、

生物医用高分子、涂料、胶黏剂、外加剂等

https://polymers.com.au/thermoplastics/
https://polymers.com.au/thermopla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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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分子材料学基础：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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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分子材料学基础：量大面广

 截止2015年，全世界累计塑料产量超过78亿吨

 年产量~3亿8千万吨

 其中绝大多数不可降解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8/06/plastic-planet-waste-pollution-trash-crisis/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8/06/plastic-planet-waste-pollution-trash-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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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分子材料学前沿：发展热点和趋势

 结构功能复合化（比如手机屏幕）

 功能材料智能化 （比如自清洁、自修复材料）

 材料与器件集成化 （比如可穿戴柔性电子器件）

 制备和使用过程绿色化 （比如粉末涂料、可堆肥食品包装材料）

徐坚，新材料发展趋势与创新机制思考 （#材视 #DT新材料）, 202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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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分子材料学前沿：亟待解决的问题

Plastic waste at the Thilafushi waste disposal site, Maldives - by Mohamed Abdulraheem

End Plastic Waste

终结塑料污染

 政府：限塑令

 企业：塑料循环经济

 个人：改变生活习惯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hat-a-waste/tackling_increasing_plastic_waste.html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hat-a-waste/tackling_increasing_plastic_waste.html
https://endplasticwas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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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分子材料学前沿：亟待解决的问题

减碳

可堆肥

绿色、节能、低成本

替代品方案：快递塑料包装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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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子模拟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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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什么是分子模拟技术？

分子模拟（Molecular Simulation） 利用计算机以原子水平的分子模型来

模拟分子结构与行为，进而模拟分子体系的各种物理、化学性质的方法。

它是在实验基础上，通过基本原理，构筑起一套模型和算法，从而计算出

合理的分子结构与分子行为。分子模拟不仅可以模拟分子的静态结构，也

可以模拟分子体系的动态行为。

分子模拟的主要方法：分子蒙特卡洛法（MC）和分子动力学法（MD）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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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分子动力学模拟技术：现状和发展

加速和高效采样算法 基于硬件的算法优化

传统分子动力学
（MD）模拟技术

更精准可靠
的力场

粗粒化
策略

纳入多尺度材料计算模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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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子模拟技术的普及：自助者天助之

 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资源平民化

 分子模拟技术方法日趋完善

 计算结果可靠性越来越强

 学习曲线趋于平缓（得益于模拟软件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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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子模拟技术的普及：大事记

 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Walter Kohn, John Pople)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Martin Karplus, Michael Levitt and Arieh Warshel )

 2011年美国材料基因组计划（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的启动

 2000年Materials Studio软件的发布（Accelrys, now BIOVIA）

 2017年BASF启用Quriosity超级计算机开展虚拟建模和仿真实验

注意：一家之言，姑妄言之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1998/summary/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2013/summary/
https://www.mgi.gov/
https://www.3dsbiovia.com/products/collaborative-science/biovia-materials-studio/
https://www.basf.com/global/en/who-we-are/innovation/our-innovations/supercompu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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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子模拟技术的普及：大背景

材料基因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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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子模拟技术的普及：大框架

引自 Materials and Process Simulation Center, Caltech, 2007.

分子模拟被纳入

多尺度材料计算

模拟框架，并且

在其中具有承前

启后的关键地位

http://www.wag.caltech.edu/multiscale/
http://www.wag.caltech.edu/multiscale/
http://www.wag.caltech.edu/multi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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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子模拟技术的普及：大框架

集成计算材料工程（Integrated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ICME) 将计算工

具所得的材料信息，与工业产品性能分析和制造工艺模拟集成的学科。

Committee on Integrated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National Materials Advisory Board (美国国家
材料咨询委员会), Division on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8)

趋势和愿景：将多尺度材料计算模拟技术纳入CAE工程仿真技术框架

多尺度材料计算模拟 材料制备/加工材料应用和使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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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子模拟技术在高分子材料研究中的应用

 预测材料物理化学性质 输入到 CAE工程仿真技术

 构建P-S-P-P关系（材料学研究四面体）

 设计和优化分子结构，促进新产品开发

 材料组分的界面设计与优化（系统材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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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子模拟技术在高分子材料研究中的应用

杨培东 & Tarascon, J. M. (2012). Towards systems materials engineering. Nature materials, 11, 560-563

制备

结构

性质

性能

传统材料学研究
四面体

系统材料工程

材料组分 界面设计与优化

功能性材料系统（比如
锂电池、燃料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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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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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实例

1. 基于蛋白质表面的随机异源聚合物设计

2. 高分子/纳米粒子复合材料

3. 聚电解质刷的表面润滑性

4. 聚合物在固液界面的构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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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于蛋白质表面的随机异源聚合物设计

Panganiban et al., Science 359, 1239–1243 (2018)

徐婷

实验和模拟相结合的工作

计算机模拟工作由西北大学团队完成

Dr. Baofu Qiao 全原子分子动力学模拟

Dr. Trung Dac Nguyen 粗粒化模拟

Dr. Monica Olvera de la Cruz

设计开发一种合成聚合物，让蛋白在非天然环境中保持活性

随机异源聚合物（RHP)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1/1239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1/1239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1/1239
http://aztec.tech.northwester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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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于蛋白质表面的随机异源聚合物设计

Panganiban et al., Science 359, 1239–1243 (2018)

全原子模拟 粗粒化模拟

• Explicit solvent all-

atom molecular 

dynamics (MD)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the 

CHARMM 36 

potential.

• Coarse-grained 

(CG)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gathered from all-

atom MD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1/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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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分子/纳米粒子复合材料

实验和模拟相结合的工作

吉林大学吕中元教授和钱虎军教授课题组

计算机模拟为高分子/纳米粒子复合材料

性能优化提供新思路

Large-scale coarse-grained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are performed.

粗粒化模拟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3410-z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341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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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分子/纳米粒子复合材料

钱虎军, 吕中元. 高分子/单链高分子纳米粒子复合体系中的界面性质[J]. 高分子学报, 2020, 51(1): 55-65.

聚苯乙烯单链纳米粒子(SCNP) 形成过程模拟 SCNP/聚苯乙烯熔体界面示意图

http://www.gfzxb.org/article/app/id/af5c2a25-369c-4f2e-9090-4c0383998d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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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聚电解质刷的表面润滑性

俞璟

Yu et al., Science 360, 1434–1438 (2018)

实验和模拟相结合的工作

计算机模拟工作由芝加哥大学

J. J. de Pablo团队完成

Nick E. Jackson 粗粒化模拟

Dr. Juan J de Pablo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96/1434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96/1434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96/1434
https://pme.uchicago.edu/group/de-pablo-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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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聚电解质刷的表面润滑性

Yu et al., Science 360, 1434–1438 (2018)

实验和模拟相结合的工作

计算机模拟工作由芝加哥大学

J. J. de Pablo团队完成

Nick E. Jackson 粗粒化模拟

Dr. Juan J de Pablo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96/1434
https://pme.uchicago.edu/group/de-pablo-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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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聚合物在固液界面的构象行为

Hendrik Heinz

全原子分子动力学模拟

Interface force field (IFF) 

https://doi.org/10.1039/C9GC03287H
https://doi.org/10.1039/C9GC03287H
https://www.colorado.edu/chbe/hendrik-heinz
https://bionanostructures.com/interfac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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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聚合物在固液界面的构象行为



38

Interface Force Field (IFF)

https://bionanostructures.com/interface-md/

https://bionanostructures.com/interface-md/
https://bionanostructures.com/interface-md/
https://bionanostructures.com/interfac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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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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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1. 高分子材料量大面广，几乎无处不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关键基础材料

2. 高分子材料的发展趋势：“四化”——结构功能复合化、功能材料智能

化、材料与器件集成化、制备和使用过程绿色化

3. 高分子材料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终结塑料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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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1. 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趋于成熟，技术越来越普及，应用越来越广泛，

逐渐受到高分子材料行业的重视，方兴未艾

2. 分子模拟在多尺度材料计算模拟框架中占据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3. 趋势和使命：将多尺度材料计算模拟纳入CAE工程仿真技术框架

4. 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从锦上添花到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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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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