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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树枝形大分子溶液的自洽场理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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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形大分子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 其浓度分布、末端官能团分布和分子尺寸决定了材料的性质. 在柔性支

化臂条件下, 推导了均聚物树枝形大分子在溶剂中的自洽场理论, 计算了不同代数 G 的树枝形大分子的链节浓度分布.
计算结果表明: (1)在良溶剂(或绝热溶剂)中, 柔性支化臂的树枝形大分子符合“dense-core”模型, 链节浓度沿径向缓慢
下降; (2)由于柔性链的折回构象, 末端链没有向球形分子的外缘球壳层聚集的倾向; (3)不同代数的支化臂所受的拉伸
强度不同, 近中心处的第一代支化臂所受的拉伸程度最大; (4)自洽场计算与 Flory 平均场理论标度律估算结果一致, 得
到树枝形大分子在良溶剂中的分子尺寸具有标度律 R～(GP)1/5N2/5, 其中 P 是单个支化臂的聚合度, N 是分子的总的链
段数; (5)在 G 固定的情况下, 该标度律简化为 R～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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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sistent Field Theory Studies of Flexible Dendrimer in Good Sol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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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ndrimers are a class of novel polymer materials, which have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past decades. The
property of a dendrimer material strongly depends on the conformational details of the molecules, including the monomer
density distribution, the functional end-group distribution, and the molecular size.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a dendrimer
composed of flexible and long spacers, immersed in the athermal or good solvent. A self-consistent field theory (SCFT) with
a pre-averaged excluded volume potential is employed to calculate the density profiles of the segments and the radius of gyration R of the dendrimers. The stretched conformation of the spacers, and the scaling laws between the dendrimer size and
its topologic parameters are analyzed. Our main results are: (1) The segment density of the dendrimers obeys the
“dense-core” model, and decreases smoothly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 (2) Due to the folding-back conformation, the local
density of the end-segment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local segment density. The density profile of the end-segments does not
have a lifted peak at the outer layer of the spherical molecule. (3) The conformation of the spacers with lower generation
numbers is strongly stretch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where the segments are crowded. The first-generation spacers are mostly
stretched. However, the spacers with higher generation numbers are much weakly stretched in the outer region. (4) Our
self-consistent field theory calculations give the scaling law of the dendrimer size R～(GP)1/5N2/5, where G is the generation
number of the dendrimer, P is the spacer segment number, and N is the total segment number. This agrees with the Flory
mean field calculation for dendrimer based on full segment number. But it disagrees with the pioneer theories based on a
linear side chains and the results from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which gave R～(GP)2/5N1/5. This disagreement is attributed
to the limited bond length in simulations and the unlimited stretchable spacers in SCFT. (5) If G is fixed, the scaling law is
simplified to R～P3/5 in good solvent, which agrees with the pioneer theories.
Keywords dendrimer; mean-field theory; self-consistent field theory; scaling law

1

引言

树枝形大分子是一种高度支化的高分子材料, 在不
同领域有广泛的应用[1～6], 包括传感器、催化、分子器
件以及药物运输系统等. 自从 1978 年 Vögtle 等[7]首次合
成之后, 近四十年来, 对树枝形大分子的实验研究[8～16]
一直在进行. 目前, 最常见的可商业购买的树枝形大分
子为聚酰胺-胺树枝形聚合物(PAMAM). 这种分子的分

子骨架本身由大量酰胺键和叔胺组成, 具有一定水溶
性, 并且可以通过修饰其外围的大量胺基来实现不同功
能[16]. 另一种含有肽键的树枝状大分子, 具有无毒、可
降解、可生物相容等特点, 常被用作生物医用高分子材
料[5].
为了提高树枝形大分子材料在应用中的性能, 对其
物理性质的研究至关重要 [17～34] . 由于树枝形大分子的

* E-mail: yang_yingzi@fudan.edu.cn
Received May 9, 2018; published June 22, 2018.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s. 21320102005, 21774026) and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 2016YFA0203301).
项目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s. 21320102005, 21774026)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Nos. 2016YFA0203301)资助.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715—722

© 2018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ioc-journal.cn

715

化 学 学 报

研究论文

应用环境通常为溶液环境, 所以它在溶液中的热力学平
衡态构象性质[9～11,24～26,29,35], 如分子的尺寸、官能基团的
浓度分布、内部空腔的大小等, 强烈影响着材料的性能.
然而, 由于分子本身拓扑结构复杂, 树枝状大分子的构
象行为以及分子尺寸的标度关系, 至今都没有在理论研
究中获得较为一致的结论. 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部
分:
(1)分子内部的链节浓度分布
早在 1983 年, de Gennes 和 Hervet[17]假设树枝形大
分子在溶液中时“靠近中心处的支化臂是柔性的, 而在
外围处支化臂被拉伸的”[17], 得到分子的链节浓度在中
心 处 极 小 , 并 沿 径 向 而 增 大 的 “ hollow-core ” 模 型 .
“hollow-core”模型具有分子内部空腔, 意味着树枝形大
分子可以作为包裹药物的“胶囊”, 在药物运输系统上
存在巨大的应用潜力, 并影响了之后的十年内的理论和
应用研究[1].
然而, 在 1990 年, Lescanec 和 Muthukumar[18]通过模
拟计算, 提出了与“hollow-core”相反的“dense-core”
模型, 即分子浓度分布在中心处是极大值. 在这之后,
大量数值计算和模拟工作支持“dense-core”模型, 包括
蒙特卡罗(MC)[19～21,25～27]、分子动力学(MD)[8,22]、布朗动
力学(BD)[24,28]、自洽场理论(SCFT)[23,31]以及密度泛函理
论(DFT)[35]. 这些模拟和计算方法给出, 低代数的支化
臂是分布在中心处附近的, 使中心处的浓度分布最大;
随着代数增加, 会出现一个浓度的平台区. 实验上通过
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以及小角中子散射(SANS)也验
证了一些胺类支化点的树枝形均聚物大分子符合
“dense-core”模型[10,11,36].
尽管“dense-core”模型如今已被广泛接受, 但在浓
度分布上仍然存在分歧. 比如 Mansfield 和 Klushin[19]提
出, 在良溶剂中, 当分子代数较高时, 链节浓度的中心
峰值和平台区之间, 会存在一个极小的“凹谷”. 数值
模拟的结果都存在这个现象 [8,20 ～ 22,27]; 然而 Boris 和
Rubinstein[23]的自洽场计算结果却没有出现这个“凹谷”.
(2)构象
根据“hollow-core”模型, 在一定代数之后, 球形
树枝形大分子体系在接近球壳处会出现链节的拥堵, 此
处的支化臂被强烈拉伸, 使分子末端分布在球壳附近.
所以, 人们相信通过分子末端修饰, 可以有效地改变树
枝形大分子在溶液中的表面性质.
然而, 模拟结果得到的“dense-core”模型中, 末端
链段的分布很宽[19～21,24～26,37], 并不局限于球壳层. 这意
味着支化臂存在折回现象, 而这也被 SANS 实验所证
实[12].
(3)溶剂中的标度关系
分子的空间尺寸是影响材料性质的关键因素之一.
树枝形大分子的均方回转半径 R 与其他拓扑参数, 如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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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数 N, 支化臂链段数 P, 代数 G 等的关系一直存在着
争议.
“hollow-core”模型中[17], 树枝形大分子在良溶剂中
的标度率为 R～N0.2. 而在“dense-core”模型中, 基于线
形单边侧链(分子结构上从中心链节至某个末端的无返
回路径)的自由能, 通过 Flory 平均场理论[21,25,30,37]得到
良溶剂中标度率为 R～N1/5(PG)2/5, Θ 溶剂中标度率为
R～N1/4(PG)1/4, 不良溶剂标度率为 R～N1/3. 然而, 这些
理论预言都没有在模拟计算和实验中得到广泛验证, 具
体见表 1, 更加详细的总结见 Sheng 等[25]的文章. 此外,
最近的 Rouse 模型理论计算结果[38]指出, 即使不考虑链
节间的排除体积效应和流体力学效应, 支化臂为高斯链
的树枝形大分子在 20 代以内也未达到稳定的标度区.
而在大部分的实验和模拟中, 分子的最高代数仅为 10.
表 1 不同溶剂下树枝形大分子的标度关系总结
Table 1 Summary of scaling laws of dendrimer in solvents
Ref

Method

[13] SAXS
[14] SAXS
[18] MC
[25] MC
[26] MC
[22] MD

Scaling law

Solvent

R～N0.42 with small G

polyamidoamine in

R～N0.21 with large G

methanol
polyamidoamine in

R～N1/3

methanol

R～(GP)0.57

±0.05

R/P0.5～N0.22

±0.02

with high N

R～(GP)2/5N1/5

good
good

R～N0.3

poor

R～N1/3-small G

good

R～N0.24-large G

good

R～N

0.3

with P＝7

good, Θ, poor

基于以上问题, 本文用自洽场理论和 Flory 平均场
理论研究了柔性支化臂的树枝形均聚物在良溶剂中的
热力学平衡态行为. 自洽场理论是基于平均场近似的高
分子理论中最精确的理论之一. 我们不是基于线形单边
侧链自由能的自洽场理论 [23], 而是使用基于整个分子
拓扑结构的自洽场方程组 [31], 并且用两体之间的短程
相互作用表示体系中的排除体积效应. 我们通过作浓度
分布图获得分子的构象信息, 并且比较自洽场理论和
Flory 平均场理论的标度关系, 从而理解树枝形大分子
在良溶剂中的热力学行为.

2

理论方法

2.1 模型
图 1 是我们所用的树枝形大分子模型, 其总代数为
G, 中心链节的官能度为 f0, 各支化点的官能度为 f. 我
们用 g 来标记支化臂的代数, 用 p 来标记各支化点的链
段. 标记为 p 的支化点连接着第 g＝p 代和第 g＝p＋1
代支化臂. 中心链段以及末端链段分别标记为 p＝0 和
p＝G. 所有支化臂的聚合度为 P, 则分子的总链段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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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 ＝2
1＋f 0 GP,

G
N＝
( f －1) －1
， for f > 2
1＋f 0 P
f －2


(1)

Rg 0～ ( GP )

1/ 2

当 f＝2 且 f0＞2 时, 模型退化为多臂星形链; 当 f＝
2 且 f0＝1 或 2 时, 模型退化为线形链.
如果不考虑排除体积效应, 所有的支化臂都是理想
的高斯链, 单边侧链(从 p＝0 到 p＝G 的线性链)的构象
熵为极大值. 因此, 侧链的均方末端距 R0 与聚合度为
PG 的线性高斯链一致:
R0＝( PG )1/ 2 a

了相关系数. 在支化臂为高斯链且 G＞＞1 和 P＞＞1
时, 无体积排除的高斯链树枝形大分子的回转半径 Rg0
为[38]:

(2)

其中 a 是链节的大小. 在 3.1 节中, 我们将通过自洽场计
算验证这个标度率.

a

(4)

式(3)与前人的 Flory 平均场计算[25,30,37]有两点不同:
(1)式(3)的右边第二项的体积排除能是基于总链节
数 N 而不是一根线型侧链的链节数 PG. 拓扑结构是决
定树枝形大分子性质的重要因素, 而高度支化的树枝形
拓扑结构与简单的线型拓扑结构十分不同, 所以用线型
侧链来预测标度律是不恰当的, 必须用整个分子的链节
数 N.
(2) 忽略了链节的三体相互作用 [25]. 假设柔性的支
化臂足够长, 在良溶剂下溶胀后, 空间各处的链段体积
分数足够低, 则三体相互作用不明显, 从而体积排除作
用可用预平均后的两体相互作用参数 u 来计算.
式(3)中自由能对 R 求极值后, 得到标度律:
R～(PG)1/5N2/5

(5)

当 G 固定时, 上式可简化为 R～P3/5.
2.3 自洽场理论

自洽场理论最早由 Edwards 提出, 经过 Matsen[40]
和 Fredrickson[41]等发展之后, 现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研
究高分子体系的热力学平衡态行为. 在良溶剂条件下,
用预平均化的两体相互作用能 U 来表示体系的排除体
积效应[42]:
2
u
ˆ (r )
ˆ (r )  ＝ 1 drω (r )Φ
U＝
dr Φ
(6)


2v0
v0 
其中 ν0＝1 是链段体积, ω(r)是表示排除体积效应的外
ˆ (r ) 为:
场. 无量纲的链段浓度算符 Φ
1

ˆ (r )＝v P  dsδ ( r－r ( s ) )
Φ
0
α

图 1 G＝3, f0＝f＝3 的树枝形大分子的结构示意图. 圆圈表示各支化
点和末端链段, 圆圈内的数字为对应的 p 值. 深色区域表示一个树枝
形基元(dendron)
Figure 1 Illustr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a standard dendrimer with G＝
3, f0＝f＝3. The circles denote the branch segments and the free end segments, and the numbers inside the circle are corresponding p values. The
sharp colored area represents a dendron, which is one-third of a dendrimer

2.2 Flory 平均场理论

假设树枝形大分子沉浸于良溶剂稀溶液中, 根据
Flory 平均场理论[39], 我们得到分子的自由能为:
2

2

F
R
N
～ 2 ＋u 3
kBT Rg0
R

(3)

其中 kB 是波尔兹曼因子, T 是温度, u 是平均场近似下的
排除体积参数, “～”表示“正比于”. 在这我们忽略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715—722

(7)

α 0

其中 rα(s)表示第 α 个支化臂上第 s 个链段的位置矢量.
当 u＝0 时, 各支化臂是理想的高斯链. 随着 u 值的增加,
链段之间的排斥效应增强, 大分子被溶胀.
树枝形大分子的哈密顿量写作:
H
3
＝
kBT 2 Pa 2

1

 0
α

2

ds

dr ( s )
1
ˆ (r )
＋  drω (r )Φ
ds
v0

(8)

因此单分子的配分函数为:
 H (r ( s )) 
Z＝ ∏ Drα ( s ) exp －
•Δ
kBT 
α


(9)

其中 Δ 表示各支化点和中心链段的连接限制. 通过插入
 DΦδ (Φ(r)－Φˆ (r))＝1 可以将式(9)由粒子描述转变为
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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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Φ , W ] 
Z＝ DΦ (r )  DW (r ) exp －

kBT 


而体系自由能为:
F [Φ , W ]
1
＝－ln Q－
dr [W (r )－Pω (r ) ] Φ (r )
ν0P 
kBT
－ 1 dsW (r ( s))－ 
α
 0

Q＝ ∏ Drα exp 
2  Δ
1
dr ( s )
α
 3

ds α
ds
 2 Pa 2 0


(11)

描述体系平衡态行为的自洽场方程组:

W (r )＝

v0 P ∂Q v0 P 1
＝
 dsqα (r, s)qα+ (r, s)
Q ∂W
Q α 0

uP
Φ (r )
2

(13)

(14)

其中 qα(r,s)是传播子, 表示在空间位置 r 找到第 α 支化
臂上第 s 个链段的概率. qα(r,s)和 qα+ (r, s ) 满足扩散方程:
 Pa 2 2

∂
qα (r, s )＝ 
∇ －W (r )  qα (r, s )
∂s
 6


(15)

 Pa 2 2

∂ +
qα (r, s )＝－ 
∇ －W (r )  qα+ (r, s )
6
∂s



(16)

初值条件由 Δ 函数得到. 计算中, 我们将中心链段
固定在空间原点.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相同代数 g 的支化臂, 所受到
的外场是一致的, 扩散方程也是一样的. 因此大分子的
总链段浓度可以表示为:
Φ ( r )＝

G
v0 P
g −1 1
f 0  ( f －1)  dsq g (r , s )q g+ (r, s )
0
Q
g =1

(17)

其中 qg(r,s)表示第 g 代支化臂的传播子.
数值计算过程为: 初始化外场 W(r)＝0, 然后求解
扩散方程(式(15)和式(16)), 计算体系的浓度(式(17)),
再根据式(14)更新外场, 再求解扩散方程进行下一次计
算循环. 由于体系呈中心对称, 我们在球坐标系, 将三
维计算简化为沿半径 r 方向的一维计算, 式(15)重写为:
Pa 2 1 ∂ 2 ∂
∂
qg (r , s )＝
r
qg (r , s )－W (r )qg (r , s ) (18)
6 r 2 ∂r ∂r
∂s
我们采用隐式算法求解扩散方程, 在体系最大半径
rmax 处的边界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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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

(19)

r = rmax

通过平均化后的链节浓度 Φ(r)来计算大分子的均
方回转半径:
1
R 2＝  dr 4π r 4 Φ (r )
(20)
N
定义支化点到中心的均方半径为:
1
R p2＝
dr 4π r 4 q p (r ,1)
f 0 ( f －1) p −1 

(12)

Q 表示大分子在外场 W(r)下的配分函数. 由于泛函积分
 DΦ  DW 无法精确求解, 所以我们采用鞍点近似得到

Φ(r )＝－

∂qg (r , s )

(10)

(21)

为了计算方便, 我们将统计链段长度 a 以及链段体
积 v0 都设为 1, 支化点的官能度 f＝3, 中心处的官能度
为 f0＝3.

3

结果与讨论

分子链节的浓度分布、末端链节分布和分子尺寸是
决定树枝形大分子材料性质的重要因素. 在本节, 首先
通过线性链自洽场计算, 确定 u 和 P 的取值范围; 然后,
计算不同代数 G 的树枝形均聚物的总链节浓度分布、支
化臂链节浓度分布和支化点浓度分布, 理解分子内部的
构象和溶胀拉伸情况; 最后, 对比 Flory 平均场理论预
测的标度关系和自洽场理论的计算结果. 相比于只考虑
侧链[25,30,37]所得的标度关系 R～(GP)2/5N1/5, 我们的自洽
场计算结果更支持考虑整个分子的 Flory 平均场理论所
得的标度关系式 R～(GP)1/5N2/5.
3.1 G＝1, f0＝1 的线性链

在 G＝1, f0＝1 的情况下, 我们的模型简化为一端
固定在中心处的线性链, 均方末端距的标度关系为:
R1～P β

(22)

其中 β 的值与排除体积参数 u 有关.
如图 2(a)所示, 当 u＝0 时, 线性链处于无扰状态,
即符合无体积排除的高斯链标度关系 β＝0.5. 当 u≠0
时, 链段之间的排斥力使链构象向外扩张, 而构象熵作
用使链倾向于回复到高斯链状态, 于是 R1 随着 u 增加而
增大, β 值也随之增加. 0＜u＜2 时, β 值随 u 值和 P 值而
增加, 并趋向于极限值 β≈0.588. 因此, 在排除体积参
数 u 和 P 值足够大时, 自洽场理论可以准确地得到自回
避线性链的标度率.
由于计算时间限制, 我们取 u＝1, P＝1000 来计算
体系的浓度分布. 从图 2(b)中可以看出, u＝1, P＝1000
时, β≈0.570, 与极限值相差不到 5%.
3.2 树枝形大分子的浓度分布

树枝形大分子的总链段浓度分布如图 3 所示. 由于
中心链段固定在原点处, Φ(r)在 r＝0 处存在一个极大的
峰值. 在中心峰处, 浓度先随 r 快速降低, 然后进入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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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参数 u 时, 线性链的标度关系 R1～Pβ. 插入图为在 u＝1.0
时不同 P 值区域内的标度律指数 β
Figure 2 The Scaling law relation R1～Pβ of a linear chain with different u. The insert shows the value of β as a function of P with u＝1.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G≥6 的浓度分布在峰值和“平
坦区域”之间, 存在一个“凹谷”, 如图 3 所示. 在良溶
剂条件下, 短链且代数 G 足够大时, MC 和 MD 计算模
拟[20,22,27]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然而, 在基于单根侧链
自由能的自洽场理论中[23], 此“凹谷”在高代数时也没
有出现. “凹谷”的成因是, 高代数支化臂寻求更大空
间以满足构象熵增大, 产生对低代数支化臂的向外拉
伸, 从而在浓度的拐点附近产生一个局部极小值. 在基
于单侧链的自洽场理论中, 由于缺失了支化臂间的连接
信息, 使“凹谷”无法出现.
为了区分树枝形大分子不同代数支化臂对总浓度
分布的贡献, 我们分析了第 g 代支化臂上链段的浓度分
布 Φg(r), 如图 4(a)所示. 由于中心链段固定在 r＝0 处,
中心处的总浓度峰主要由 g＝1 的支化臂贡献. g≥2 时,
Φg≥2(r)的曲线形状较为统一: r＝0 时, 浓度值接近 0, 因
为中心处聚集了大量 g＝1 的链段. 在“缓慢下降区”,
Φg≥2(r)也缓慢下降; 在分子外缘球壳层, Φg≥2(r)快速下

图 3 u＝1, P＝1000 时体系的总链段数浓度分布 Φ(r). 插图为采用线
性纵坐标时 Φ(r)的曲线图
Figure 3 The total segment number density Φ(r) of the dendrimers with
u＝1 and P＝1000. The insert is the same diagram with linear vertical
axis

慢下降区. 缓慢下降区域的宽度随着 G 的增加而增加.
到达分子的外缘球壳层, 浓度再次快速降低趋向于零.
这种整体上浓度递减的浓度分布, 符合“dense-core”模
型[18]. 然而, 与 MC 和 MD 模拟结果不同的是[18～22,25～27],
无论如何增大 G, 缓慢下降区不会转变成浓度平坦的平
台区.
尽管总链段数 N 随着 G 呈指数增加, 但是缓慢下降
区域的浓度值却随着 G 增加反而降低, 这跟 MC 和
MD[18,19,22] 的模拟结果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源于不同模
型中的大分子链柔性不同. 在 MC 和 MD 模拟中, 两单
体之间的键长是有限的, 因此支化臂的长度是有限的.
但是基于高斯链的自洽场理论中, 链没有拉伸限制. 为
了降低体积排斥能, 链段倾向于强烈拉伸而降低局部的
链段浓度. 所以, 自洽场理论适用于柔性的长链支化臂
的树枝形大分子.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715—722

图 4 (a) G＝10, P＝1000, u＝1 时, 不同代数 g＝1～10 的支化臂链段
浓度分布 Φg(r). 红色的虚线表示总链段浓度分布 Φ(r). (b)相邻代数的
链段数浓度比值 Φg＋１(r)/Φg(r)
Figure 4 (a) The segment number density of the gth spacers, Φg(r),
with g＝1～10 of the dendrimer with G＝10, P＝1000 and u＝1. The red
dotted line is the total segment density Φ(r). (b) The fraction of the segment number density of adjacent generations, Φg＋１(r)/Φ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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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从图 4(a)可以看出, Φ2(r)在近中心处相对仍有个峰,
但是 Φg≥3(r)在“缓慢下降区”几乎是相互平行分布, 可
见中心链节固定对 Φg(r)的影响随着 g 的增加而降低.
作 Φg＋１/Φg 的曲线图, 如图 4(b)所示, 我们发现除
了 g＝2 以外, Φg＋1/Φg 总是大于 1. 因此, 在任意空间位
置, 代数 g (g≥3)的链段浓度总是比更高代数的链段浓
度小. 并且, g≥5 时, 在“缓慢下降区”Φg＋１/Φg≈2＝f
－1. 因此, 对于高代数的大分子, g≥5 时, Φg ∝(f－
1)g－1.
Murat 和 Grest[22]通过 MD 模拟得到, 绝热溶剂中,
树枝形大分子的 1≤g≤5 的支化臂链段分布是局域化
的, 并且随着 g 的增加, 浓度分布峰更加远离中心. 而
在我们的模型中, 支化臂的聚合度 P 很大, 且支化臂为
柔性链, 因此只有 g＝1 和 g＝2 的支化臂有明显的局域
化现象.

图 6 中心链节至支化点 p 的距离 Rp 与高斯链末端距 pPa2 的比值.
计算参数为 P＝1000, u＝1
Figure 6 The mean-squared center-to-branch-segment distance Rp
normalized by the Gaussian mean-squared end-to-end distance
The calculation parameters are P＝1000 and u＝1

pPa2 .

3.3 拉伸构象

为了体现柔性支化臂在排除体积效应下的拉伸程
度, 我们首先计算了不同支化点的分布 ϕp(r), 如图 5 所
示. 通过这个分布可以计算支化点到中心处的均方半径
Rp, 然后将其与等长的高斯链的均方末端距 pPa 作比
值, 结果如图 6 所示.
ϕ0(r)是在 r＝0 处的狄拉克函数, 因此未在图 5 中展
示. ϕp(r)随着 p 增加, 数值更大且分布更宽, 曲线形状与
图 4(a)中 Φg(r)分布相似. 支化点 p＝1 表现出明显的局
域化效应, 即在峰值位值趋向于分子中心.

我们用 R p

pPa 2 来表示支化点 p 到中心链节的

侧链拉伸程度, 结果如图 6 所示. 代数 G 越高, 拉伸程
度越强. 因为总链段数随着 G 呈指数增加, 支化臂必须
进一步拉伸才能平衡更强的排除体积作用.

Rp

pPa 2 随着 p 的增加而降低, 这表示在树形大分子

内部, 链的拉伸程度是不均匀的. 代数较小的支化臂比
代数较大支化臂受到更强的径向拉伸. 因此, 靠近中心
的支化臂拉伸程度大, 而靠近末端的支化臂相对更加较
松弛. 这与“hollow-core”模型的假设“靠近中心处的
支化臂是柔性的, 而在外围处支化臂被拉伸的”完全相
反[17], 可见此模型对柔性树枝形均聚物不适用.
3.4 标度分析

图 5 G＝10, P＝1000, u＝1 时, 第 p 个支化点的浓度分布 ϕp(r)
Figure 5 The number density of the p-th branch segment, ϕp(r) of the
dendrimer with G＝10, P＝1000, u＝1

值得注意的是, 图 5 中的分子末端链节 p＝10, 与
p≥3 的各支化点的分布基本平行, 并未体现出在分子
外缘球壳层聚集的倾向. 可见, 在柔性树枝形大分子的
良溶剂中, 通过修饰末端改变分子表面性质的方法, 并
不一定比修饰其他链节的效果更好. 在 MC 模拟[26]中出
现的末端向外围处聚集的行为仅适用于短支化臂和强
体积排除的小型树枝形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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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节中, 我们通过考虑全部链节的 Flory 平均场
理论, 得到式(5)的标度律 R～(PG)1/5N2/5. 当 G 固定时,
可简化为 R～P3/5. 然而在只考虑单边侧链的 Flory 平均
场理论中[25,30,37], 得到的标度关系为 R～(PG)2/5N1/5, 虽
然与式(5)不同, 但在 G 固定时, 也能得到 R～P3/5 的标
度率.
为了确定柔性树枝形大分子在良溶剂下的标度率,
我们先考察自洽场计算下固定 G 得到的均方回转半径 R
与 P 的关系, 再讨论 R～(PG)1/5N2/5 和 R～(PG)2/5N1/5 的
正确性.
如图 7 所示, 在 G＝2～8 时, 固定 G 而改变 P 值, 可
得到树枝形大分子的标度律关系 R～P β , 拟合得到 β＝
0.60±0.03. 这与模拟计算结果[18,25]以及 Flory 平均场理
论预测的 R～P3/5 是一致的.
我们分别作 R2 与(PG)2/5N4/5 和(PG)4/5N2/5 的标度关
系图, 结果如图 8 所示. 在参数 2≤G≤12, 500≤P≤
4000 下, R2 的数值跨了四个数量级. 如图 8(a)所示, 计
算数据聚集在同一条曲线 R2＝0.165[(GP)2/5N4/5]0.96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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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G＝2～8, u＝1 时, 树枝状高分子的标度关系 R～P3/5
Figure 7 The scaling relation R～P3/5 of the dendrimers with G＝2～8
and u＝1

的数据点并不汇聚在同一条线上. 注意, 当 G 不改变时,
图 8 所体现的标度律其实是图 7 所示的 R～P3/5.
所以, 从 Flory 平均场理论得到的这两种标度律
R～(PG)1/5N2/5 和 R～(PG)2/5N1/5, 尽管在 G 不变时是一致
的, 但是当改变 G 以后, 基于分子总链段数的前者, 比
仅基于侧链的后者, 能更好地描述自洽场计算的结果.
因此, 我们认为在良溶剂条件下, 柔性的长链支化臂的
树枝形大分子的标度律为 R～(GP)1/5N2/5.
在 Sheng 等[25]的工作中, MC 模拟结果显示与标度
律 R～(GP)2/5N1/5 吻合(文献[25]的图 5). 一方面, MC 模
拟考虑的是完整的位阻效应, 而且键长有限; 而我们的
自洽场计算中, 用的是预平均过的表示两体相互作用的
外场, 而且模型是基于高斯链, 链长理论上可以是无限
的. 另一方面, MC 模拟的支化臂长(1≤P≤10)远小于我
们自洽场计算所用臂长(500≤P≤2500), 其分子链节总
数为 N＜2000, 远小于自洽场计算的链节总数(103＜N
＜107). 因此, 两者结果的差异是由于所用模型不同.
MC 模拟所用的模型适合描述支化臂较短、局部链节浓
度极高的树枝形大分子; 而自洽场理论更适合描述支化
臂为柔性长链、局部链段浓度较低的树枝形大分子.

4

图 8 G＝2～12, u＝1 时, 不同的 P 值下树枝形大分子的标度律(a)
R2～(GP)2/5N4/5 和(b) R2～(GP)4/5N2/5. (a)中的插入公式为线性拟合结果
Figure 8 The scaling law diagrams of (a) R2～(GP)2/5N4/5, and (b) R2～
(GP)4/5N2/5 of the dendrimers with G＝2～12, u＝1, and varied P. The
insert equation in (a) is the linear fitting of all data

可见, 自洽场计算结果与 Flory 平均场理论预测的标度
律是吻合的.
然而, 在图 8(b)中, 当横坐标改为(PG)4/5N2/5 时, 相
同代数 G 的数据点呈现较好的线性关系, 而不同代数 G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715—722

结论

树枝形大分子作为新型高分子材料, 其浓度分布、
末端官能团的分布和分子尺寸决定了材料的性质. 本文
通过 Flory 平均场和自洽场理论, 计算并分析了在良溶
剂条件下, 支化臂为柔性长链的树枝形大分子的链节浓
度分布、构象和分子尺寸的标度律行为.
自洽场计算结果支持树枝形大分子的“dense-core”
模型. 除去分子中心的高浓度峰, 分子的总链节浓度沿
径向缓速下降. 第 g 代支化臂上链段的浓度 Φg(r)正比于
f0(f－1)g－1.
高代数的柔性的支化臂会折回到分子内部. 末端链
节的浓度曲线与其他支化点的浓度曲线平行, 没有表现
出在分子外球壳层的聚集倾向.
树枝形大分子内, 不同代数 g 的支化臂所受的拉伸
强度不同, 近中心处 g＝1 所受的拉伸程度最大.
关于树枝形大分子的分子尺寸的标度律一直存在
争议. 我们的理论推导都是基于整个分子的结构及链节
数, 得到的自洽场计算结果和 Flory 平均场理论预测结
果可相互映证: 在良溶剂中, 支化臂为柔性长链的树枝
形大分子标度律应为 R～(GP)1/5N2/5, 以及固定 G 时标度
律为 R～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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