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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域单分子层冰-水两相平衡体系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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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域水因有极其丰富的结构物相变化而成为近年来水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然而, 不同相限域水之间的相平衡

结构与性质却鲜有报道. 论文提出一套分子动力学模拟技术, 可实现纳米尺度限域条件下冰和水的不同结构相间形成
的低维固-液界面(线)的平衡态模拟. 应用此模拟技术, 我们探索了 0.65 nm 限域尺寸、5000 bar 限域压强条件下, 单分
子层厚度的冰-水(固-液)两相平衡, 计算了该平衡体系一系列热力学量在界线附近的分布. 平衡态的分子模拟结果直
观地展示了粗糙型固-液界线的热毛细涨落、界线固-液结构转变的微观机制、以及缺陷在固-液相变区附近的形成与
输运. 各种热力学量分布函数呈现了二维限域冰-水共存界面(线)的特殊性质, 如: 相平衡区域的尺寸异于块体材料固液界面, 固-液界线处于切向压缩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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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of Monolayer Confined Ice-Water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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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ined water became a recent hot topic in water science due to its extremely abundant structural phase behavior. However, there exist few studies focused on the coexistence of two or more confined water phases and their related properties. We present a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the coexistences of two confined phases of water, based on a series equilibrium
molecular-dynamics (MD) simulations using isobaric-isoenthalpic ensembles to iteratively predict the melting temperatures
of the low dimensional confined crystal phase of water. The methodology is applied to the coexistence of the monolayer ice
and water (described with a simple water model, i.e. SPC/E model) confined in the 0.65 nm size pore, yielding a direct determination of the melting point and extensive atomic-scale characterization for the mono-molecular layer containing the
confined ice-water coexistence line. A finite value of lateral pressure (5000 bar) is adopted in the simulation, to mimic the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 of the water molecules confined in the bi-graphene pocket in a recent experiment by Algara-Siller
et al. [Nature, 519, 443 (2015)]. The rough structural type and the capillary fluctuation of the line,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the solid-liquid structural transition along the line, as well as the transport of the point defect in the solid side of the
coexistence line are identified directly from the MD trajectories. Various profiles of different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across the coexistence line illustrate the unique features for the in-plane coexistence of the monolayer confined ice-water
system, e.g., the unexpected large width of the crystal-melt transition region, and the compression state along the solid-liquid
phase coexistence line. The methodology presented in the current study can be easily applied to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layer
confined ice and water phases, as well as the many other types of water models beyond the SPC/E used in current work. The
achievement of the low dimensional confined ice-water phase coexistence could potentially facilitate the fundamental advancements in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ic theories of the low dimensional water science.
Keywords confined water; interface water; molecular dynamics; solid-liquid interface

1

引言

限域水是近年来水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 在极
窄的限域空间内, 水分子间结构与氢键网络会因为各种
热力学条件, 例如: 限域压强、温度、限域墙提供的波
纹状势场等, 组合成极其丰富的物相结构类型. 例如五

次、六次对称性[1～7]晶相结构及近期实验观测到的限域
方形晶相结构[8]. 这些特殊的原子排列结构使得限域水
有着异于块体水的特殊性质, 让其在诸多科技领域如生
物医药、纳米摩擦、海水淡化、微流控等科技领域中[9,10]
都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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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Algara-Siller 等[8]运用透射电镜直接观测到
了范德瓦尔斯作用下两片石墨烯中二维限域水的晶体
结构—完美的正方形晶格结构, 方冰. 这一工作开创了
实验直接观测、表征二维限域水结构的先河. 除此工作
之外, 更多的关于限域水的相结构类型和相图的知识,
来自于第一性原理计算和分子模拟研究.
在已有的限域水的研究中, 更多的关注集中在限域
水的相结构本身[11,12], 而不同结构相之间的转换涉及较
少. Algara-Siller 等的实验工作中报道了电子束的移动会
导致方块冰晶界的运动与无序化, 这个有趣的实验发现
意味着应用外场控制限域水不同结构相之间的相变过
程的可能性. 曾经有少数研究讨论过不同限域水结构相
之间的转变 [13～ 18], 但这些研究中没有从一个真正的热
力学两相平衡态出发, 也很难获得任何关于限域相变相
关的关键界面动力学与热力学性质的定量计算结果.
本论文中, 我们提出一套基于平衡态分子动力学的
分子模拟技术, 可以实现限域单分子层冰和水的恒温、
恒压、恒体积下精准的两相平衡, 并用以系统研究限域
冰 - 水相平衡的结构与性质. 应用此模拟技术, 我们模
拟了 SPC/E 水模型描述的单分子层厚度的水在 0.65 nm
限域尺寸、5000 bar 限域压强条件下的冰-水(固-液)两
相平衡, 测得该限域条件下的相平衡温度. 在长时间相
平衡状态下(10 ns), 系统表征了该平衡界面(线)的一系
列热力学量的面内分布函数. 本论文通过平衡态的分子
模拟, 展示了粗糙型固-液分界线的热毛细涨落、固-液
结构转变的微观机制、以及缺陷在固-液相变区附近的
形成与输运, 并且由各种热力学量分布函数呈现了二维
限域冰 - 水共存界面(线)的特殊性质. 本论文提出的模
拟技术对于研究两相共存的动力学(二维相变)和热力学
性质(二维相规律), 及检验相平衡热力学理论在低维体
系的适用情况[19]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在下文中的计算方法部分介绍水模型、限域
条件的选取, 阐述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具体细节、详细介
绍固-液两相平衡建立的方法, 和介绍分析方法. 在结
果与讨论部分, 我们将报道单分子层固-液平衡态模拟
结果, 展示界线处水分子排列结构特性, 并统计分析了
界线几个关键热力学量的分布函数. 文章的最后, 我们
总结本论文的主要结果, 探讨论文所提出的低维限域
冰-水相平衡模拟技术的应用前景.

2

计算方法

2.1 水模型
在 Algara-Siller 等[8]的研究工作中, 通过分子模拟
对比了 SPC/E 和 TIP4P 两种水模型, 得到了近似的模拟
计算结果. 我们的目的是发展一种分子动力学模拟技
术, 水模型的选取并不是核心问题. 因此我们在本研究
中选用了一个简单的刚性水分子模型, 即 SPC/E 力场模
型[20]. 原子所带电荷量和质量都集中在同一个质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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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原子带负电、电荷量大小为 0.8476 倍电子的电量, 氢
原子带正电、电荷量大小为 0.4238 倍电子的电量. 水分
子间通过氧原子的 Lennard-Jones(LJ)势作用:
 σ oo 12  σ oo 6 
Ψ oo (r )＝4ε oo 
 － r  

 
 r 

(1)

其中 εoo＝0.15535 kcal/mol, σoo＝0.3166 nm, 截断半径
2.5σoo.
2.2 受限条件与限域墙
本工作模拟单分子层固、液相水的受限条件为限域
尺寸 0.65 nm, 限域压强 5000 bar. 此受限条件的选择参
考了文献[8]的研究成果, 0.65 nm 限域尺寸是能获得单分
子层限域冰的最小限域尺寸, 5000 bar 的限域压强拟模
拟实验中单分子层冰受限于双层石墨烯间范德华力致
使的环境压强.
SPC/E 模型的所模拟的限域单分子层方冰结构, 在
文献[8]中被证实不依赖于限域墙模型是简单的刚性墙还
是柔性石墨烯. 对于刚性墙模型, 受限冰的结构同样独
立于墙-水相互作用的强度或疏水性, 以及刚性墙有无
原子结构. 在本工作中, 水分子被置于两个平行无原子
结构的刚性墙内 [21 ～ 24]. 墙与水分子的相互作用采用
LJ10-4-3 势能函数[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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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wo ＝0.261856 kcal/mol, σwo ＝0.326747 nm, 截断半径
2.5σwo. 上式通过积分单层刚性六元碳环中碳原子与近
邻水分子中氧原子间的碳-氧相互作用[26]得到. LJ10-4-3
势能函数相比传统的 Lennard-Jones 势函数, 在描述限
域墙-受限水分子间相互作用上更加准确. 相比柔性石
墨烯墙的模拟, 该方法更能抓住物理本质，且减少计算.
2.3 分子动力学模拟
我们构建直角坐标系框架下的模拟盒子. 如图 1 所
示, 模拟盒子在 x 和 y 方向上应用周期性边界条件, 单
层水分子分布在 x、y 平面. 水分子层上下各有一个理想
刚性墙对水提供限域, 因此在 z 方向上没有应用周期性
边界条件. z 方向上 0.65 nm 的限域尺寸提供了单分子层
水/冰的存在的空间基础. 本论文所采用的限域墙与
Algara-Siller 等工作中应用刚性单层石墨烯作为限域墙,
有微小区别. 通过检测, 我们发现两种刚性限域墙的选
取对主要结果没有明显影响. 模拟盒子在 x、y 两个方向
上的尺寸分别为 42 nm、4.5 nm, z 方向尺寸等于限域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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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0.65 nm. 盒子中大概有 2000 个水分子, 固相、液相
各占一半.

图 1 模拟盒子的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imulation box
Single layer of water molecules are confined in a slit pore consists of two
parallel rigid walls

在当前模拟盒子与周期性边界条件组合下, 为了准
确计算长程库伦相互作用, 同时为减少计算耗时, 我们
应用 Particle-Particle Particle-Mesh 算法[27]处理长程静电
相互作用(收敛误差精度取 10－5). 由于模拟中 z 方向为
非周期性, 我们遵循 Yeh 等[28]去除模拟盒子与镜像之间
偶极-偶极相互作用的方法, 引入一个 z 方向长度为 50
Å 的真空区域.
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实现来自于美国 Sandia 国家实
验室开发的 LAMMPS 软件 [29]. 模拟过程中, 每个“刚
性”水分子的运动方程的时间积分应用 SHAKE 算法[30],
使每个氢氧键的键长和同一分子两个氢氧键键角分别
维持在 1.0 Å 和 109.47°. 时间步长取为 1 fs (1 fs＝10－15
s), 模拟温度介于 300 K 到 450 K 之间, 控温利用
Nosé-Hoover 恒温法[31], 弛豫时间为 100.0 fs, 控压利用
Anderson 恒压法[31], 弛豫时间为 1000.0 fs. 我们调控限
域水 x 和 y 方向上压强维持在 5000 bar, 以模拟实验上
石墨烯间范德瓦尔斯力致使的限域压强[8].
2.4 限域固-液相平衡模拟技术
基于分子动力学方法的固-液两相平衡模拟技术已
成为精确计算固-液界面诸多热力学性质的关键性支撑
技术[32～34], 例如: 固-液界面自由能[35]、过剩应力[36,37]、
溶质偏析[38]等界面热力学量的计算. Benet、MacDowell
和 Sanz 等利用固-液两相平衡模拟技术研究了, 水-冰
固-液界面的毛细波动力学与界面自由能 [39,40]. 为了建
立高限域压强下的准二维限域冰-水平衡, 我们需要对
现有固-液两相平衡模拟技术进行拓展.
图 2 为限域单分子层冰-水两相平衡态模拟技术的
流程示意图. 第一步, 在两相平衡温度(熔点)附近的试
探温度 Ti 下, 分别制作横截面尺寸 A＝Ly(Ti)Lz 完全相同
的限域单分子层方冰晶体与水液体样本(见后). 第二步,
把截面尺寸相同的固、液样品组合同时对组合后的两相
共存的样品应用周期性边界条件. 第三步, 进行横截面
积和粒子数不变的等压-等焓(NPxAH)分子动力学模拟
––基于 NPH 系综[41]的分子模拟方法, 这种方法以其自
发调整温度的优势较多应用于固液相变的分子动力学
模拟中[42]. Px＝5000 bar, 持续 5 ns 平衡固、液两相. 在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483—490

图 2 限域单分子层冰-水两相平衡态模拟技术流程图
Figure 2 Flow chart of the MD simulation technique for obtaining the
equilibrium coexistence of the monolayer confined ice and water

这一步骤中, 体系温度(即粒子平均动能)会自行调节.
如果系统温度不在熔点, 固液两相的自由能差别将驱动
相变, 但由于焓受到约束, 固-液相物质仅能有限转换,
其引起的体系势能数值的变化会带动动能朝反向变化,
于是体系温度将自发调节, 达到更接近熔点的温度 Tj.
Tj 和 Ti 的不同随即导致晶体部分晶格尺寸与预设定的 A
出现了不匹配的情况, 需要依据新温度调节体系截面积
A. 第四步, 测量第三步中平衡温度 Tj, 并依据单分子层
方冰热膨胀函数关系计算 Tj 对应的 Ly(Tj), 缩放截面至 A
＝Ly(Tj)Lz, 再次进行 NPxAH 分子动力学模拟, 持续 5
ns. 第五步, 迭代多次上一步内容, 测量新的平衡温度、
调整截面、进行 NPxAH 模拟. 直到体系中固液两相趋于
平衡、体系温度 Tj 收敛, 至两相平衡温度(熔点)Tm. 第
六步, 在最终平衡的 NPxAH 模拟中计算平均 Lx 长度,
固定该长度同时固定截面 A, 进行 10 ns 长度的 NVTm
模拟, 每 ps (1 ps＝10－12 s)记录一次所有粒子坐标和应
力信息用以后续统计分析与计算.
需要说明两点. (1)截面积 A 在本方法中是至关重要
的参量, 寻找熔点的过程中如果忽略晶体晶格对温度微
小调整后的变化, 将导致所建立的固-液平衡体系严重
偏离的热力学平衡条件. 可由公式(7)或者图 3 中晶格热
膨胀结果, 精确算出体系温度变化后 A 的需要调整数
值. (2)在制作两相平衡初始坐标之前, 应用 NPxATi 模拟,
分别制作横截面尺寸 A＝Ly(Ti)Lz, 限域压强为 5000 bar
限域单分子层方冰晶体以及限域单分子层水液相样品,
模拟时间长度 5 ns. 每 500 ps 输出一个构型结构坐标,
共产生 10 个固相样品的初始结构和 10 个液相样品的初
始结构. 两相平衡态模拟以这 10 组独立初始坐标出发
进行 10 次重复性模拟. 结果显示 10 次平衡模拟获得的
相平衡温度在误差范围是一致的, 不同初始结构对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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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界面平衡结构的影响非常小. 10 次重复性模拟可以
提供充分的统计样品和优秀的统计精度.

布, 我们计算平面内应力 S(x)的分布:

S ( x)＝Pxx ( x)－Pyy ( x)

2.5 限域冰-水相平衡的热力学参量计算
为了表征限域单分子层冰-水相平衡体系中, 原子
排列结构性质与热力学性质通过相平衡界线的变化行
为, 我们计算了一系列热力学参量沿 x 轴(界线法向)的
分布函数 [43]. 这些分布函数不但能够定量表征界线重
要结构与热力学性质的变化规律, 而且可以作为检验
2.4 节中我们对于两相平衡模拟技术拓展是否成功的重
要标准.
(1)细粒度密度分布: 对 xy 平面沿 x 方向上进行细
分, 获得宽度为 Δx 的细粒度“切片”, 本研究中 Δx＝
0.005 nm, 统计每个“切片”内粒子数面密度, 即单位
内氧原子或氢原子数目, 计算公式如下:

ρ ( x)＝

Nx

(3)

ΔxLy

其中 N x 为“切片”氧原子或氢原子数目, ΔxLy 细粒度
“切片”面积.
(2)粗粒度密度分布: 利用有限冲激响应(Finite Impulse Response)光滑算法[44,45], 把细粒度密度分布转换
成粗粒度密度分布. 粗粒度分布结果能够更加直观地展
现固体与固-液界面区域的热力学量的变化趋势, 辅佐
判断平衡态分子模拟的统计抽样是否充分. 在这个算法
中, 第 n 个细粒度“切片”中物理量 fn 的平均值 f n 的计
算公式为:
N

f n＝  Ce( − k

2

/ε 2 )

k =− N

3

(6)

结果与讨论

3.1 热膨胀密度回线

为 获 得 精 确熔 点 , 我 们首 先 测 量 了侧 向 压 强 为
5000 bar, 限域冰-水的平衡态密度与温度的变化关系.
这个测量基于 NPxyT 系综的单相平衡态分子动力学模
拟, 模拟盒子在 x、y、z 三个方向上的尺寸分别为 4.5、
4.5 和 4.5 nm, 包含 256 个水分子. 我们遵循逐渐升温和
逐渐降温的方式, 模拟温度从 350 K 到 470 K 中每隔 10
K 温度下的平衡态限域水或冰. 每个温度的模拟时长为
10 ns, 每 1 ps 记录一次所有粒子坐标用以统计分析. 同
样地, 每个体系均以不同的初始坐标和初始速度重复模
拟 10 次以获得优秀的统计精度.
如图 3 画出了升温与降温模拟中, 所有温度下冰或
水的氧原子面密度结果. 在升温过程中, 限域冰的氧原
子密度从 0.131 Å－2 减少至 0.128 Å－2, 然后发生固-液相
变, 密度跳变至 0.118 Å－2, 持续升温至 470 K, 密度持
续减少至 0.117 Å－2. 从 470 K 开始降温, 体系能够维持
单分子层液相至 390 K, 密度单调增加至 0.121 Å－2. 温
度继续降低时, 体系再次经历相变(液-固相变). 从 380
K 降至 350 K 过程中测量得到的固相密度与之前升温模
拟时完全一致. 以三次多项式拟合图 3 中固相与液相密
度的计算结果, 可以获得上述温区内固相与液相单分子
层限域水氧原子面密度的数学表达式, 固相密度(单位

(4)

fn+k

C 是归一化参数, N 和 ε 是决定加权平均权重因子的参
数, 我们取 N＝2200, ε＝760. 液相界面如液-汽界面,
细粒度/粗粒度密度分布没有区别. 固-液界面两种分布
有明显的区别. 界面性质的细粒度分布对于获得精确的
固-液界面动力学理论十分重要, 粗粒度分布则可提供
固-液界面连续介质理论所需要的重要数据.
(3)压强分量分布: 类似于上述密度分布, 细粒度压
强张量分布的计算基于统计每个 Δx“切片”中所有粒
子的理想气体压强分量与维里压强分量之和:
N

Nx

Pmn(x)＝

 M i vim vin
i

3ΔxLy Lz

x'

r

f

im in

＋

i

ΔxLy Lz

(5)

其中 m, n＝x, y, z, 求和号是对每个 Δx“切片”中所有
原子求和, Mi 是第 i 个原子的质量, ν、r 和 f 是第 i 个原
子的速度、位置坐标和受到的作用力矢量, ΔxLyLz 是“切
片”体积. 同样地, 我们利用有限冲激响应光滑算法,
把细粒度分布转换成粗粒度分布.
(4)平面内应力分布: 从粗粒度 Pxx 与 Pyy 压强分量分
486

http://sioc-journal.cn

图 3 单分子层限域水和冰的氧原子面密度随温度变化. 侧向压强
5000 bar, 限域尺寸 0.65 nm. 实线和虚线分别为升温与降温路径, 方
块与圆圈分别代表限域冰与水的密度数据. “热滞回线”型的密度温度变化规律意味着当前单分子层限域冰-水体系经历了一级(固-液)
相变
Figure 3 Oxygen area density as the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for the
confined monolayer ice and water. Lateral pressure 5000 bar, pore size
0.65 nm. Solid line and dashed line refer to the heating and cooling path,
respectively. The density hysteresis implies that the confined monolayer
ice and water undergoes a first order (solid-liquid like) phas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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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Å－2)为:

ρOs (T )＝0.1456－8.2338× 10−5 T＋
2.0430× 10−7 T 2 − 2.53850× 10−10 T 3

(7)

液相密度为:

ρOl (T )＝0.2343－6.6494× 10−4 T＋
1.3488× 10−6 T 2－9.8883× 10−10 T 3

(8)

“热滞回线”型的密度-温度变化规律意味着当前
单分子层限域冰-水体系经历了一级(固-液)相变. 固相
和液相能够在 370 到 410 K 的温度区间共存, 意味着
固-液两相平衡温度、即熔点就在这个温度区间内. 体系
相变需要历经熔化或固化形核过程, 导致了过冷液相和
过热固相这两种亚稳相在熔点附近以平衡状态出现. 需
要说明的是, 对于单分子层这一准二维体系, 图 3 中展
现的一阶相变特征, 否定了目前体系存在 KT 相变和
hexatic 相的可能. 这其中的原因是, 目前 0.65 nm 的限
域空间内, 水分子仍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进行旋转和在
z 方向上做微小偏移, 仍有区别于理想的二维物质.
3.2 单分子层限域冰-水相平衡原子结构

以图 3 中回线区域居中的温度, 410 K 为试探温度,
我们根据图 2 的流程建立起单分子层限域冰-水相平衡
态, 最终确定了在 5000 bar 压强、0.65 nm 限域条件下固
-液相平衡温度(或熔点)为 402.5 K. 在这个温度下, 没
有连续固化或连续熔化发生, 固相区域与液相区域均没
有整体平动发生, 没有任何固相在液相中飘移的现象出
现.
图 4 即为 NVTm 模拟中一个时刻下模拟体系所有分
子的坐标快照. 体系中部为固相的单分子层限域冰, 其
中氧原子的排列呈现长程有序的平面晶格结构, 大部分
氢氧键的方向集中在 xy 平面内. 这些限域冰晶体结构
的特点与 Algara-Siller 等工作中模拟结果非常一致. 体
系的两侧为液相的单分子层限域水, 通过周期性边界条
件在 x 方向上连接并与中部固相形成左右两个相平衡界
线. 液相限域水中, 平动与转动型扩散大大高于固相,
总体呈长程无序性结构. 与此同时, 我们观察到水分子
会形成纳米尺度的局域有序的团簇结构, 在皮秒量级的
短时间尺度下, 形成团簇的十到二十个水分子具有明显
的集体性, 参与液相限域水的密度涨落与物质输运.

为了更加清晰地区分固相和液相并提取出固-液相
界线, 我们采用 Morris 提出的结构序参量[46], 来定量描
述每一个水分子居于结构偏离理想固相晶格的程度(这
里我们用二维正方晶格作为理想晶格). 理想晶格序参
量取 1, 完全无序的液相分子序参量趋于 0. 图 5 中(a)
与(b)是同一时刻体系右侧固-液界线区域分子坐标快
照, 图 5(b)中展示了以色谱颜色变化标注的水分子(氧
原子)的结构序参量数值, 蓝色代表高序参量数值的固
相, 红色代表低序参量数值的液相. 结构序参量中色彩
变化可以更加直观表征出固-液分界线的位置, 从而辅
助追踪限域单分子层固-液两相共存的平衡态界线涨落.
例如, 图 5(c)和(d)展示出固-液两相在界线区域可以出
现大幅的界线涨落和超过 10 倍晶格尺寸固-液两相交换
区间.
从固-液分界线位置出发, 我们进一步统计分析了
界线附近的固相冰和液相水的结构性质, 如图 6(a)和图
6(b)所示, 二维的径向分布函数以及结构序参量数值的
统计概率密度, 呈现出处于相平衡条件下单分子层限域
冰和水的结构差异, 同时反映出相平衡界面区域两相此
消彼长、结构共存的结构特性.
图 5(e)到 5(h)记录了四个相隔 1 ps 的连续快照. 我
们观察发现界线相变, 主要以水分子团簇的形式而非单
分子, 在界线处参与固-液转变. 例如从 5(e)到 5(f)界线
上侧固相团簇的消逝, 及从 5(g)到 5(h)界线下侧固相团
簇的形成. 这些大量高频的微观过程组成了固-液界线
涨落和质量输运的动力学机制. 上述动力学机制与近期
关于异质 Al-Pb 固-液界面层面内两相平衡界线动力学
机制的研究发现相近 [47]. 两相分界线的涨落和局域结
构说明其为粗糙型, 原理上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应用毛细
波涨落方法计算单分子层限域固-液界线的界线自由能,
从而得到更多关于限域相之间形核与相变速率的机理
的定量认识, 我们将在后续研究工作中开展探索.
图 5(e)到 5(h)中, 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固相中一个
点缺陷的传导过程, 用黑色的线圈标出. 通过检查, 这
个点缺陷产生于固-液界线的涨落, 形成后在固相区域
内传导, 经过很长的时间后, 它会再扩散回界线区域.
这一结果并不奇怪, 传统固-液界面体系中存在类似的
缺陷形成与输运的行为. 值得提出的是, 单分子层固液两相平衡态的模拟实现, 提供了直观研究关于固-液
界面空位缺陷动力学的思路.

图 4 单分子层限域冰-水相平衡分子动力学模拟分子坐标快照. 压强 5000 bar、温度 402.5 K
Figure 4 Snapshot of the single layer confined ice-water equilibrium interface obtained from a molecular dynamic simulation. Lateral pressure 5000 bar,
under a coexistence temperature of 402.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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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固-液界线区域分子坐标快照, 红球为氧原子、白球为氢原子; (b)图(a)中氧原子的坐标与结构序, 原子的颜色变化遵循色谱变化, 代表了
结构序参量数值改变, 蓝色代表固相, 红色代表液相; (c), (d)固-液界线区域的涨落; (e)～(h)、四个相隔 1 ps 的连续快照, 黑色的线圈标出了一个点
缺陷的扩散
Figure 5 (a) Snapshot of the region near the solid-liquid coexistence line; (b) Oxygen atoms in panel (a) is colored coded based on the value of the order
parameter, blue for solid and red for liquid; (c), (d) Fluctuation of the coexistence line due to the in-plane solid-liquid phase transition; (e)～(h) Four successive trajectories with a 1 ps time interval, the diffusion of a point defect is marked by black circle

图 6 (a)限域单分子层冰-水两相平衡界线附近固、液相二维氧-氧径
向分布函数. (b)固、液相限域水中氧原子结构序参量的统计分布概率
Figure 6 (a) A comparison of the 2d O—O radi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between the confined monolayer ice and water phases near the equilibrium crystal-melt interfaces. (b)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of the structural
order parameter for the oxygen atoms in the confined monolayer ice and
water phases

3.3 限域冰-水平衡界线热力学量分布函数

细粒度氧原子的密度分布结果在图 7(a)中画出. 坐
标 0 点左侧为固相区域氧原子的排列呈现理想的周期性
层状分布, 在小于－40 Å 的固相区域内, 密度峰的高度
和宽度密度均保持一致, 两个近邻峰之间密度为 0,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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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单分子层限域冰-水相平衡体系平面内细粒密度分布函数, x 轴
0 点对应界线位置. (a)氧原子密度; (b)氢原子密度
Figure 7 In-plane fine-grained density profile for the monolayer confined ice-water coexistence, the zero point of x corresponding to the time
averaged position of the solid-liquid coexistence line. (a) Area density of
oxygen atoms; (b) Area density of hydrogen atoms

明限域冰中的水分子主体处于固体晶格上振动, 不会出
现自由扩散. 沿着 x 轴从－40 到 40 Å, 氧原子的密度波
动信号的幅度逐渐减小, 收敛至液相密度. 上述密度分
布函数在固-液转变的过渡区域的变化行为与粗糙型单
质固-液界面的原子密度分布情况相近. 图 7(b)中为氢
原子的细粒度密度分布结果. 与氧原子密度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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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谷的数目比氧原子密度峰的数目多了一倍, 同时观察
到两类不同的峰高错落分布. 通过与(a)图比较, 较低的
氢原子密度峰分布在氧原子两个近邻峰间密度低谷区
域, 而较高的氢原子密度峰与氧原子峰的位置一致. 这
一结果表明氢原子比较规则的分布在氧原子的上下左
右, 构成接近方形的氢键网络.
与 Algara-Siller 等工作一样, 我们获得的限域冰并
非严格理想的正方形晶格. 另外, 我们在固相区没有发
现氢原子 0 密度的区域. 比较图 7(a)和 7(b)中粒子的密
度波动信号变化形式, 发现氢原子和氧原子密度分布间
的区别. 从固相到液相, 氢原子比氧原子更早表现出无
序性, 密度峰谷位置的衰减跨越的空间范围更大. 这个
密度信号上的不完全同步, 对应着在限域冰-水固-液两
相平衡体系中, 氧原子(或水分子质心)的结构有序化与
水分子转动相关的氢键网络有序化之间存在不同步行
为.
粗粒度氧原子密度分布在图 8(a)中画出. 相比而言,
粗粒度密度分布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固-液界线区域密
度的变化趋势. 可以清楚看到分布函数的左右两端, 固
相与液相的达到水平的恒定平衡态密度. 利用双曲正切
函数拟合图中氧原子密度分布函数, 我们可以获得限域
冰水固-液界线的宽度大概在 7 nm, 大概相当于 25～30
倍的方形冰晶格常数. 这个宽度的数值远远大于金属体
系固-液界面的宽度(通常为 5～8 倍的晶格常数). 其中
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当前限域体系两相平衡界线的团簇
无序化的微观结构及大幅度的毛细波涨落. 这个结果也
提醒读者, 在应用本论文的模拟方法模拟二维固-液相
平衡体系时, 需要特别注意 Lx 尺寸的选取. 应该避免选
择太小的 Lx 尺寸, 以防止在导致周期性盒子中两个固液界线间出现强烈相互作用.

图 8 单分子层限域冰-水相平衡体系平面内粗粒分布函数, x 轴 0 点
对应相平衡界线位置. (a)氧原子密度; (b)应力; (c)压强分量
Figure 8 In-plane coarse-grained profiles for different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for the monolayer confined ice-water coexistence, the zero
point of x corresponding to the time averaged position of the solid-liquid
coexistence line. (a) Area density of oxygen atoms; (b) In-plane stress; (c)
Three pressure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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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态固-液界面需要满足块体部分的固体与液体
处在流体静压平衡状态. 检验一个固-液界面的模拟是
否合理, 应力分布函数的计算尤为重要. 图 8(b)展现了
体系平面内的应力分布函数, 其中, 固相和液相区域应
力为 0, 这说明目前建立单分子层限域冰-水相平衡的
模拟方法可靠、可行.
在固-液界线区域, －20 Å 到 20 Å 范围内, 应力分
布函数呈现一个巨大的负值峰, 峰值达到－0.6 kbar. 负
号意味着单分子层限域冰和水的固-液界线处于切向压
缩的状态. 从压强分量的面内分布函数来看, x 压强分
量在界线处比 y 压强分量小, 意味着界线区域相对倾向
于在 x 方向上扩大同时在 y 方向上缩小. 这些力学分量
的组合, 对应着相平衡界线上的发生的团簇有序-无序
化的微观动力学过程. x 和 y 压强分量在界线以外的区域
均等于限域压强 5000 bar. z 压强分量为 1.25 kbar 左右,
这个压强由限域尺寸和水分子与限域墙间的相互作用
决定.
除了上述密度、压强分量、应力等热力学量的统计
计算之外, 限域两相平衡态模拟还可以提供更多重要热
力学性质的分布研究, 如输运、偶极弛豫等. 本文将不
作具体介绍.

4

结论

本文采用分子动力学方法实现了限域下单分子层
水和冰的两相平衡的分子模拟, 精确确定了限域压强
5000 bar 的两相平衡温度为 402.5 K. 本文还分别讨论了
瞬时时刻和时间平均后得到的固-液界线处结构的特点.
通过长时间统计平均, 计算了限域冰-水界线的细粒度
粒子密度分布、粗粒度应力分布等界线热力学量的分布
函数, 获得了模拟原子动态演化轨迹之外的多个两相平
衡界线的热力学性质. 此外, 各种粗粒度热力学量的固
-液界线分布函数, 印证了限域单分子层冰-水两相精准
地处于热力学平衡条件, 形成稳定地共存系统.
低维限域水存在许多不同结构相, 至今为止, 关于
不同限域结构相之间的平衡体系研究较少. 本研究中,
拓展固-液两相平衡模拟技术到单分子层物质体系, 我
们确实感受到了将该技术从三维拓展到二维体系的困
难与挑战性. 二维单分子层限域冰的“块体”部分也即
其“表面”, 缺陷对晶格结构的破坏性影响相较于块体
冰更大, 压强平衡条件很难获得, 二维体系界面(线)纳
米尺度的涨落对界面(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比三维体系
高一个数量级, 两相平衡的建立也受固-液界线涨落的
严重影响. 实现了单分子层体系的固-液平衡, 其它限
域条件下的冰相结构与液相水的两相平衡理论上都将
能够实现, 并且更加容易. 应用本文固-液平衡模拟技
术到不同受限条件的限域冰-水体系中, 仅需精确获得
限域冰晶格常数与温度的精确变化关系.
本论文所发展的低维限域固-液平衡模拟技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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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种水模型, 包括能够模拟氢键网络畸变行为的高级
水分子模型(可极化水分子模型等), 得到科学价值更高
的限域相平衡界面性质研究结果. 本模拟技术同样适用
于及其它限域极性分子体系.
平衡限域冰-水平衡态界线的原子模拟的成功实现,
奠定了限域相平衡热力学与动力学性质计算的研究基
础. 例如, 基于两相平衡态的模拟结果, 我们可以进一
步追踪界线的热涨落从而计算出两相平衡界线的吉布
斯自由能, 将推动限域冰-水固化或熔化相变形核过程
的定量理论研究. 我们也能从两相平衡态的模拟体系出
发, 进行线性响应区间熔化与凝固相变的非平衡态分子
动力学模拟, 以获得限域水固-液相变关键动力学性质
的定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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