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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的界面行为的分子力学计算研究

欧阳能．陈 淳
(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北京 102101)

摘要：本文应用分子力学计算了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的界面体系的能量，由此揭示芳纶纤维表面经某种化学

处理后界面增强的微观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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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硫醚(PPS)是一种新型的热塑性树脂，具

有许多优良的品性，如耐热性、耐化学腐蚀性、尺寸

稳定性j阻燃性、与无机填料良好的亲和性等。然而

由于聚苯硫醚分子结构中所含有的较高比例的苯环

可与硫原子上的孤电子对形成P一百共轭体系，分子

链的刚性较大，故聚苯硫醚树脂同时具有易碎裂、耐

冲击强度低等缺点。对聚苯硫醚材料进行增强改性

的途径之一便是以聚苯硫醚为基体，用各种纤维进

行增强。

文献[1]通过工艺实验，研究了多种可控参数

变化对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性能的影

响。其中的工艺实验表明，芳纶纤维表面引入环氧

基团后，芳纶纤维与聚苯硫醚界面粘结强度得到改

善。本文的目的，应用分子力学计算比较芳纶纤维

未经任何处理和芳纶纤维经文献[1]方式处理后的

两种情形下复合材料的界面体系的能量变化，由此

揭示芳纶纤维经表面化学处理后芳纶纤维增强聚苯

硫醚复合材料界面增强的微观机理。

2计算研究对象的分子结构式
文献[1]制备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

的工艺实验样品时，温度均控制在350℃以下。如

文献[1]指出，DSC分析表明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

芳纶纤维和聚苯硫醚树脂均不发生化学变化。

2．1 纤维未经处理时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

复合材料界面各组分的分子结构式

聚苯硫醚结构式为：一(C。H4一S)。一 (1)

芳纶纤维结构式为：

一(CO—C6也一CONH—C：风一NH)。一(2)

2．2纤维表面经处理后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复

合材料界面各组分的分子结构式

聚苯硫醚结构式为：一(c6峨一．s)。一

与聚苯硫醚树脂粘接的组分的结构式为：

一NCH2CHOCHu—C6风一NCH2CHOCH2一CO

—C6见一CO一 (3)

3计算研究所依据的基本原理
分子力学又称分子力场方法，是日益得到应用

的新的材料科学研究方法一分子模拟中的一种方

法。分子力学方法解决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求出分

子体系的势能面。获得势能面，分子体系的相关性

质就可以计算得到。与量子力学通过解Schrodinger

方程获得势能面不同，分子力学是通过力场“装配”

产生势能面(参考文献[2])，是在Born-Oppenheimer

近似下对势能面的经验性拟合(参考文献[3])。由

量子力学理论知道，在非相对论和无时间依赖性的

情况下，简化形式的Schrodinger方程为：

H·ll，(R，r)=E·Il，(R，r) (4)

其中，H为体系的Hamiltonion算符；II，为与原

子核R和电子位置r相关的波函数。

Born—Oppenheimer近似认为，电子的运动和原

子核的运动可以分开处理，则式(4)可分解为如下

的电子运动方程(5)和核运动方程(6)：

He·尘(r，R)=E·皿(r，R) (5)

Hn·山(R)=E·山(R) (6)

其中，He和Hp分别为电子运动和核运动方程

的Hamiltonion算符；1I，(r，R)和山(R)分别为电子运

动和核运动方程的波函数。由于量子力学求解波函

数和势能面耗时巨大，当体系过大时目前的计算工

收稿同期：2007．12-27

作者简介：欧阳能(1962一)，男，工学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FRP／CM 2008．No．6

 万方数据



4 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的界面行为的分子力学计算研究 2008年11月

具甚至无法处理，故分子力学借助牛顿力学求势能

面(参考文献[4])，分子中的原子被看作是相互独

立的“弹簧”连接起来的体系，即分子力学的力场是

在一系列分子范围内，结合经验参数和经验数据，经

过内延和外推并参数化得到的。尽管不同的力场具

有不同的能量项，但几乎所有的力场都包括以下几

项：健伸缩能、键角扭曲能、二面角能、范德华作用能

和静电作用能等项(参考文献[5—10])。分子力学

的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比量子力学的减少许

多，可用于计算含有大量原子的分子体系，且运算速

度通常比量子力学法快几个数量级。

4计算实施步骤及输出结果
为了应用分子力学法揭示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

醚复合材料，在芳纶纤维经文献[1]方式处理后界面

增强的微观机理，需要以芳纶纤维未经处理时复合

材料界面体系的能量为参照，比较芳纶纤维经表面

处理后复合材料界面体系的能量变化。因此，需要

对纤维未经处理时的界面体系和纤维经表面处理后

的界面体系分别实施分子力学计算。本文工作采用

中科院开发的MPl．0软件进行计算。

4．1计算步骤

计算芳纶纤维未经表面处理时界面体系的能量

的实施步骤为：①调用Build菜单功能构造式(1)的

分子结构式；②调用Build菜单功能构造式(2)的分

子结构式；③调用M01．Mechanics莱单功能，设置初

始参数并开始实施计算；④调用Analyse莱单功能

输出计算结果。

计算芳纶纤维经表面处理后界面体系的能量的

实施步骤为：①调用Build莱单功能构造式(1)的分

子结构式；②调用Build莱单功能构造式(3)的分子

结构式；③调用M01．Mechanics莱单功能，设置初始

参数并开始实施计算；④调用Analyse菜单功能输

出计算结果。

4．2计算结果

MPl．0软件计算输出结果经整理归总后列于

表l，其中的键联能量项是将所输出的键伸缩能、键

角扭曲能、二面角能等项加和。表中各能量的单位均

为kcal。

5结论
表l所蕴涵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F1理／CM 2008．No．6

表1 纤维未经表面处理和经过表面处理两种

情形下界面体系的能量的比较

(单位：kcal)

(1)芳纶纤维表面按照文献[1]方式引入环氧

基团后，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界面体系

的范德华作用能和静电作用能这两项非键联作用能

均显著增加，这表明界面体系两组分的分子间的相

互吸引力显著提高；

(2)芳纶纤维表面按照文献[1]方式引人环氧

基团后，芳纶纤维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界面体系

的总能量显著减小，这表明界面体系的结构稳定性

显著提高。

上述两方面因素正是文献[1]的工艺实验所观

察到的，芳纶纤维表面经适当化学处理后芳纶纤维

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界面增强的本质的微观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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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壁的等效热应力峰值相当的大，最高达

1500MPa左右；

(3)考虑热效应和膛压综合作用时，复合材料

身管内壁应力径向以膛压作用为主，轴向以热应力

为主，而在周向，膛压作用引起的应力为拉应力，而

热应力为压应力，两者有一定的抵消作用，内壁yon—

mises等效应力峰值比热应力峰值要小，比仅受膛压

作用时应力峰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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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ENT THERMO-ELASTICITY COUPLING ANALYSIs oN FIBER-REINFORCED

COMPOSITE MATERIAL BARREL

CHEN Long—miao，QIAN Lin—fang，XU Ya—do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It is obvious that the total mass of the tube will be reduced and the elastic—plastic strength and the

dynamic property will be increased if part of the metal Was replaced by composite material．In order to study the in-

fluence of the transient impact of powder gas with hish temperature and hish pressure on the composite material bar-

rel，by us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considers the interac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d dynamic
stress field，the direct coupling analysis is employed，the variation regularity of the two-dimensional temperature field

and dynamic stress field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barrel on firing is obtained．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composite barrel design scheme，and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basis for the firing experiment．
’

Key words：composite material barrel；thermo-elasticity；finite el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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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M[ECHAN：【CS BASED STUDY ON彻矾TERFACE BEHAⅥOUR

OF KEVLAR FⅡIRE REINFORCED PPS COMPOSITEs

OUYANG Neng，CHEN Chun
、

(Beijing FfuP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Beijing 102101，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molecular mechanics based computation is performed on Kevlar fibre reinforced PPS

composites to evaluate their interfacial systems’energies，thereby microscopic mechanism involved in interface rein-

forcement in case of Kevlar fibre being treated chemically on the surface is revealed．

Key words：molecular modelling／'molecular simulation；molecular mechanics；Kevlar fibre；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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