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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流变液的耐久性及影响因素 * 
张 平**  唐 龙  岳 恩  罗顺安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 重庆 400707） 

摘要：  磁流变液的耐久性是影响磁流变智能减振技术商业化应用的关键因素。本文对近年国外磁流变

液的耐久性研究概况进行了简要综述，主要包括磁流变液的耐久性及失效形式、耐久性研究方法及机理

分析、铁磁相和添加剂对耐久性的影响、耐久性磁流变液在高能环境的应用。 
关键词： 磁流变液；耐久性；阻尼器 

1 引 言 

    磁流变液（MRF）是一种理想的智能流体材料。美国磁流变液和器件已成功商业化用于高端轿车、特种

军用车辆悬架和发动机悬置等智能减振系统，其关键因素是磁流变液能够满足商业化器件的耐久性要求，200

万次台架试验或 15 万公里无技术故障已成为国外磁流变液耐久性的明确要求
［1］

。相比之下，我国磁流变液

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改进其抗沉降稳定性和流变特性方面，而对于耐久性方面的研究报道甚少，后者将成

为我国磁流变智能减振技术商业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磁流变液的耐久性是指在阻尼器内连续剪切状态

下或服役过程中的寿命，特别是在高剪切速率、高温及高载荷下的服役寿命。主要失效形式为磁流变液

的零场粘度明显增加引起阻尼器零场力值过大，阻尼器导杆密封泄漏以及场控最大力值下降，如国外早

期磁流变液存在“使用稠化（IUT）”等劣化问题。目前采用的较简易耐久性判据为阻尼器零场下阻尼力

值，若试验后该力值变化不大于原始值的 50%，则为合格
［2］

。Carlson 早期也将耐久性定义为磁流变液耗

散能寿命（LDE），即器件每单位体积磁流变液耗散的总机械能，并称 Lord 公司磁流变液的 LDE 可达

10MJ/cm3
，但在实际中很难测量实际耗散的能量。通常用台架耐久性试验持续时间或循环次数的百分比来评

价寿命。提高磁流变液耐久性的途径主要为改善其抗使用稠化（IUT）性能、抗密封失效性能、剪切应

力稳定性。 

2 耐久性研究方法及机理 

Ulicny 等对磁流变风扇离合器耐久性试验中铁颗粒及流变学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磁流变液由

44%wt.的大羰基铁颗粒（7.8μm）、44%wt.的小羰基铁颗粒（1.6μm）、12%wt.聚 α 烯烃（PAO）及少量

汽相 SiO2组成[4]。风扇离合器经历 540h 耐久性试验后，磁流变液的铁颗粒发生氧化，氧化物集中分布

在小颗粒表面，氧化导致风扇离合器 540h 试验中力矩的逐渐衰减[3]。 氧含量分析表明，经 540 h 试验

的磁流变液铁颗粒的氧吸收率约为 0.008 wt% /h，分离铁粉的铁含量为 94%，铁和其氧化物的含量之和

近 99%，说明试验过程受到的杂质污染很小。XRD 分析表明试样中较强的衍射峰为 α-Fe 相， 较弱的衍

射峰为 Fe3O4 相，约占 15 wt%，相当于 4 wt%氧元素的增加，而试验前铁粉和经 108 h 试验的分离铁粉中

则未出现这种弱衍射峰。不同试样间的衍射峰位置和宽度的差别体现了晶格参数和微应变的变化，原料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2BAF06B04)资助。 
**通讯作者，张平，E-mail: zping-yc@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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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颗粒铁粉的晶格参数基本与纯铁标样一致，原料小颗粒晶格增大，可能是 C、N、O 杂质固溶于铁晶

格的间隙位置所致。540 h 后铁粉的微应变增大表明出现了低温塑性变形，该形变可能带来磁矫顽力的

增加。试验后大、小铁颗粒表面均有一层 100～200 nm 厚的 Fe3O4，这些羰基铁粉的氧化速率主要取决

于比表面的大小，在磁流变液中采用较大的铁颗粒会减少氧化速率。另外，均匀的氧化层形态表明氧化

层较为牢固或受到的磨损程度很小，因此设想若在铁颗粒表面包覆一薄层保护膜可有效地防止氧化。大

颗粒铁粉为晶粒度 1～2μm 的多晶球形颗粒， 小颗粒试样也是由多晶球形颗粒组成，但晶粒度仅为

0.02μm，试验前后铁颗粒的金相组织未发现区别。大颗粒和小颗粒的氧化速率均呈指数形式，说明表面

形成的氧化物的钝化作用微乎其微。离合器的输出转矩经 540h 后下降约 15%，与铁颗粒氧化的增加相

对应，氧化造成铁颗粒饱和磁化的强度降低。 

对上述试验后磁流变液的有机载液油进行了色谱、红外谱、核磁共振谱分析。耐久性试验温度为

150～200℃，最高达 250℃。540h 试验的 MRF 样的分子量分布变宽，分子量略低于未用过的试样，而

经 250℃热时效的 PAO 样的分子量分却未发生变化。540h 的 MRF 样表现出羰基带的增加，即发生了一

定程度的氧化，然而该羰基带的强度远小于经 250℃热时效 MRF 样的强度。540h 试样的不饱和度由 0.1%

到 0.4%的上升，出现明显的反式烯烃-R-CH=CH-R’，同时也出现-R-CH=CH2 型烯烃（α 烯烃）和

-R-CR’=CH2（具有 β 取代基的 α 烯烃）。可见，试验过程载液油发生以下变化：（1）轻微氧化；（2）分

子量分布减小；（3）碳-碳键不饱和度增加（烯烃形成）。有机载液在耐久性试验中的氧化并不明显，可能

与悬浮相铁作为氧的清除剂有关。分子量的降低和烯烃形成与烯烃聚合物的劣化相符合。250℃热时效 MRF

样的氧化比 540h 耐久性试样的氧化大一个量级，但该热时效样的分子量分布或烯烃形成量却无明显变

化。由此，作者认为机械退化（即剪切）是耐久性试验中的主要退化机理，而不是热劣化（氧化）。 

另外，Roupec 等认为评价耐久性的两个重要指标为动力学粘度和屈服应力，二者明显取决于温度、

剪速、应力，因此通过流动曲线评价耐久性更为客观
［5］

。 Desrosiers 等针对磁流变阻尼器、离合器、悬

置的车辆工程应用，对离合器进行了连续剪切下的寿命评估
［6］

，实验严考核了剪切速率、剪切力、温度

对扭矩-电流关系的影响，确定了两种劣化现象，即基础油的膨胀致密封泄漏和铁颗粒氧化。Wiehe 等提

出摄入的能量密度明显取决于温度，可作为磁流变器件评估寿命的方法
［7］。Iyengar 认为早期的磁流变

液密封失效原因是载液引起密封材料的收缩所致
［8］

。 

3 悬浮相的影响 

Forehand 等为了降低磁流变液成本，用水雾化铁粉（WAI）替代羰基铁粉，通过软粉与硬粉不同配

比对耐久性影响的系统对比，解决了耐久性问题
［2］

。软粉含 98.5～99.5 Fe % wt.，C 小于 0.02% wt.，粒

径 2～8μm，硬度小于 400Hv，配比为 90～80 %wt.。硬粉含 88～96 Fe %wt.，0.1～0.8 C %wt.，有光滑

球形表面，粒径 2～10μm，硬度为 600～1050 Hv ，配比为 10～20 %wt.，比例大于 20 %wt.会增加器件

的磨损，小于 5 %wt.对耐久性改进不明显。 铁粉表面无聚电解质、活性剂等。载液优选油基液体，无

凝胶如硅胶等，以免对器件磨损，但可含有抗磨剂、抗氧化剂、触变剂等。用京西重工集团（BWI）的

磁流变阻尼器作为试验器件，在磁场下正弦激励循环，频率和振幅按阻尼器实际工况进行。 对比试验

表明，配比 100%软水雾化铁粉样经 170 万次循环后稠化（IUT）失效，配比 100%硬铁粉样在 125 和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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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次循环时密封失效（无 IUT），不同比例的软、硬水雾化铁粉混合样的寿命均大于 200 万次循环，甚

至高达 250 万次，也优于 100%还原羰基铁粉样的标准器件寿命（表 5、6，略）。Cheng 等针对低形状比

悬浮相磁流变液在 1000～50000/s 高剪切速率下严重磨损引起零场粘度升高和磁场下的阻尼比下降问题，提

出了用高形状比和低成本悬浮相（纤维或针状）制备的磁流变液，零场剪切过程悬浮相沿流动方向排列，明

显降低零场粘度，磁场下又可提高屈服应力值（因此也可降低体积分数），从而提高了阻尼比，间接的提高

了耐久性
［9］

。 

4 添加剂的影响  

Foister 等针对可控传动系统、发动机悬置、系列离合器等应用，通过添加剂的选择，提高了磁流变

液的耐久性
［10］

。触变剂或抗沉降剂使铁颗粒悬浮在液体中，特殊的添加剂用来减小基液和铁颗粒的氧

化、摩擦及磨损，改善耐久性。早期配方使用稠化剂使沉降最小， 添加剂如有机钼、锌二烷基二硫代

磷酸盐（ZDDP）、硫代氨基甲酸酯、磷化物等用来减少机械磨损和使用稠化。第一代磁流变液的使用温

度仅为-40～70℃，最高 105℃，第二代、第三代为-40～130℃，最高 150℃。尽管所谓第三代磁流变液

的耐温性和抗稠化性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仍难以满足更苛刻的高零场载荷耐久性试验及不断提高的耐久

性标准。磁流变液的耐久性与抗氧化剂有强烈的依赖关系，一旦抗氧化剂低于临界水平，磁流变液稠化，

零场阻尼力明显增加。实验在第三代磁流变液基础上分别复配有机钼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甲苯三唑类化

合物、烷基化二苯胺添加剂。上述组合添加剂可明显改善第三代磁流变液的抗氧化稳定性，胺类抗氧化

剂效果更佳，氧化时间由原来的 8 min.分别提高至 83 min.和 120 min.（表 7，略）。有机钼二硫代氨基甲

酸酯作为抗氧化减磨剂，无灰二硫代氨基甲酸酯作为抗氧化剂和极压添加剂，三唑类化合物作为抗氧化

剂和渣垢抑制剂。该组合可最大限度减少添加剂用量，从而降低添加剂与触变剂相互作用引起的触变效

应减弱。改进试样在 100 万次时尚未劣化，零场阻尼力仅增加 15%左右，远低于 50%允限值，预计寿命

可大于 150 万次循环。 

5 耐久性磁流变液  

近年来美国 Lord 公司开展了磁流变液在极端环境耐久性研究工作，如满足高耗散能环境及低温环境的新

型磁流变液成分和性能研究，获得了宽温域耐久性磁流变液和器件设计技术。磁流变器件的寿命取决于磁流

变液的性能、器件的结构设计制造技术
[11]

。 

针对汽车阻尼器磁流变液，典型的工业耐久性试验包括标准正弦振动和更复杂的车辆模拟试验，两种试

验都比实际车辆要求高， Lord 公司的常规磁流变液和器件试验寿命为 200%。用上述试验研究磁流变液的动

态和静态流变性能变化，表明含 20～30%体积分数铁粉、添加剂的专利油基磁流变液具有优良的耐久性和再

分散性。试验包括确定温度下零场和磁场下正弦激励振动，分别在 20%、45%、100%寿命试验阶段取出磁流

变液测试。这些磁流变液数小时后呈明显的稠化或膏状，强烈摇晃或搅拌后恢复流体状态。试验过程无明显

磨损发生，说明该稠化不是 IUT。在 45%寿命试样中，动力粘度升高 8～13%，零场屈服应力提高 8 倍，而

100%寿命试样的动态性能却与原始状态相同（表 8，略）。试样均为 Bingham 流体，升速和降速测试结果

重合，说明无触变现象。测量与时间相关的静态屈服应力，发现有一个明显随时间变化值，与动态屈服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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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即在中间寿命阶段最高，而新磁流变液无此现象。该稠化系由抗磨剂和减摩剂活性作用的结果，这

一可逆的磁流变液凝胶化明显提高抗沉降稳定性。 

Lord 公司的磁流变液已在军用和其它越野车辆高耗散能阻尼器应用试验多年，最近在装甲加强型车辆

HMMWV 和 LMTV 成功应用，磁流变阻尼器明显改善了驾乘舒适性和安全性，且车辆的操纵稳定性和允许

最大速度明显提高。这些车辆大型阻尼器活塞速度达每秒数米，相当于剪切速率 104/s 量级。按同样工况对

上述 RD-8016-13、RD-8016-16 型阻尼器进行失效寿命试验，并取出磁流变液进行分析。密封件等零件的完

整性也明显影响磁流变液的寿命。试验条件为恒定振幅正弦振动，阻尼器外壳温度为 120～130℃，内部磁流

变液的温度明显高于外壳温度，试验后磁流变液的相对密度和相对粘度发生不同程度变化（表 9，略）。试

验的四支阻尼器失效前都已远超过试验寿命要求，如达 170%～288% 寿命。其中两支为非 IUT 原因失效（密

封失效），两支为 IUT 原因失效（高零场力值）。即使在严酷的高能试验条件下，并未观察到基础油的聚合

现象，铁颗粒的磨损也异常的低。 

为了进一步提高磁流变液的抗氧化性和摩擦学特性，从而提高耐久性，韩国 Choi 等对美国 Lord 公司

MRF-132DG 商用磁流变液进行了表面修饰，采用改变摩檫学性能的添加剂为 Zn-DTP，0.5%wt.， Mo-DTC，

0.5%wt.，芳香胺抗氧化剂，1%wt.。将修饰样与未修饰样进行零场 SRN 试验和高频线性振荡试验及四球磨

试验对比。零场摩擦系数明显改善，保持低摩擦的时间成倍增加，如由 300s 增加到 2000s，四球磨磨斑变小，

从 1.03mm 到 0.54mm，磁场下摩擦系数差别不大。在 OIT 试验中两种样品的氧化稳定性明显不同，未修饰

样 2.5 min.发生氧化，而修饰样在整个 2h 时间未氧化。Barber 则利用特定的一级、二级抗氧化剂结合及烷基

化二苯胺和亚甲基双硫代氨基甲酸酯结合，可使 OIT 由 7 min.增加到 3h，这种结合常用于润滑油工业，氧化

机理类似常规烃类的氧化。 

参考文献（略）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durability and effect factor 
Zhang Ping* , Tang long , Yue en , Luo shun an 

(Chongqing Materials Institute. Chongqing 400707 China) 

Abstract Magnetorheological(MR) fluid durability is the key requirement for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of smart dampers. Reviewed here are the main developments of MR fluid durability on 

abroad recently.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MR fluid’s characteristic degradation phenomenon, 

durability test and mechanism, effects of ferromagnetic phase and additive, and the high energy 

applications that place the greatest demands on fluid durability. 

Keywords: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Durability; Dam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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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羟基硬脂酸对硅油基磁流变液性能的影响 * 

杨健健  晏华 **  张寒松  胡志德 

（后勤工程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系，重庆市 401311） 

摘要：以羰基铁粉作为悬浮介质，纳米 SiO2 粒子为触变剂，12-羟基硬脂酸为表面活性剂，制备了硅油

基磁流变液，其中羰基铁粉体积分数为 15%。使用 MCR 301 流变仪对磁流变液进行稳态剪切，考察脂

肪酸对磁流变液零场黏度、流变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脂肪酸对磁流变液有增黏效应，磁流变液变为

非牛顿流体；12-羟基硬脂酸可以有效改善磁流变液的沉降稳定性。 

关键词：磁流变液；12-羟基硬脂酸；零场黏度；沉降 

1 引言 

典型的磁流变液是由微米级磁性颗粒分散于载液(油或水)中形成的悬浮液，其物理状态和流变特性

能够随外加磁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无外磁场作用下表现为流动良好的液体状态，而在强磁场作用下，

黏度可瞬间增加两个数量级以上，并呈现类似固体的力学特性，一旦去掉磁场后，又变成自由流动的流

体。 

磁流变液属于固液二相流体，由于磁性颗粒与载液之间的较大密度差以及颗粒的高表面能等客观存

在的特征，使得磁流变液成为热力学不稳定体系，随着时间变化，固体颗粒的聚集和沉降将不可避免。

López-López[1]和 Bell[2]等采用纤维状或棒状的磁性材料作为分散相改善了磁流变液沉降问题以及磁流变

性能。在磁流变液中加入触变剂，如有机黏土[3]、气相二氧化硅[4]、硅酸镁锂[5]，触变剂在整个体系中

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减缓颗粒的沉降，将磁流变液的硬沉淀转化为软沉降。在磁

流变液中加入纳米颗粒[6,7]，使得弥散的微米级颗粒之间的空间位阻效应增大，同时，纳米粒子本身的布

朗运动，消耗了磁性颗粒的动能，对磁性粒子的沉降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提高了磁流变液的稳定性。

本文采用 12-羟基硬脂酸表面活性剂对磁性颗粒进行预处理，制备了磁流变液，考察其对流变特性和沉

降稳定性的影响，旨在为研制出具有高性能的磁流变液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2 实验 

2.1 实验试剂  

载液：甲基硅油，其 40℃运动黏度分别为 68.4 mm2/s，晨光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磁性颗粒：羰基铁

粉(Carbonyl Iron，DT-5)，平均粒径为 3.5μm，基本呈球形分布，纯度为 97.0%，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触变剂：二氧化硅，平均粒径为 50±5nm，纯度为 99.5%，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生产。表面

活性剂：12-羟基硬脂酸(12-hydroxystearic acid (12-HSA)，分析纯) 。 

2.2 磁流变液的制备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2BAF06B04)资助。 

**通讯作者，晏华，yanhuacq@sina.com、1375285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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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羰基铁粉表面进行处理。将羰基铁粉真空干燥 12h，除去表面的物理吸附水用异丙醇溶解

稀释表面活性剂，再与羰基铁粉混合，搅拌均匀，用超声波分散处理 20 min，在球磨罐中加入氧化锆磨

球，球磨 6 h，使表面活性剂充分吸附于羰基铁表面。以表面改性后的羰基铁粉为悬浮相，硅油为分散

相，加二氧化硅作为触变剂，通过超声分散和机械球磨分散等手段制备了磁流变液。其中羰基铁粉体积

分数为 15％，基础油的体积分数为 85％，触变剂质量分数为 0.68%。 

2.3 性能测试及表征 

使用 Anton Paar 公司的 Physica MCR 301 模块化智能型高级流变仪，对磁流变液进行流变特性测试。

测试时采用平行板夹具，其中测试转子直径为 20mm，测量间隙为 1mm，实验温度为 25.0±0.1℃。测试

过程采用电场控制内置线圈产生均匀的磁场。采用自然沉降法衡量磁流变悬浮液的沉降稳定性。将配置

的样品放入口径为 1.5cm 的 25ml 量筒中，观察其沉降情况。 

3  结果与讨论 

3.1 零场黏度 

磁流变液样品的零场黏度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空白样表现牛顿流体的特点，而含有 12-HAS 的

硅油基磁流变液的黏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而迅速降低，表现出非牛顿流体特性，，相对于空白磁流变

液样品，其零场黏度明显增大。这主要是由于表面活性剂的凝胶作用，在载液内部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

三维骨架，从而导致磁流变体零场黏度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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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流变液的零场黏度曲线 

3.2 流变曲线 

图 2 为磁流变液在不同磁场下的流变曲线，可以看出，在恒定的磁场下面，剪切应力接近于一条直

线，磁流变液的剪切应力随剪切速率变化较小，表现出 Bingham 流体的特点。这是由于在剪切作用下，

磁性颗粒的链状或柱状的结构的断裂与新的链状结构的形成达到了动态平衡，进而使得剪切应力在剪切

区域内保持恒定。随着磁场强度增大，磁流变液的剪切应力随着增大，表明在液体内部形成了粗壮的链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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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 磁流变液的剪切应力随剪切速率变化的曲线，其中(a)为空白样，(b)为含有 12—羟基硬脂酸样品 

3.3 沉降稳定性 

从图 3 可以看出，含有 12-HSA 的磁流变液的沉降性能明显改善，约在第六天达到沉降平衡，磁流

变液的沉降稳定性又显著增强，沉降速率明显降低。以上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氢键作用在体系内形成的

立体网络结构可以有效减缓颗粒沉降，提高磁流变液的沉降稳定性。定义前十天的平均沉降速率为磁流

变液的初始沉降速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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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磁流变液沉降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表 1 磁流变液试样的初始沉降速率和最终沉降率 

 

磁流变液样品 初始沉降速率(%/d) 最终沉降率 (%) 

空白样 4.03 58.50 

12-羟基硬脂酸 0.25 91.25 

4  结论 

(1) 12-羟基硬脂酸对磁流变液有增黏效应。在磁场下，表面活性剂对磁流变液的剪切应力无明显影

响。 

(2) 12-羟基硬脂酸可以有效改善磁流变液的沉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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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12-hydroxystearic acid on the properties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JIANJIAN Yang, HUA Yan*, HANSONH Zhang , ZHIDE Hu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Logistic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11, 

China)  

Abstract: A silicone oil-based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was prepared with carbonyl iron powder as 

magnetic particles and and SiO2 particles as thixotropic agent. 12-hydroxystearic acid was used as 

surfactant. The magnetorheological properti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 controlled rate magnetorheometer. 

The viscosity and flow behavior of MRFs under steady shearing flows we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addition of 12-hydroxystearic acid provoked a significant increment in off-state viscosity, and improved 

the stability remarkably.  

Key Words：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12-hydroxystearic acid; off-state viscosity; sed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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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101(Cr)基电流变液的制备及性能探究 * 

王重阳  马思  孙爱华  郭建军  程昱川 **  许高杰**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宁波 315201） 

摘要：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是由有机刚性配体与金属离子自组装形成的三维立体孔结构，具有高孔隙率、

低密度，大比表面积等优点。我们采用改进的水热法制备出具有高介电常数的 MIL-101(Cr)纳米颗粒，

然后吸附不同大小的极性分子，研究其电流变性能的规律。结果表明：吸附修饰极性分子后 MIL-101(Cr)

材料的屈服强度均有所提高。甲酰胺分子的尺寸小于 MIL-101(Cr)的孔径尺寸，可进入孔道内部，吸附

量高，屈服强度比吸附十二烷基磺酸钠的材料高 15%。 

关键词：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屈服强度；电流变； 

1 引言 

电流变液是一种由微/纳米介电颗粒分散在绝缘液体中而形成的复杂胶体，它具有电场驱动下发生液

-固态转换的独特性质，因此在自动化控制、机械传动、减震降噪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随

着电流变液的发展，单纯的无机或者有机电流变材料很难满足要求，复合型电流变材料结合了无机与有

机电流变材料的优点，在提高电流变性能方面有着更广阔的空间。Kim 等[1]将氧化石墨烯分散在聚苯乙

烯表面，通过引发剂使氧化石墨烯包覆在聚苯乙烯上，得到聚苯乙烯/氧化石墨烯符合纳米粒子。Fang

等[2]通过原位聚合将聚苯胺包覆在蒙脱土表面，制备出聚苯胺/蒙脱土符合纳米粒子。这类材料内部通常

为一个高介电常数的无机核，而外壳层包覆一层极性较强的分子。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MOFs) 是指过渡金属离子与有机配体通过自组装形成的具有周期性网络结构的晶体多孔

材料。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具有三维立体的孔结构，一般以金属离子为连接点，有机配位体支撑构成空间

3D 延伸，系沸石和碳纳米管之外的又一类重要的新型多孔材料。它具有高孔隙率、低密度、大比表面

积、孔道规则、孔径可调以及拓扑结构多样性和可裁剪性等优点[3，4]。本研究选择高的介电常数的

MIL-101(Cr )材料，吸附不同种类极性分子，研究其流变性能变化规律，拓展了多孔结构材料在电流变

领域的应用。 

2 实验 

MIL-101(Cr) 纳米颗粒采用改进的水热法制备，在水热反应釜中分别加入 250 mL 0.15 mol/L 的醋酸

钠水溶液，20 g 九水合硝酸铬和 8 g 对苯二甲酸，混合均匀后在 180 ℃恒温箱中反应 24 h，反应结束后

使其自然冷却。反应产物用水和乙醇洗涤过滤，然后在乙醇中交换 48 h，干燥待用。然后分别与十二烷

基磺酸钠（SDS）、及甲酰胺（MA）混合，利用其多孔性吸附极性分子，获得 MIL-101(Cr)-SDS、

MIL-101(Cr)-MA 纳米颗粒。 

XRD 图谱由德国 Bruker 公司生产的 D8 Advance/Discover X 射线粉末衍射仪(Cu Ka，λ=1.5418 n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573267，11404347，11574331，11374311)，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LY14B070012)资助。 

**通讯作者，程昱川，yccheng@nimte.ac.cn; 许高杰，xugj@nimte.ac.cn 

mailto:yccheng@nimte.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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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管电压 40 kV，管电流 40 mA。样品的形貌和颗粒尺寸通过日本 Hitachi S480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

微镜观察。电流变性能测试采用美国 Thermo 公司的 HAAKE RS6000 旋转流变仪，采用平板测量系统（直

径 15 mm，板间距 1.0 mm）。 

 
图 1 MIL-101(Cr)纳米颗粒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图 1 为 MIL-101(Cr) 纳米颗粒的 SEM 照片。由图可知，颗粒呈规则八面体，棱长 140-160 nm，粒

径较为均一，分散性较好，无明显团聚现象。 

XRD 是物相分析的有力手段。图 2 谱线在 2.95o、3.40o、5.25o、8.55o、9.15o 处出现衍射峰，峰位

与文献[59]报道的一致，且没有观察到明显杂质峰，说明我们所制备材料是较为纯净的 MIL-101(Cr)纳米

颗粒。通过 N2 等温吸附实验进一步确认 MIL-101(Cr)纳米颗粒的比表面积为 2523 m2/g，同氧化钛、草

酸氧钛钙等常用电流变材料相比，比表面积显著提高，且样品内部存有大量的微孔与中孔结构，样品孔

径大部分分布在 2-3 nm 范围内。 

 
图 2 MIL-101(Cr)纳米颗粒的 XRD 图谱 

将 MIL-101(Cr)、MIL-101(Cr)-MA、MIL-101(Cr)-SDS 配成质量分数为 12.5%的电流变液，并对样

品的电流变性能进行测试。图 3 为样品准静态屈服强度与电场强度之间的关系曲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

出， 电场强度在 5 kV/mm 时， MIL-101(Cr)-MA 的屈服强度比单纯的 MIL-101(Cr) 的屈服强度增加～

30%，比 MIL-101(Cr) 吸附 SDS 的屈服强度增大～15%。MIL-101（Cr）的孔径大多分布在 2-3 nm 范围

内，MA 分子的尺寸小于< 2 nm，分子可进入 MIL-101(Cr)介电颗粒的内部孔道；而 SDS 分子尺寸大于

孔径尺寸，因此以表面吸附为主要存在方式。MA 分子的吸附量高于 SDS 分子的吸附量，这可能是导致

两种材料屈服强度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图 3 (b)为不同电场强度下电流变液的漏电流的变化曲线。5 

kV/mm 电场强度时， MIL-101(Cr) 基电流变液的漏电流为 0.11 uA/mm2，MIL-101(Cr)-SDS 基电流变液

的漏电流为 0.05 uA/mm2，MIL-101(Cr)-MA 基电流变液的漏电流为 0.01 uA/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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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样品制备的电流变液（12.5 w%）的 (a )静态屈服强度 vs 电场强度变化曲线和 (b) 漏电流密度

vs 电场强度变化曲线 

参考文献 

[1] Kim S D, Zhang W L, Choi H J. Pickering emulsion-fabricated polystyrene-graphene oxide  microspheres 
and their electrorheology [J]. J Mater Chem C, 2014, 2(36): 7541-7546. 

[2] Fang F F, Liu Y D, Choi H J. Synthesis and electror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yaniline/organoclay 
nanoparticles via Pickering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J]. Smart Mater Struct, 2010, 19(12).  

[3] Sumida K, Rogow D L, Mason J A, et al. Carbon dioxide capture in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J]. Chem 
Rev, 2012, 112(2): 724-781. 

[4] Huang Y B, Liu S J, Lin Z J, et al. Facile synthesis of palladium nanoparticles encapsulated in 
amine-functionalized mesoporous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and catalytic for dehalogenation of aryl 
chlorides [J]. J Catal, 2012, 292: 111-117. 

 

Preparation of MIL-101(Cr) nanoparticles and their electrorheolgical 

characteristics 

CHONGYANG Wang, SI Ma, AIHUA Sun, JIANJUN Guo, YUCHUAN Cheng*, GAOJIE Xu*  

(Ningbo Institute of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ingbo 315201, 

China)  

Abstract: MIL-101 (Cr) is one of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s (MOFs). MIL-101 (Cr) has high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pore volume, which can absorb polar molecules with large permittivity. 

We researched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MA- and SDS-modified MIL-101(Cr) nanoparticles 

suspensio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larger MA uptake capacity of MIL-101(Cr) gives 

rise to higher yield stress of MA-modified MIL-101(Cr) electrorheological fiulds. 

Key Words：metal-organic frameworks; yield stress; electrorh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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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结构化磁流变弹性体压阻特性研究* 
廖干良  廖昌荣**  文慧  谢磊 

(重庆大学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智能结构中心 重庆 400030) 

摘要：磁流变弹性体具有显著的压阻效应，是一种新型的柔性触觉传感材料。本文实验研究了颗粒填充

浓度、电压对其压阻特性的影响机制，显示两者与压阻效应呈正相关。由于各向同性磁流变弹性体的电

阻值过大，故在成型过程中采用预结构化工艺对其内部结构进行优化，可使阻值降低达 106 倍，有效提

高了可应用性。针对磁流变弹性体的压阻效应建立了导电通道网络结构模型，阐述了其导电机理，在此

基础上分析了预结构化对导电通道网络结构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理论模型与实验数据有着较高的吻合

度。 

关键词：磁流变弹性体；压阻效应；导电通道网络；预结构； 

1 引言 

磁流变弹性体在机器人触觉传感器应用领域具有较好的前景[1]，磁流变弹性由纳米或微米级的铁磁

颗粒粉末与高聚物复合而成，目前针对于磁流变弹性体导电理论研究较多[2]，关于磁流变弹性体的压阻

特性机理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并且如何改善磁流变弹性体的压阻特性、机械性能以增强其应用性能方

面的研究仍有待提高[6]。 

2 各向同性磁流变弹性体压阻特性研究 
2.1 磁流变弹性体样品制作 

实验橡胶基体采用深圳红叶杰科技有限公司的 RTV-2 型双组分缩合型室温硫化硅橡胶、相对应的

凝固剂，二甲基硅油，导电填料采用重庆洛德冶金粉末厂生产的 2.5μm 粒径镍粉，硅烷偶联剂 KH550。  

各向同性磁流变弹性体样品制作过程为，将硅橡胶与作为润滑剂的硅油充分混合并搅拌均匀，为增

强镍粉在橡胶基体中的相容性，提高复合材料机械性能，使用硅烷偶联剂 KH550 对碳基镍粉进行表面

预处理，并在恒温箱中 120℃干燥 2 小时，将上述两份材料混合，采用机械搅拌 20 分钟，按照硅橡胶质

量 1%比例往其中加入凝固剂，再次进行 10 分钟的机械搅拌，之后将材料注入模具，常温固化成型。 

采用预结构化法对磁流变弹性体进行优化，预结构化法的各向异性磁流变弹性体样品制作过程与上

述制作过程前面基本一致，但在常温固化成型过程中，将样品置于匀强磁场中凝固成型，试验中分别采

用了 300mT,400mT 以及 500mT 对样品进行了预结构化。 

本实验成型的样品的尺寸为 Φ30mm*5mm，由于低浓度下，样品电阻基本处于绝缘状态，且压阻

效果并不明显，本实验各向同性样品实验分别配置了 70%，72.5%，75%三种填充浓度样品，各向异性

样品实验分别配置了 65%，70%两种填充浓度样品。   

2.2 样品测试实验 

    本文实验测试系统由螺旋推拉力试验机（乐清市艾德堡仪器有限公司，型号：NK-500）和绝缘电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5157506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No. 106112015CDJZR125517） 
**通信作者，廖昌荣，Email：crliao@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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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江苏常州市优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型号：UC2684A）构成。螺旋推拉力试验机包括精度为

0.002mm 数显式螺旋测微仪，精度为 0.1N、量程为 0-500N 的 HP-500 型力传感器，以及实验所需的压

头、夹具。绝缘电阻测试仪可实时测量样品的电阻，测试电阻范围为 1Ω-50TΩ，测量精度 2% ，输出电

压范围为 0v-1000v。                                                   

为了使极片与被测样品充分接触，保证测试结果准确， 实验数据从样品受一定压力之后开始测量，

分别测试了三种样品的压阻特性，图 a 为 50V 测试电压下各浓度压阻特性曲线，图 b 为 72.5%浓度样品

不同电压下的压阻特性曲线；并且测试了不同浓度、不同预结构磁场强度的各向异性样品的压阻特性，

实验结果如图 2(a)、(b)所示。      

          
图 1  各向同性样品压阻特性曲线 

      
图 2 各向异性样品压阻特性曲线 

2.3 压阻效应机理分析及实验结果分析 

磁流变弹性体压阻效应的产生主要是由样品受力形变导致弹性体内部导电粒子分布发生变化导致，

如图 3(a)-(b)所示，当弹性体受到轴向垂直压力时，弹性体产生形变，轴向、径向均产生位移，弹性体

泊松比介于 0.49~0.5 之间，在压缩过程中，体积变化可忽略不计，因此，其轴向应变、径向应变对应的

关系为： 

                                   � ∆𝑦𝑦 = 𝐹𝐹
𝐴𝐴𝐴𝐴

∆𝑥𝑥 = −𝜇𝜇∆𝑦𝑦
                                    (1) 

式中，A 为弹性体表面积，E 弹性体的杨氏模量，由于导电粒子在橡胶内嵌于橡胶内部，无法自由移

动，其运动规律跟随与橡胶形变:  

  �
∆𝑦𝑦𝑖𝑖 = 𝑦𝑦𝑖𝑖

∆𝑦𝑦
𝑌𝑌

∆𝑥𝑥𝑖𝑖 = 𝑥𝑥𝑖𝑖
∆𝑥𝑥
𝑋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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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为相邻粒子间初始轴向距离，为相邻粒子间初始径向距离，为相邻粒子间轴向距离变化分

量，为径向位移变化分量， 

y∆

X X x∆

V Y

预结构化

变形

变形

(a) (b)

(c) (d)
 

图 3 磁流变弹性体压阻模型结构 
弹性体的导电机理可以采用导电通道网络理论来解释，如图 3 所示，弹性体的阻值是由整个导电通道

网络中每条边对应的阻值构成，边长与其阻值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式(3)所示，其中，为该边对应的电势差，,
为弹性体对应的常量。 

�
𝑟𝑟𝑖𝑖 = 𝛼𝛼 𝑑𝑑𝑖𝑖2

𝑉𝑉𝑖𝑖
𝑒𝑒𝑥𝑥𝑒𝑒 (𝛽𝛽 𝑑𝑑𝑖𝑖

𝑉𝑉𝑖𝑖
)

𝑑𝑑𝑖𝑖 = �𝑦𝑦𝑖𝑖2 + 𝑥𝑥𝑖𝑖2
                                (3)  

在变形过程中，导电通道网络跟随橡胶产生形变，由于网络中径向微粒变化分量与电场方向垂直，，

因此，单个对总体阻值产生贡献的仅为，因此，流变通道网络总的路径变化长度为： 

∆𝐿𝐿 = ∑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𝑁𝑁,𝑖𝑖=𝑛𝑛
𝑖𝑖≠𝑖𝑖                                  (4) 

式中，为 i 粒子与相邻 j 之间的轴向位移增量，n 为与 i 粒子相邻粒子数，N 为导电通道网络内的粒子

总数，因此单位体积内导电网络中粒子越多，即浓度越大，导电通道网络产生的轴向变化量越大，阻值

变化率也越大，压阻效应也越显著；且样品两端电压越大，压阻效应也越为明显。因此，图 1 中相同电

压不同浓度、相同浓度不同测试电压的样品的压阻特性曲线对应的斜率关系为：  

�
K75% > 𝐾𝐾72.5% > 𝐾𝐾70%

𝐾𝐾200𝑣𝑣 > 𝐾𝐾100𝑣𝑣 > 𝐾𝐾50𝑣𝑣 > 𝐾𝐾20𝑣𝑣
                         (5) 

在磁流变弹性体成型过程中，将液态样品置于匀强磁场中，如图 3(a)-(c)内部粒子的分布规律类似于

磁流变液在匀强磁场的作用下的分布规律，样品中的镍粉颗粒受到匀强磁场的牵引作用，在样品内呈链

状分布；当弹性体液态逐渐凝固为固态时，镍粉颗粒的分布状态也将固化下来并保持链状分布。此时，

样品内部形成的链状结构成为导电通道网络中最短、最为高效的导电通道，其电阻远远小于旁路电阻，

导电通道网络退化为导电通道。由图 2(a)可知，相同浓度，该状态下的导电通道导电能力远远大于未预

结构化样品的导电通道网络。根据各向同性样品与各项异性样品对比实验中可发现，对于同一填充浓度

为 70%的样品，两者的初始阻值的比值，阻值有了非常显著的下降；同时，浓度与预结构化磁场强度同

样对样品的压阻特性影响显著。 

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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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通道网络结构模型很好的解释了磁流变弹性体的导电机理及其压阻特性，预结构化对磁流变弹

性压阻特性具有较好的优化效果，在实际应用中，通过预结构化减小样品初始阻值能够降低测试电源要

求，有效降低检测电路成本与规模，磁流变弹性体的压阻应用性能得到非常有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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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iezoresistivity of pre-structured Magnetorheological 

elastomer 

GANLIANG Liao, CHANGRONG Liao*, HUI Wen, LEI Xie 

(Key Lab of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Magnetorheological elastomer (MRE) can be used as a new material for the flexible sensor due 

to its remarkable piezoresistivity. This paper firstly experimentally studied the impacts on the MRE 

piezoresistivity from filler concentration and voltage. It was shown that the piezoresistivity was positively 

proportional to filler concentration as well as voltage. Since isotropic MRE presents too huge resistance 

requiring higher cost and technology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 method of pre-structuring during molding 

process was employed to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 inner structure, and hence, enable a huge reduction in 

resistance up to 106.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conductive channel network structure was built for 

simulation of the piezoresistivity of MRE to give insights into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Further, with this 

model, the effect of the pre-structuring process on network structure was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ed a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Key Words：MRE; piezoresistivity; conductive channel network structure; p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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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锂基磁流变脂流变性能研究 * 

董小闵**，段痴 

（重庆大学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摘要：为了改善目前磁流变脂的力学流变性能的不足，研究了硼羟型复合锂基润滑脂对磁流变脂流变性

能的影响，制备了不同硬脂酸锂与硼酸锂质量比的复合锂基磁流变脂，并用流变仪对其进行了测试。结

果表明：在低剪切率下，随硬脂酸锂与硼酸锂质量比的减少，其零场粘度也随之降低；调整硬脂酸锂与

硼酸锂的质量比，能明显改善硼羟型复合锂基磁流变脂的剪切应力、剪切屈服应力及磁流变效应。 

关键词：复合锂基磁流变脂；质量比；流变性能 

1 引言 

磁流变脂由于其润滑脂基体的特有的网状骨架结构，使其很好的解决了磁流变液中的严重的沉降问

题[1]，从而在建筑物抗震减震等需要长期静置的工程领域显示出了比磁流变液更好的应用前景。但国内

外现阶段对磁流变脂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是针对单皂锂基润滑脂作为基体的磁流变脂进行的研究，并

且所得到的流变性能也不够高[2-6]。从而磁流变脂的工程应用受到限制，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性能优

良的磁流变脂。皂纤维结构的形状和大小是影响磁流变脂胶体结构的重要因素[6]，而复合锂基润滑脂的

纤维结构相比于单皂锂基润滑脂的皂纤维更粗实，且纤维分叉更多[7]，这种结构上的不同对磁流变脂的

流变性能有很大影响。为了探究采用复合基体来大幅提高磁流变脂力学性能的可行性，本文对制备的硼

羟型复合锂基磁流变脂进行了研究分析。 

2 实验 

硅油 PMX-200，道康宁（张家港）有机硅有限公司；粉状锂皂稠化剂（主要成分硬脂酸锂），深圳

艾赛克润滑材料有限公司；氢氧化锂，AR 级，德州润昕实验仪器有限公司；硼酸，AR 级，上海爱彼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二苯胺，AR 级，济宁华凯树脂有限公司；羰基铁粉，平均粒径 5μm，北京兴荣源科

技有限公司。 

表 1 复合锂基磁流变脂制备原材料组成 

首先，将一定量的硅油均分为三份（10g/份），取一份硅油和适量水加热到 80-100 摄氏度时，加入

锂基稠化剂、氢氧化锂、硼酸继续加热到 100-120℃，保温皂化 30min；随后，加入第二份硅油和 0.1g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2755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DJZR14115501）  

**通信作者，董小闵，Email: xmdong@cqu.edu.cn 

 
 

质量（g）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7 样品 8 

硬脂酸锂与硼

酸锂质量比 
10:0 9:1 8:2 7:3 6:4 4:6 2: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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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苯胺（抗氧化剂），加热到 130-140℃，脱水 60min；脱水完毕，加入 90g 羰基铁粉，加热到 150-180℃，

进行 45min 低温稠化；升温到 180-200℃，进行 15min 高温稠化；最后，加入第三份硅油，进行空冷，

冷却到 120℃左右时进行研磨并包装成脂。 

按如表 1 所示，按照硬脂酸锂与反应生成的硼酸锂的质量比，一共制备了 8 份样品。其中，样品一

与样品八为单一稠化剂。采用旋转流变仪 MRC301（安东帕公司，意大利）表征磁流变脂的流变特性。

测试平板直径 20mm，测试间隙 1mm，温度 25℃。剪切模式下，对样品进行剪切应力的磁场扫描，以

及零场粘度和剪切应力的剪切率扫描；振荡模式下，对样品进行储能模量的磁场扫描。 

3 结果与讨论 

3.1 复合磁流变脂的稳态剪切流变性能 
图 1 为剪切模式下，零场，设定剪切率为 10/s 时，各磁流变脂的粘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从图 1 可

见，磁流变脂是非牛顿流体，其零场粘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而明显减小。另外单一稠化剂的样品一和

样品八粘度均小于其它复合稠化剂样品。这是因为，润滑脂粘度与基体皂纤维结构有很大关系，而硼酸

锂能在一定条件下与硬脂酸锂结合从而加强磁流变脂基体中皂纤维结构，实现共结晶稠化基础油[8]，从

而使粘度增大。同时，在剪切率小于 40/s 时，各复合稠化剂样品的粘度随着硼酸锂含量的增加而依次减

小；在剪切率大于 40/s 时，没有严格保持这个规律。这可能是因为，在低剪切率时，硼酸锂增加所带来

的增稠效果，小于了由于硬脂酸锂比例减少以及部分未结合的硼酸锂自身的低粘度而带来的减稠效果，

从而导致粘度下降；当剪切率大于 40/s 后，随着剪切速率增大，磁流变脂基体的皂纤维发生解缠绕，导

致粘度变化规律发生了变化。 

 

    图 1 零场粘度与剪切速率关系曲线 

图 2 为在剪切模式下，设定剪切率 10/s，考察剪切应力与磁场的关系。从图 2 可见，剪切应力随磁

场的增大呈现出两个变化区——缓慢增长区（0-0.1T）和快速增长区（>0.1T）。这可能因为，润滑脂基

体中皂纤维特殊的网状结构对磁性颗粒的移动阻碍较大，磁场较小时磁性颗粒间的磁力较小，克服基体

阻碍作用困难，只能形成较短的磁性颗粒链。当磁场大于 0.1T 后，颗粒间的磁力大大增加，从而提高

克服基体阻碍的能力，引起磁性颗粒冲破基体结构阻碍并逐渐成较长的链状结构，从而导致剪切应力随

磁场增大而快速上升。同时可以看到，在磁场大于 0.1T 后，样品三在相同磁场下的剪切应力最大。在

1T 时，样品三剪切应力达到了 91.6kpa，相比于样品一（68kpa），提高了 23.6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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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剪切应力与磁场关系曲线 

图 3 为在剪切模式下，0.2T 和 0.6T 的磁场下，考察剪切应力和剪切率的关系。从图 3 可见，样品

三在所有剪切率情况下，其剪切应力均最大。在剪切率为 100/s，磁场大小为 0.2T、0.6T 时，其剪切应

力分别达到了 32.5kpa、93.5kpa，比对应情况下样品一的剪切应力（8.7kpa、54kpa）分别提高了 274%、

73%。对样品一和样品三应力曲线进行研究，可得到样品三在 0.2T、0.6T 中的屈服应力分别为 16.4kpa、

62.6kpa，相比于样品一的屈服应力（6.4kpa、43.7kpa），分别提升了 157%、43%。以上结果可充分说明

通过调整硼羟型复合磁流变脂的基体配比，可以显著的提高磁流变脂的剪切应力和剪切屈服应力。 

 

(a) 0.2T                                   (b) 0.6T 

图 3 不同磁场下，剪切应力与剪切率关系曲线 

3.2 复合磁流变脂的储能模量 
图 4 为在切应变 0.1%、角频率 10/s 的情况下，储能模量与磁场的关系。从图 4 可见，随着磁场的

增加，储能模量的变化分为了三个区域，这与文献[7]的研究是基本吻合的。 

 

图 4 储能模量与磁场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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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品磁流变效应分别为 19800%、3800%、8400%、13600%、23600%、8600%、13400% 、

18200%，其中最大的磁流变效应达到了 23600%（样品五）相比于于样品一提高了 19.1%。 说明通过调

整硼羟型复合磁流变脂的基体配比，可以显著的提高磁流变脂的磁流变效应。 

4 结论 

（1）零场时，磁流变脂具有典型的剪切稀化的特点，同时在低剪切率（小于 40/s）情况下，硼羟

型复合磁流变脂的粘度随硼酸锂含量的增加而减小。 

（2）随着磁场的增大，磁流变脂剪切应力增长分为缓慢增长与快速增长两个阶段；研制的硼羟型

复合磁流变脂，相比于单皂磁流变脂，其剪切应力与剪切屈服应力都有显著提高：在磁场为 0.6T 时，

剪切应力最高从 54kpa 提高到了 93.5kpa；剪切屈服应力从 43.7kpa 提高到了 62.6kpa。 

（3）研制的硼羟型复合磁流变脂，磁流变效应相比于单皂磁流变脂有明显改变：切应变为 0.1%时，

其最高磁流变效应达到了 23600%，相比于单皂磁流变脂提高了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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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complex lithium magnetorheological 

grease 

Xiaomin Dong*, Chi Dua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al Transmiss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magnetorheological grease, the influence of 

boric acid-hydroxy stearic acid complex lithium grease on the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is investigat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ratios of mass between lithium stearate and lithium borate of 

boric acid-hydroxy stearic acid complex lithium magnetorheological grease are prepared and tes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ff-state viscosity will reduce with the decrement of the ratio of mass between 

lithium stearate and lithium borate for the low shear rate. The shear stress, shear yield stress and 

magnetorheological effect of complex lithium magnetorheological grease can be improved greatly by 

adjusting the ratio of mass between lithium stearate and lithium borate.  

Key words: complex lithium magnetorheological grease, ratio of mass, rheologic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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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的制备及其电流变性能 * 

汪家辉  罗春荣  赵晓鹏 ** 

（西北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系智能材料实验室，西安 710129） 

摘要  制备了比表面积为 201.3m2/g 的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MTHMs），并对其电流变行为和悬浮稳定

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体积分数为 30%（φ=30%）的 MTHMs 电流变液在 3kV/mm 的直流电场下屈

服应力值为 7800Pa，240h 后的沉降体积比稳定在 80%，其电流变效应和悬浮稳定性均优于普通氧化钛

中空微球（CTHMs）及无特定形貌的锐钛矿（OT）。 

关键词：中空微球；介孔；电流变液；氧化钛  

1. 引言 

电流变液（electrorheological fluid）是一种由可极化的介电颗粒分散在绝缘油中形成的复相流体，

在外加强电场的作用下，其黏度可以发生几个数量级的突变，由于这种电致黏度响应具有独特的可逆性

和瞬时性，一直以来，电流变液的研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1]。 

力学强度和悬浮稳定性是衡量电流变液性能的两个重要指标。氧化钛作为一类典型的电流变材料，

其力学值早已达到人们的期望。然而，由于材料本身密度较大，在基液中悬浮稳定性较差，氧化钛体系

电流变液的工业化应用瓶颈始终未被突破。为此，设计独特的结构从而降低悬浮颗粒密度、改善其分散

性能已成为氧化钛体系电流变液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具有介孔、核壳、中空等特异性结构的氧化钛材

料已相继被用于电流变液的研究。例如：尹等[2]制备出的介孔稀土改性氧化钛电流变不仅悬浮稳定性得

到改善，而且还具有高的电流变效应； Seungae 等[3]研制的双壳层氧化钛中空纳米颗粒的电流变效应也

得到了提升。这主要由于中空、介孔等特异性结构不仅能降低悬浮颗粒的密度而且还能增大颗粒的比表

面积，提高颗粒的电极化强度。本文中，我们制备了同时具有中空和介孔结构的氧化钛微球，并以普通

氧化钛中空微球和无特定微观结构的氧化钛作为对照，对其电流变效应和悬浮稳定性进行了研究。 

2. 实验 

2.1.原料和设备 

    实验原料包括无水乙醇、乙腈、氨水（25 wt%）、正硅酸乙酯、钛酸正丁酯、2-甲基硅油和锐钛矿

型氧化钛粉末。样品的 TEM 照片由 H-600 透射电镜拍摄，比表面数据由 NOVA2000 比表面测试仪测得；

流体的流变特性曲线由 HAAKE Rheostress 600 流变仪测得，介电数据由 HP4284A 阻抗分析仪得到。 

2.2.样品制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72214)资助。 

**通讯作者，赵晓鹏，E-mail: xpzhao@nw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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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介孔 TiO2中空微球和普通 TiO2中空微球的制备流程图 

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的制备过程如图 1 所示：以均一性、分散性良好的 SiO2微球为模板，利用钛酸

正丁酯（TBOT）的水解，形成无定形氧化钛包覆氧化硅的复合微球（SiO2@aTiO2），然后水热促使氧化

钛层结晶成孔，最后用 NaOH 溶液刻蚀除去模板，得到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MTHMs）。普通氧化钛中

空微球的制备由 SiO2@aTiO2微球直接煅烧后刻蚀得到。 

    具体制备过程如下：配制含有 30mL 乙醇和 5mL 正硅酸乙酯的溶液，在 25℃、搅拌速率为 300rpm

条件下，将该溶液以 500μL/min 的速率滴加到含有 9.5mL 氨水和 50mL 乙醇的混合液中，24 小时后，离

心、用乙醇洗涤 4 次、干燥，得到分散性良好的 SiO2微球。 将 35mg 制得的 SiO2分散在含有 30mL 乙

腈、90mL 乙醇和 0.5mL 氨水的混合液中，在室温和适当的搅拌速率下，向混合液中缓慢滴加 1mL 钛酸

丁酯，反应两小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 4 次、40℃真空干燥。将 60mg 干燥得到的粉末(SiO2@aTiO2)

分散在 60mL 乙醇和 30mL 去离子水的混合液中，并将得到的悬浊液转移到 200mL 高压釜中，160℃水

热 20 小时。待高压釜冷却至室温后将得到的产物（SiO2@mTiO2）用去离子水洗涤 3 次并分散在 2.5M

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 55℃和适当的搅拌速率下反应 5h，完成后将得到的产物离心并用去离子水洗涤

至中性。 

    制得的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粒径约 600nm，氧化钛层厚度约 100nm（图 2a）。孔径在 5-20nm 均有

分布（图 2b），测得的 BET 比表面积[4]为 201.3m2/g。 

 

图 2 a 为 MTHMs 的 TEM 照片，b 为 CTHMs (ⅰ)、MTHMs(ⅱ)的等温氮气吸脱附曲线及 MTHMs 的 DFT

孔径分布图（内部） 

2.3.性能测试 

将制得的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分散在二甲基硅油中，配得体积分数为 30%的流体，随后将该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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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流变仪的两块平行极板之间（间距 1mm），在直流电场下，测得的剪切应力随剪切速率变化曲线如

图 3a 所示。流体从静态到动态转变过程中，由于惯性，测得的应力值会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伴随着剪

切速率的逐渐升高，流体表现出典型宾汉塑性流体的特性。图 3b 为不同直流场强下，所测得的介孔氧

化钛中空微球、普通氧化钛中空微球、无特定微观结构氧化钛电流变液（φ=30%）的屈服应力值，对比

可以得出，同等场强下，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电流变液的屈服强度更高。 

    同时，中空介孔结构也改善了氧化钛电流变液的悬浮稳定性，图 4a 为采用比量筒法测得的上述三

种电流变液的沉降比随时间变化的曲线，250 小时过后，MTHMs 的沉降比稳定在 80%左右，流体趋于

稳定。这可能由于采用 sol-gel 法制得的氧化钛微球表面带有羟基[5]，致使微球之间产生了可以抵抗沉降

的静电排斥力。 

 
图 3 MTHMs 的流变曲线 a 及三种氧化钛电流变液屈服应力随电场变化关系图 b 

悬浮颗粒的介电性能是电流变液力学强度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结构独特（中空

球腔和介孔中空气较难排除），直接测试较难获得准确值，鉴于前人工作，我们配制了微球体积分数为

10%的硅油悬浮液，通过阻抗分析仪的测试和计算，得到介电常数、介电损耗因子并绘制了介电图谱（图

4b）。可以算得，MTHMs 电流变液的极化度值约为 2.55，介电极化弛豫时间为。 

 
图 4 三种电流变液悬浮稳定曲线 a 及 MTHMs 电流变液的介电谱 b 

3.结论 

    本文利用水热及模板刻蚀法制备出了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并将其电流变性能和悬浮稳定性与普通

氧化钛中空微球和无特定形貌的锐钛矿进行了对比研究，在同等条件下，介孔氧化钛中空微球电流变液

所表现出的性能更加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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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electro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mesoporous TiO2 

hollow microspheres 

Jiahui Wang, Chunrong Luo, Xiaopeng Zhao* 

（Smart Material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The mesoporous hollow microspheres (MTHMs) with a surface area of 201.3m2/g were 

synthesized. We investigated their electrorheological behavior and suspension stabilit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yield stress of MTHMs-based electrorheological fluids (φ=30 vol%) is about 7800 

Pa at 3kv/mm DC, and the sedimentation ratio of the electrorheological fluids stable at 80% after 240 h. 

The electrorheological effect and suspension stability of MTHMs were both superior to common TiO2 

hollow microspheres (CTHMs) and ordinary TiO2 (OT) without special structure. 

Key Words：hollow microsphere; mesoporous; electrorheological fluids; titanium 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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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金属与电流变液复合结构对超声波透射的调控* 

李麟麟  汪家辉  胡雅伦  赵晓鹏 ** 

（西北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系智能材料实验室，西安 710129） 

摘要：本文设计了淀粉硅油基电流变液饱和的泡沫金属复合结构，声波透射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复合结构

对水下 35—75 kHz 超宽频带超声波的透射波幅值具有调控作用。随着加载电场的增大，超声波的透射

振幅增强，但是随着电场的增大，相同梯度电场的调控能力降低；随着电流变液体积分数的增高，同样

电场下透射波幅值的调控范围先变大再变小。分析认为，电流变液的流变特性产生的微结构与多孔泡沫

金属相互作用影响了声波的传播。 

关键词：泡沫金属与电流变液复合结构；超声波透射；调控  

1 引言 

多孔材料作为一种有效的吸声材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泡沫金属是一种分布着大量孔洞的新型

多孔材料。它不仅克服了传统多孔吸声材料的强度低、易潮解、吸尘易飞扬等缺点，还具有耐高温、质

轻等优点。从泡沫金属出现到现在，已有许多研究者对泡沫金属可听声频段的声学性能进行了研究。研

究主要集中在空气吸声，仅有少量研究水中吸声。研究表明泡沫金属的孔径、孔隙率等结构参数，饱和

流体的粘度等都影响泡沫金属材料的声学性能[1-2]。 

电流变液是一种具有电场响应的智能流体。它是由微米级的高介电常数的微粒分散到低介电常数和

低电导率的载体油中形成的悬浮液。在电场的作用下，电流变液中的微粒会迅速形成沿电场方向的链或

者柱状结构，这一结构变化使其许多物理性质发生了变化，如剪切应力、弹性模量和粘度等。性能良好

的电流变液在电场作用下可在液态和类固态之间进行快速可逆的转化，并且转化速度快，瞬时可控，这

些特点使电流变液在车辆工程、机械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样的，电流变液的微结构和物理

性质的改变也会对声波的传播产生影响。Guicking 等研究了电流变液中声速的变化，Duan 等测量了电

流变液中声阻抗的变化，然而这些工作多集中在单频声波的声速、阻抗等参数，而电流变液的声波频谱

特性却很少研究。我们课题组，唐宏等人已经研究夹在柔性电极间的电流变液对 80~160Hz 频率段的声

波透射谱[3-4]。本文设计并实验测量了电流变液饱和的泡沫金属铜复合结构对水下超声波的透射行为，

实验表明复合结构在超宽频带内对声波的透射振幅可随电场由低到高的调节，且电流变液的体积分数也

影响着其调控能力。这一研究为设计水下超声频段的智能可调声学材料奠定了基础。 

2 实验 

电流变液饱和的泡沫金属复合结构示意图如图 1（a）所示，它包括两层厚度为 2mm 的泡沫金属铜

和 1mm 厚的回字形的塑料薄板，淀粉—硅油电流变液。这种“三明治”结构被封装在聚乙烯薄膜中以适

应水环境下的实验测量。样品的大小为 50mm × 60mm，其中泡沫金属铜是市售的孔径为 0.1—1mm，孔
                                                             
**通讯作者，赵晓鹏，E-mail：xpzhao@nw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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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率为 60—98%，通孔率大于 98 的材料，它即用于加载电场又用于声波的吸收和调控；塑料垫环支撑

两个泡沫金属电极，并且使内部空间充满电流变液；电流变液是由玉米淀粉在二甲基硅油中研磨配置的

悬浮液，玉米淀粉在真空干燥箱里 80℃下烘干 48 小时，然后加入等温硅油抽真空 5 分钟，在研钵中研

磨均匀制成电流变液。 

超声波透射测量装置如图 1（b）所示。测量环境为 1300 mm × 400 mm × 600 mm 的水池，超声波的

发射以及透射信号的采集由美国物理声学公司生产的 PCI-2 超声发射系统完成。超声发射探头和采集探

头是由美国物理声学公司生产的工作频率在 35-100 kHz 的 R6UC 水下探头。样品两侧的电压由沈阳教学

仪器厂生产的直流高压电源通过导线加载并控制。 

   
图 1 (a) 复合结构示意图 ；(b) 超声波透射测量装置 

透射测量时，固定两探头之间的间距为 4cm，利用 PCI-2 声发射系统的超声发射软件 WaveGen 控制

发射探头产生不同频率等幅的超声波，然后接收探头接收的信号经功率放大器输入声采集卡，通过

AEwin 软件记录实验数据。在两探头之间只有水介质的情况下，测定透射信号强度幅值 T0；保持两探头

之间距离不变，将样品放置在两探头之间，测定透射信号强度幅值 T1；保持两探头之间的距离不变，样

品位置固定不动，给样品加不同大小的直流电压，测定在不同电压下的透射信号强度幅值 Tn。实验还配

制了不同浓度电流变液做成样品，并且按照上述方法对它们进行了透射的测量。实验测量的频率段为

35—80kHz，步长为 1kHz；样品加载的电压分别为 0V、1kV、2kV、3kV；电流变液的体积分数分别

为 25%、30%、35%、40%，测量环境温度为室温，测量结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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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体积分数、不同电场下声波透射幅值与频率的关系 

 图 2 的测量结果表明测量频段内 35k-75kHz 的超宽频带都出现了明显的超声波透射幅值的调控现象。

当没有样品时，即两个探头之间充满水时声波的透射幅值最高；当两探头中间放置样品且加载电场为 0

时，声波的透射幅值最低；当样品加载电场时，声波的透射幅值随着电场的升高而增高且都低于不加样

品时的透射幅值。为了定量了解超声波透射幅值的变化情况，我们将测量的不同情况的透射幅值的差值

取平均，结果如表 1。 

表 1 超声波透射幅值变化均值  

      

 

 

 

无样品减 

有样品 
E=1kv 减

E=0kv 

 

E=2kv 减

E=1kv 

 

E=3kv 减 

E=2kv 

 25% 43.9 13.85 0.53 0.3 
30% 63.63 44.12 7.23 2.98 
35% 117.54 56.58 22.18 9.06 
40% 66.49 19.2 6.06 5.87 

由表 1 可知，随着电场强度的增加，每增加相同大小的电压对声波透射幅值的调控能力变小。另外，

电流变液的体积分数也会影响复合结构对声波的衰减以及电场调控声波透射的能力。当电流变液的体积

分数从 25%增加到 35%，加载样品后超声波幅值的减小量从 43.9mv 增加到 117.54mv，且相同电压下，

透射声波幅值的增加量也在增加；当电流变液的体积分数= 40%时，加载样品后透射声波幅值的减

小量和电场的调控能力都有所降低。整体上随着电流变液体积分数的增加，复合结构和电场对声波透射

振幅的调控先变大再变小。 

 实验发现的这种规律是由复合结构中电流变液在电场作用下的流变行为与泡沫金属结构的相互作

用引起的。泡沫金属是一种多孔介质，电流变液为淀粉颗粒和硅油的悬浮液，声波从复合结构透射时会

与泡沫金属和淀粉颗粒发生散射和吸收[5]，使透射波幅值降低。当加载电场时，淀粉颗粒极化并在静电

力的作用下形成链或柱等微结构。一方面，泡沫金属孔洞被这种微结构填充，改变了泡沫金属的孔径大

小和通孔率等结构参数，另一方面，两块泡沫金属铜之间的电流变液形成沿电场方向也就是声波的传播

方向的链状结构。这些改变使得超声波的透射增强。随着电场强度的增加，这些改变趋向稳定，所以随

着电场的增强，相同梯度的电势差对声波的振幅调控幅度降低。电流变液体积分数的不同会影响淀粉颗

体积分数 

比较项 幅值差 

均值(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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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在泡沫金属孔洞的填充率和形成链状微结构的尺寸和分布。实验结果表明只有当电流变液体积分数适

中时，才会对声波产生明显的调控。 

3 结论 

本文研究了电流变液饱和的泡沫金属复合结构对超声波透射幅值的调控现象。实验发现复合结构对

35k-75kHz 的超宽频带声波的透射幅值具有调控作用。超声波的透射振幅随着加载电场的增大而增强，

但相同电场梯度的调控幅度随着电场的增大而降低；随着电流变液体积分数的增高，同样电场下透射波

幅值的调控能力先变大再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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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of ultrasonic transmission by composite structure of ER fluid 

and metal foam 

Linlin Li, Jiahui Wang,Yalun Hu, Xiaopeng Zhao* 

(Smart Material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We designed a composite structure, which is based on metal foam saturated with 

electrorheological (ER) fluid consisting of starch and silicone oil. Transmission of ultrasonic through this 

composite structure is investigated experiment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mission of 

ultrasonic wave can be modulated by the composite structure. Ultrasonic transmission amplitud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load voltage, bu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lectric field, the regulating and controlling 

ability of the same gradient electric field decrease. With ER fluid volume fraction increased, regulation 

scope of transmission wave amplitude increases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under the same electric fiel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orous metal foam and the micro structure produced by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ER fluids have influence on the propagation of sound wave. 

Key Words：composite structure of ER fluid and metal foam; ultrasonic transmiss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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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 Fe（Ⅲ）水凝胶的制备及其电响应性能的研究* 

戴文卿  孔令湘  邓雯雯  宋丽杰  高玲香** 

(陕西师范大学，应用表面与胶体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化学化工学院，西安 710062) 

摘要：以可溶性淀粉为基体，戊二醛（GA）为交联剂制备出含不同铁离子浓度的淀粉-Fe（Ⅲ）水凝胶，

并在其交联的过程中施加不同的电场强度。通过扫描电镜（SEM）、红外（IR）和热重（TGA）分析其

微观形貌和结构；通过动态粘弹谱仪（DMA）测试其储能模量，探讨外加电场对水凝胶力学性能的影

响。结果表明，该水凝胶对外加电场有正响应：随着外加电场强度增大，水凝胶对电场作用的响应性能

越大；另外，随着 Fe3+浓度的增大，水凝胶的储能模量值先增大后减小。  

关键词：Fe3+；淀粉-Fe（Ⅲ）水凝胶；储能模量；电场响应性能； 

1 引言 

电响应水凝胶体是一类在外界电场的刺激下能发生溶胀、收缩或弯曲等的结构或性质变化的智能水

凝胶[1]。这种水凝胶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2]。淀粉是一种制备功能水凝胶的理想材料，

天然淀粉一般有直链和支链两种结构[3-5]，在其分子链上含有大量的易极化基团羟基，并且具有好的生

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等[6]。本实验组前期已经成功制备了淀粉交联戊二醛水凝胶，并且证实了该水

凝胶对电场具有一定的响应性[7]，本课题在此基础上，向淀粉体系中加入铁离子，进一步增大其电场响

应性能。 

2 实验 

本实验制备了铁离子浓度从 0 到 0.4mol/L 的淀粉-Fe（Ⅲ）水凝胶，所施加的电场强度为 0.4kV/mm

和0.8kV/mm。在有电场条件下制备的水凝胶称为A-水凝胶，无电场条件下制备的水凝胶称为B-水凝胶，

其制备流程如图 1。通过扫描电镜(SEM)分析,在有/无电场条件下水凝胶的形貌变化。采用动态粘弹谱仪

分别测得有无电场条件下制备的水凝胶的储能模量值，通过比较 A-、B-水凝胶储能模量变化量（ΔG′）

来研究水凝胶对电场的响应性能。结果表明：加电后，水凝胶的微观形貌变得更密实和有序；随着电场

强度的增大，水凝胶的储能模量值是不断增大的，水凝胶对电场产生正响应。并且，随着铁离子浓度的

增大，水凝胶的储能模量值先增大后减小。当铁离子浓度为 0.2mol/L 时，淀粉-Fe（Ⅲ）水凝胶对电场

的响应最好。 

                                                             
基金项目：研究生创新基金（2016CSY00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cx16011）资助。 

**通讯作者，高玲香，E-mail gaolx@s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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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淀粉-Fe（Ⅲ）水凝胶的制备流程图 

 

图 2 淀粉-Fe（Ⅲ）水凝胶在有外加电场（A）与无外加电场（B）下的 SEM 

 

图 3 不同电场强度下水凝胶储能模量值随铁离子浓度的变化  

(a) 0 kV/mm; (b) 0.4 kV/mm; (c) 0.8 kV/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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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electro-responsive behavior of starch-iron(Ⅲ) composite 

hydrogel 

WENQING Dai, LINGXIANG Kong, WENWEN Deng, LIJIE Song, LINGXIANG Gao*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 of Applied Surface and Colloid Chemistry,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Xi’an 710062) 

Abstract: In this study, natural starch hydrogels were prepared under the help of Fe(Ⅲ ) and 

glutaraldehyde as crosslinking agen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Fe3+
 and different applied electric 

fields strength. Their structure and electro-response performance were evaluated throug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storage modulus which is measured by the dynamic mechanical analyzer 

(DMA).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e starch-Fe (Ⅲ) hydrogels have fine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applied 

electric field, and the G′ of the hydrogels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Fe3+ 

increasing which is strongest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Fe3+ is 0.2mol/L. 

Key Words：starch-Fe (Ⅲ) hydrogel; storage modulus; electro-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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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座椅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的设计与实验 * 

于建强，董小闵**，李高山，张宗伦 

（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摘要：为提高磁流变汽车座椅减振器的可调范围，本文设计了一种可用于汽车座椅的磁流变扭转减振器。

文章综合考虑器件与系统两方面，对磁流变扭转减振器进行了设计。并对所设计的器件与座椅减振系统

进行了实验测试与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磁流变扭转减振器可具有较大的可调范围，且基于磁流变扭转

减振器的座椅悬架系统是可行的。考虑到基于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的座椅系统更易集成供电与传感模块，

此系统将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磁流变；扭转；减振；设计；实验  

1 引言 

汽车座椅减振系统是提高乘员乘坐舒适性、防止疲劳和保护脊椎的汽车重要组成部分。磁流变半主

动座椅因具有被动座椅所欠缺的可控性，同时可达到主动座椅的相似的性能，所以近年来受到很多学者

与企业的关注
[1,2]

。传统磁流变座椅减振系统主要包括磁流变线性减振器、控制器、电源和传感器,现有

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线性减振器的半主动控制算法的设计: Do Xuan Phu [3]
等设计并测试了一种新型的

自适应模糊控制器；Martin[4]
等采用天棚控制，有效降低了座椅的振幅；S.Gad[5]

等引入遗传 PID 控制算

法来控制半主动座椅悬架的振动；寇发荣
[6]
研发了一种磁流变阻尼器，将其用到汽车座椅悬架中进行汽

车座椅悬架的半主动控制研究，使座椅加速度均方根值下降 30%左右。现有的线性减振器主要工作于流

动模式或流动剪切混合模式，为提高减振器的最大阻尼，除了提高工作区域的磁场强度外，通常会采用

减小工作区域厚度，增大工作区域长度等方法
[7]
。但减小工作区域厚度会降低减振器的可调范围，座椅

的有限空间又会限制减振器的体积。为提高磁流变座椅减振器的可调范围，本文采用磁流变扭转减振器

作为座椅减振系统的主要阻尼器件，磁流变扭转减振器主要工作于剪切模式，其具有较为大的可调范围。

前期研究中，课题组设计了一系列基于扭转减振器的座椅系统。本文首先进行了概念设计，对扭转阻尼

器和悬架系统进行了设计；再对所设计的器件与系统进行了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2 磁流变扭转减振器设计 

磁流变线性减振器与扭转减振器分别工作于流动模式或流动剪切混合模式与纯剪切模式。图 1 为流

动模式与剪切模式下阻尼力随速度和电流变化情况。相对于流动模式，剪切模式下阻尼力随速度变化明

显小，且在产生相同的库伦阻尼力时，可调范围随速度增大变化不明显，故磁流变扭转阻尼器在一定程

度上可改善磁流变阻尼器件的可调范围。图 2 为筒式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结构图，为改善磁场分布，采用

了双级线圈结构。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的力矩主要由粘滞力矩Tη 、库伦力矩Tτ 和摩擦力矩 fT 组成。 

  fT T T Tη τ= + +                                  (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75539)，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630)资助。 

**通讯作者，董小闵，E-mail:xmdong@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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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流动模式与剪切模式下阻尼力与速度和电流的关系 1-轴承 2-活塞 3-励磁线圈 4-缸筒 5-密封件 

                                               图 2 磁流变扭转磁流变阻尼器结构示意图 

其中粘滞力矩为 
32 / hT R Lη π ηω=                                 (2) 

库伦阻尼力为 

2 yT RL Rτ π τ= ⋅                                  (3) 

其中，活塞的外径为 R ，工作区域长度为 L，工作区域厚度为h ，η 为磁流变液的粘度， yτ 为由磁场强

度决定的磁流变液的动态屈服应力。磁场分布由有限元分析得到，图 3 为磁场分布云图。 

        

图 3 磁感应强度云图                          图 4 座椅运动位置简化图 

磁流变扭转阻尼器的结构尺寸需要满足汽车座椅有限的空间。座椅的上基板的运动位置如图 4所示，

上基板可在位置 1、2 与 3 之间往复运动。座椅垂向振动的振幅为 30mm± ，旋转式阻尼器缸筒外径要小

于 80mm，考虑到内外剪杆的销轴，座椅两内剪杆之间的距离为 110mm，旋转式阻尼器轴向尺寸要在此

之内。磁流变液的作用间隙对阻尼力的大小和可调系数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考虑到加工精度及装配的不

确定性，此间隙一般设计为 0.5-1.5mm，综合考虑到加工成本和阻尼力大小等因素，这里将间隙大小设

计为 0.9mm。 

3 磁流变扭转减振器测试与分析 

    为分析所设计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的性能，对其进行了测试。图 5 为扭矩测试系统，主要由伺服电机、

DAQ 数据采集仪、力矩传感器、直流电源与数据处理软件组成。测试结果如图 6 中实线所示，虚线为

理论计算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试验结果和仿真计算的结果基本吻合。转速为 500rpm，电流 0A 时，扭

矩达到 1.15Nm；电流为 1.5A 时，扭矩可达到 7Nm，可调范围达 6，故可控性较好。扭矩随电流增大而

增大，且低电流时，扭矩随转速增加而增加。当电流大于 0.8A 时，转速大于 100r/min 后，扭矩随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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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而下降，其原因主要是短时间内温度的急剧增加使得磁流变液的粘度和剪切屈服应力下降，进而

引起扭矩下降。 

       

              图 5 磁流变扭转阻尼器试验系统                       图 6 理论与实验对比 

4 基于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的座椅实验与分析 

    图 7 为振幅 15mm，频率 3Hz 和振幅 18mm，频率 2.8Hz 工况下基于液压减振器与磁流变扭转减振

器(RMRD)的座椅的簧上质量加速度对比，从图可以施加 0.8 A 电流后，基于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的座椅比

被动座椅的加速度值低。为定量分析其性能，采用均方根值进行评价，在上述两种激励条件下加速度均

方根值分别下降 7.3%和 14.4%，验证了基于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的座椅的有效性。 

 

(a) 15 mm，2.6 Hz 簧上质量加速度      (b) 18 mm，2.4 Hz 簧上质量加速度 

图 7 基于液压减振器与旋转式磁流变阻尼器座椅的结果对比 

5 结论 

(1) 设计磁流变座椅扭转减振器，并对其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阻尼器可控性能良好，且实验与理论

结果吻合； 

(2) 开展了基于液压减振器、旋转式磁流变减振器的座椅试验，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基于旋转式磁流变减

振器的座椅具有更小的加速度值； 

(3) 基于磁流变扭转减振器的座椅具有更为紧凑的结构，所需磁流变液少，成本较低，更易集成供电与

传感模块，有利于降低成本与控制系统的复杂性，提高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此系统将具有较好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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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est of the rotary magneto-rheological (MR) damper for 

vehicle seat suspension 

JIANQIANG Yu, XIAOMIN Dong*, GAOSHAN Li, ZONGLUN Zhang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al transmission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dynamic range of the MR absorber for seat suspension, a rotary MR damper for 

vehicle seat suspension is proposed. The damper design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device and system 

perspectives. The MR rotary damper and the seat suspension with this damper are tes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tary MR damper has the larger dynamic range and the seat suspension with 

this damper is feasible. The seat suspension with rotary MR damper has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s due to 

the big potential for integrating the power supply and self-sensing modules.  

Key Words：Magneto-rheological; rotary; shock; desig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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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温度影响的磁流变半主动悬架执行器部分故障滑模容错控制 * 

董小闵**   张宗伦  于建强  拓芳  

（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摘要：针对磁流变半主动悬架系统中执行器受到温度影响而阻尼力下降，进而影响悬架系统性能的问题，

提出采用滑模容错控制策略来改善。根据磁流变减振器的温度特性试验结果，建立执行器故障的磁流变

半主动悬架的动力学模型。将执行器部分故障考虑成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设计了一种新型的滑模容错

控制器。并在冲击路面输入下对提出的控制策略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对发生故障的悬架系统进行容

错控制能够降低故障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温度影响；半主动悬架；执行器部分故障；滑模容错控制 

1 引言 

悬架系统是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悬架性能的好坏与汽车的行驶平顺性、操作稳定性和乘坐舒适性

密切相关。减振器作为耗能元件，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工况的变化，其内部的温度会大幅上升

[1]。Wereley 等[2]的研究表明温度从 10℃上升到 100℃，磁流变减振器的可控阻尼力下降了 20%。杨柳青

等[3]在控制律重组的基础上对磁流变执行器的增益故障提出了一种汽车半主动悬架主动容错控制方法。

Gordaninejad 等[4]考虑了温度对磁流变减振器的影响，运用天棚控制策略对发生故障的悍马汽车悬架系

统的进行了补偿控制，提高了磁流变阻尼器的性能。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滑模容错控制方法，根据已有

学者研究的磁流变减振器的温升理论[5,6]，考虑磁流变减振器在工作过程中温度的实时变化，对执行器随

温度变化导致阻尼力发生变化的情况，引入故障因子，建立了磁流变半主动悬架系统的故障模型。根据

磁流变减振器的温度特性试验结果确定故障因子，并将执行器故障考虑成模型的不确定性，实现磁流变

半主动悬架的滑模容错控制。 

2 磁流变减振器温度特性试验 

针对课题组自行设计制作的单筒单伸出杆磁流变减振器，减振器的补偿采用浮动活塞。缸筒外径为

50mm，长度为 318mm，活塞杆直径为 22mm，长度为 280mm。开展了不同激励、不同输入电流情况下

的温度特性试验，测试系统如图 1 所示。图 2 是根据试验结果处理得到的不同电流下阻尼力随温度变化

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减振器的峰值阻尼力呈下降趋势。 

3 考虑执行器故障的磁流变半主动悬架动力学模型的建立 

磁流变半主动悬架系统模型参考文献[7]，定义状态变量 T
ss

T zdzxzxxxxxx ][][ 4321  −−== ，

相对应的无执行器故障理想情况的系统状态方程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7553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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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BuAxx  ++=                                    (1) 

由于磁流变减振器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输出阻尼力下降，考虑这种影响，引入故障影响因子 γ

（ 0=γ 表示减振器正常工作， 1=γ 表示减振器完全失效， 10 << γ 表示减振器部分故障），进而考虑磁

流变减振器故障的悬架系统状态方程由(1)式可写作： 

dLuBAxx  +−+= )1( γ                                  (2) 

    以常温(20℃)下减振器的阻尼力为基准，故障因子可表示为：
0

1 TF
F

γ = −
                       (3)

 

式中， TF 表示温度为T 时减振器的阻尼力， 0F  表示常温下减振器的阻尼力。 

由于温度试验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仅开展了四个温度下的测试，采用指数函数对其进行拟合，如图

3 所示，可以得到故障因子随温度变化的拟合曲线表达式为： 
0 0( ) ( )b T T d T Tae ceγ − −= +                                 (4) 

式中， 1672a = − ， 0.007968b = − ， 1672c = − ， 0.007962d = − ， 0T 为常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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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磁流变减振器测试系统   图 2 不同电流下阻尼力随温度变化图  图 3 故障因子随温度变化曲线 

4 滑模容错控制器的设计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磁流变悬架执行器在长时间的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受到温度影响而阻尼力下

降的情况即执行器发生故障。由于滑模控制对模型参数变化和外部扰动具有很强的鲁棒性的特点，故可

将执行器故障考虑成一种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设计了一种滑模容错控制器，以下为其设计过程。 

将执行器故障系统(2)式写成如下形式： dLuBBAxx  +∆++= )(                      (5) 

将执行器故障考虑成一种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为补偿这种不确定性，系统(5)的控制律由两部分组

成： si uuu +=  ，其中， Kxui −= 为最优反馈控制， su 为滑模补偿控制。 

对于系统(5)，选择如下滑模面： ∫ +−−−=
t

tdLxBKAGxtxGts
0

d)]()()[()]0()([)( ττ 

               (6)   
 

其中，G 使GB 非奇异，这里取 TT BBBG 1)( −= ，则GB 为单位阵。 

对式(6)求导得： 

BKxGBuGu
dGLxBKAGdLuuBBAxGdGLxBKAGxGs

ss

si

∆−∆+=
−−−++∆++=−−−=  )(]))(([)(               (7)  

假设存在已知的正常数 10 ρρ ， 使得下列关系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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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ρBG ， xBKxG 1ρ≤∆ ，其中 • 表示Euclidean 范数。 

为了使闭环系统(5)保持稳定，设计控制律 su 为： )()
1

( 1
0

ssignxus ρ
ρ

η
+

−
−= 。              (8) 

由于篇幅原因，用Lyapunov函数证明系统(5)闭环稳定性在此省略。 

为了减轻滑模控制中的抖振现象，将符号函数 ( )sign s 改写为：






>

≤
=

µ

µ
µ

µ sssign

ss
ssat

)(
][

        (9)

 

其中，取 01.0=µ 。 

对于半主动悬架，加入被动约束条件，得控制阻尼力为：




<−
≥−

=
0)(0
0)(

zxu
zxuu

f
s

s
MR 



              (10)
 

5 仿真分析 

根据以上所提出的滑模容错控制方案结合前面的试验结果，考虑最大的故障因子即最坏的故障情况，

对半主动悬架系统进行仿真。悬架模型的参数选择为： kgms 400= ， kgmu 40= ， mNks /15800= ，

mNkt /158000= 。选择路面激励信号为如图 4 所示的冲击路面(车速 30 km/h)。 

图 5 给出了冲击路面激励下的仿真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提出的滑模容错控制策略在执行器发

生故障后，能较好地接近无故障时的曲线。在发生故障经过补偿后的簧上质量加速度的峰峰值相对于无

故障情况下降了 15.6%，表明了所提出的滑模容错控制策略对受温度影响的磁流变执行器故障有一定的

鲁棒性和补偿效果。另外，所提出的控制策略在有无故障情况下都有比被动悬架更小的加速度峰值和更

短的调节时间。 

             
                   图 4 冲击路面激励           图 5 冲击路面簧上质量加速度时间历程   

6 结论 

(1) 根据试验结果，针对磁流变减振器输出阻尼力随温度升高而降低的故障情况，设计了一种半主动悬

架系统执行器部分故障的滑模容错控制策略，保证了悬架系统的性能。 

(2) 在冲击路面激励下进行了仿真分析，表明所提出的滑模容错控制策略对受温度影响的磁流变执行器

故障有一定的鲁棒性和补偿效果，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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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ing-mode Fault-tolerant control of MR Semi-active Suspension with 

Partial Fault in Actuator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XIAOMIN Dong*, ZONGLUN Zhang,JIANQIANG Yu,FANG Tuo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al transmission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output damping force of a magnetorheological (MR) damper will be reduced due to the rise 

of temperature, which will degrad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R suspension. A novel sliding mode 

fault-tolerant control (SMFTC) is proposed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emperature test for the MR damper, a quarter car model considering the partial fault of the MR 

damper is derived.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to look the actuator partial fault as model uncertainties and 

the SMFTC is designed. The simulation on the bump road input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control strategy is effective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actuator faul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R suspension.  
Key Word: temperature effect; semi-active suspension; actuator partial fault;sliding mode fault-tolera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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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速度对磁流变液挤压力学特性的影响 * 

陈朋  白先旭**  钱立军 

（自适应结构与智能系统实验室，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系，合肥 230009） 

摘要：在挤压模式下，磁流变液(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MRF)表现出复杂多变的力学特性。本文通过

变更准静态位移激励速度或正弦位移激励频率，试验探究了不同激励速度下 MRF 压缩和拉伸力学特性

的变化趋势。法向应力随挤压间隙变化的试验曲线结果表明：随着激励速度的增加，MRF 拉伸应力不

断增加并趋于稳定，而 MRF 压缩应力却不断减小再趋于稳定；同时,试验结果在对数坐标图中的斜率变

化趋势表明位移激励速度对 MRF 压缩和拉伸力学特性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最终，试验结果明确了颗

粒与均匀流体间流体动力学相互作用对 MRF 宏观力学特性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关键词：磁流变液；挤压应力；激励速度；流体动力学相互作用 

1 引言 

磁流变液(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MRF)属于一种场效应智能材料，在挤压模式下表现出复杂的力

学特性。准静态位移激励下，挤压增强效应使得 MRF 在较小的压缩行程内表现出巨大的压缩应力[1,2]。

然而相对于巨大的压缩应力，相同励磁条件下的 MRF 拉伸应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3]，即准静态激励下

MRF 在压缩和拉伸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结构演变方式。随着激励频率的增加，MRF 压缩应力不断减小

并趋于稳定，而 MRF 拉伸应力几乎没有变化[4]，当激励频率较大时（具体激励频率与材料相关），激励

频率对 MRF 挤压力学特性的影响逐渐可以忽略，并且 MRF 压缩和拉伸应力的数值差异逐渐变小[5,6]。 

学者们对于 MRF 挤压力学特性研究大多数固定在特定的准静态或简谐激励工况下，为了深入探究

激励速度对 MRF 挤压力学特性的影响，基于同一个试验对象的、全面的、系统的试验研究是很有必要

的。本文将通过变更准静态激励速度或正弦激励频率，探究不同激励速度下，MRF 压缩和拉伸应力的

变化趋势。 

2 试验 

A．试验方案 

基于自制的挤压结构，在 MTS Landmark 试验台架上测试商用 MRF-132DG 的挤压力学特性，试验

示意图如图 1 所示。为实现不同激励速度，分别采用了不同激励速度的准静态激励(6-24 mm/min)以及不

同激励频率的简谐激励(幅值 1 mm，频率范围 0.2-8 Hz)。挤压间隙内的磁场通过外部励磁电流来控制，

励磁电流工作范围为 0-2.0 A，间隔 0.5 A。 

B．试验结果 

图 2 给出了准静态位移激励下(6 mm/min)典型的 MRF 法向应力-挤压间隙试验结果。相对于巨大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5130511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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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应力，MRF 只能够承担较小的拉伸应力。这是因为在压缩过程中，密封效应使得大量的铁磁颗粒

陷入在挤压间隙内，改变了 MRF 的材料特性，同时表现出 MR 粉末的压缩力学特性[7]。根据法向应力

随挤压间隙的变化趋势，MRF 力学行为可划分为弹性变形和塑性流动两个阶段[2]。在拉伸或压缩的初

始阶段，随着磁链的变形，在达到屈服应变点之前，磁链不会发生破坏，MRF 弹性变形力承载外部法

向应力。进一步拉伸或压缩挤压间隙，达到屈服应变后，磁链出现断裂。在磁链持续的断裂和再成链过

程中，MRF 表现出塑性流动特性。 

F x

Effective 
squeeze 

gap

MR fluid

Squeeze 
plate

r

 
图 1 MRF 挤压力学试验原理图 

 

图 2 6 mm/min 位移激励下 MRF 法向应力-挤压间隙试验结果（a 压缩过程，b 拉伸过程） 

 

图 3 不同速度位移激励下，MRF 法向应力与挤压间隙的关系（a 压缩过程，b 拉伸过程） 

在塑性流动区域，MRF 法向应力与挤压间隙的关系常用指数函数()进行拟合[2,5]。如图 3(a)和 3(b)

所示，在励磁电流为 2 A 时，在对数坐标图中，一条斜率为-2.45 的直线能够很好的说明压缩应力随挤压

间隙的变化关系，而在拉伸过程中，拉伸应力与挤压间隙的关系可以用一条斜率为-1.1 的直线表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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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图 3 给出了对数坐标系中不同激励速度下 MRF 压缩应力和拉伸应力与挤压间隙关系的变化趋势。

如图 3(a)所示，压缩试验中，零场条件下不同激励速度产生的 MRF 粘性法向应力的差异几乎忽略不计；

而有磁场作用时，随着激励速度的增加 MRF 法向应力峰值迅速降低；在压缩初始阶段，不同激励速度

下 MRF 法向应力的差异较小，随着挤压间隙的减小，激励速度对压缩应力的影响越加明显；同时，表

征 MRF 法向应力与挤压间隙的指数函数的指数参数不断增加并逐渐趋于稳定。与压缩试验相反，在拉

伸过程中，如图 3(b)所示，在磁场作用系，随着激励速度的增加 MRF 拉伸应力不断提高，而不同激励

速度下拉伸应力的差值在整个挤压间隙内分布较为均匀，并且激励速度的增加对指数参数的大小基本无

影响。 

3 分析与结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MRF 是一种铁磁颗粒混合在均匀相流体中的两相混合物，并非均匀介质，因此

其表现出的力学特性取决于颗粒与均匀相流体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流体动力学相互作用，和颗粒

间的相互作用—颗粒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状态。 

将 MRF 挤压运动转化为平板间流动，此时铁磁颗粒与均匀流体间的相互作用对 MRF 力学特性的影

响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简单的粘性阻尼力作用，另一方面流体对铁磁颗粒的曳力作用是磁链发

生变形甚至断裂的根本原因，而磁链的变形或断裂方式将决定 MRF 表现出的宏观力学特性。因此，颗

粒与均匀流体间流体动力学相互作用对 MRF 宏观力学特性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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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xciting velocity on the property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in 

squeeze mode 

PENG Chen, XIANXU Bai*, LIJUN Qian 

(Laboratory for Adaptive Structure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LASIS), Departmen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In squeeze mode,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MRF) presents a complicate behavior. By altering 

the displacement exciting velocity or exciting frequency, the behavior of MRF under different exciting 

velocities will be experimentally tested. The test results in terms normal stress versus gap distance show 

that, along with the exciting velocity, the tensile stress show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before a saturation, 

while the compressive stress presents a decreasing tendency. Moreover, the test results in log-log plots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exciting velocity on the property in compression and tension are different. 

Finally,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MRF in squeeze mode, the hydro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icles and continuous phase must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normal stress; exciting velocity; hydrodynamic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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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离子液基非水聚电解质电流变材料 * 

尹剑波 **  董跃振  刘泱  王博  郑晨 雷琦  赵晓鹏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智能材料实验室，西安 710129） 

摘 要：聚电解质由于密度低、磨损小、电流变活性高被认为是最具实用前景的电流变材料之一。典型

的代表有聚甲基丙烯酸锂、聚苯磺酸钠、离子交换树脂等，它们的电流变效应被认为起源于金属离子的

迁徙受阻而引起的界面极化。干态时，锂等金属阳离子会被羧酸根、磺酸根等阴离子通过化学键强烈束

缚，因此激活这些聚电解质的电流变效应往往需要吸附水等小分子溶剂以使金属离子游离迁徙，但吸附

水等小分子溶剂也导致了挥发、泄露和大的漏电流损耗等问题，严重影响材料稳定性[1]。最近，我们首

次研制了一种基于聚离子液的无水聚电解质电流变材料新体系[2]，发现该材料具有强电流变活性和良好

的抗沉降能力。基于分子设计，我们调节 PILs 的阴阳离子对形态、体系的交联密度可优化的极化强度

和电导率，从而实现对宏观电流变的调控[2,3]，为开发综合性能优良的实用聚电解质电流变材料提供了新

途径。 

参考文献 

[1] Hao T., Adv. Mater., 2001, 13, 1847 

[2] Dong Y. Z., Yin J. B., Zhao X. P. J. Mater. Chem. A, 2014, 2, 9812 

[3] Dong Y. Z., Yin J. B., Yuan J. H., Zhao X. P., Polymer, 2016, 97,408. 

 

Anhydrous electrorheological fluid based on poly(ionic liquid)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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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2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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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electrolytes are the most promising smart electrorheological (ER) materials due to high 

electro-responsive activity, but classic polyelectrolytes need to absorb small amount of water to 

promote locally ionic mobility and thus activate ER effect. The absorbed water inevitably causes 

thermal instability and dielectric breakdown problems, which largely limit the real applications. 

Recently, we have invented a new anhydrous polyelectrolyte ER system based on polymeric ionic 

liquids (PILs), which overcom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absorbed water. In this topic, we present 

the microwave-assisted dispers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electror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poly(ionic liquid) particles. Different from classic polyelectrolytes, the poly(ionic liquid)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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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ess strong electrorheological effect in dry state and the electrorheological effect depends on 

the size of cation/anion parts. The poly(ionic liquid) particles having smaller cation/anion parts 

possess stronger electrorheological effect. Dielectric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local ion 

motion-induced interfacial polariz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trong electrorheological effect of 

poly(ionic liquid) particles and the dependence of electrorheological effect on the size of 

cation/anion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interfacial polarizability with the size of cation/anion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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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胺/聚离子液复合颗粒的制备及其电流变行为* 

郑晨  尹剑波 **  赵晓鹏  

（西北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系智能材料实验室，西安 710129） 

摘要  导电聚合物和聚电解质是目前研究很广的两类有机聚合物电流变材料，本文主要介绍了聚苯胺/

聚离子液复合材料（PANI/PILs）的制备方法，并对该复合材料的电流变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质量分数为 33%的 PANI（40%）/PILs（100%）电流变液在 4kV/mm 的直流电场下屈服应力值为 2000Pa，

相比于纯 PANI 的 1100Pa 和纯 PILs 的 1250Pa，其电流变效应明显提升。 

关键词：聚苯胺；聚离子液；复合；电流变液； 

1. 引言 

电流变液是一种能对电场刺激做出力学行为变化的重要智能流体。其在外加电场作用下能够瞬间实

现液-固转变，具有快速响应、变化可逆、连续可调等优点，因而在传统机械、智能结构等领域具有重

大应用前景[9]。 

有机聚合物电流变材料由于密度小、质地软、电流变活性高，被认为是最具有实用前景的电流变材

料之一[2]。最近，Yin[3]等将聚离子液体系无水聚电解质用于电流变液,发现其具有较强的电流变活性和良

好的抗沉降能力。基于 Rebeca Marcilla[4]等人的研究，本文中，我们将聚苯胺与聚苄乙烯基三甲基铵六

氟磷酸盐复合在一起，得到聚苯胺/聚离子液复合物(PANI/P[VBTMA][PF6])，再以纯聚苯胺和纯聚离子

液为对照，对其电流变效应进行了研究。 

2. 实验 

   实验原料主要包括苄乙烯基三甲基氯化铵（[VBTMA]Cl）、偶氮二异丁腈（AIBN）、六氟磷酸钾

（K[PF6]）、苯胺、过硫酸铵（APS）、无水乙醇、去离子水等。 

    PANI/P[VBTMA][PF6]的制备过程：首先将2g [VBTMA]Cl溶于20ml无水乙醇，再加入0.04g AIBN，

70℃下聚合反应 12h，随后用大量丙酮冲洗，蒸发干燥，得到 P[VBTMA]Cl 白色固体。接着将 1g 

P[VBTMA]Cl 溶于 30ml 去离子水，再溶入 0.4g 苯胺；将 0.98g APS 溶于 10ml 去离子水后，逐滴缓慢地

滴入到上述溶液体系中，10℃以下苯胺聚合反应 24h，得到 PANI/P[VBTMA]Cl 溶液。然后将 3g K[PF6]

溶于 20ml 去离子水，倒入前面所得的 PANI/P[VBTMA]Cl 溶液中，进行离子交换，产生絮状沉淀；将

沉淀在 60ml NH3·H2O（3wt%）中浸泡 5 min，随后大量清水抽滤、洗涤，50℃真空干燥，最后得到

PANI/P[VBTMA][PF6]复合聚合物。 

图 1 为纯 P[VBTMA][PF6](a)、PANI(40%)/PILs(b)和纯 PANI(c)的 FTIR 谱图。对于 a 曲线，其中

P[VBTMA+]的特征峰为 3051cm-1（CH3 伸缩振动），2928cm-1（CH2 伸缩振动），1491cm-1 和 1415cm-1（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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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特征峰）；[PF6
-1]的特征峰为 3671cm-1（P-F 弯曲振动），837cm-1 和 558cm-1（P-F 伸缩振动）。对于 c

曲线，其中 PANI 的特征峰为 1588cm-1（醌式结构中 C=C 伸缩振动），1496cm-1（苯环结构中 C=C 伸缩

振动），1299cm-1（C-N 伸缩振动），1162cm-1（N=Q=N 结构的电子吸收）。对于 b 曲线，含有 P[VBTMA][PF6]

和 PANI 全部的特征峰，其中 P[VBTMA+]的特征峰为 3054cm-1（CH3伸缩振动），2926cm-1（CH2伸缩振

动），1491cm-1 和 1419cm-1（苯环特征峰）；[PF6
-]的特征峰为 3657cm-1（P-F 弯曲振动），838cm-1 和 558cm-1

（P-F 伸缩振动）；PANI 的特征峰为 1596cm-1（醌式结构中 C=C 伸缩振动），1508cm-1（苯环结构中 C=C

伸缩振动），1300cm-1（C-N 伸缩振动），1170cm-1（N=Q=N 结构的电子吸收）。相比与纯 PANI，在红外

谱图中 PANI(40%)/PILs 中的 PANI 的特征峰有轻微的蓝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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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纯 P[VBTMA][PF6], (b) PANI(40%)/PILs, (c)纯 PANI 的 FTIR 谱图 

 图 2 为纯 P[VBTMA][PF6](a), PANI(10%)/PILs(b), PANI(20%)/PILs(c), PANI(40%)/PILs(d), 纯

PANI(e)的热重曲线。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纯 P[VBTMA][PF6]，PANI(10%)/PILs，PANI(20%)/PILs，

PANI(40%)/PILs 基本都是在靠近 300℃处开始出现热失重，而纯 PANI 是在 420℃出现热失重，表明

P[VBTMA][PF6]先于 PANI 分解，并且纯 P[VBTMA][PF6]是二步降解，而纯 PANI 是一步降解完成。所

以，随着 PANI 比例的增大，PANI/PILs 在第一步降解过程中，失重比例越小。同时，从热重曲线可以

看出，相比与纯 PILs，复合后的热稳定性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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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ANI/P[VBTMA][PF6]系列的 TG 曲线 

图 3 所示为在不同直流电场下，PANI(40%)/PILs, 纯 P[VBTMA][PF6]和纯 PANI 的剪切应力与剪切

速率的关系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在 4kV/mm 的相同电场强度下，PANI(40%)/PILs 的应力值达到 2000Pa，

明显高于纯 P[VBTMA][PF6]的 1250Pa 和纯 PANI 的 1100Pa，材料的电流变性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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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PANI(40%)/PILs, (b)P[VBTMA][PF6], (c)PANI 的曲线 

 

图 4 所示为在 30Pa 的剪切应力，不同直流电场下，PANI(40%)/PILs, 纯 P[VBTMA][PF6]和纯 PANI

的储能模量 G’、耗能模量 G”与震荡频率的关系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在 0.5kV/mm 的场强下，

PANI(40%)/PILs 和纯 P[VBTMA][PF6]即可实现液-固转变，并且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同时

PANI(40%)/PILs 在高压下的模量值高于纯 P[VBTMA][PF6]和纯 PANI 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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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PANI(40%)/PILs, (b)P[VBTMA][PF6], (c)PANI 的 G’-f, G”-f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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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electro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Polyaniline/Poly(ionic liquid) 

Chen Zheng, Jianbo Yin*, Xiaopeng Zhao 

(Smart Material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Conducting polymers and polyelectrolytes are two kinds of widely researched organic polymer 

electrorheological materials currently. In this paper, we synthesized a PANI/PILs composite material, and 

investigated the electrorheological behavior of its suspen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yield stress 

value of PANI(40%)/PILs(100%)-based electrorheological fluids (φ=33 wt%) is about 2000 Pa at 4kv/mm 

DC, compared with pure PANI’s 1100Pa and pure PILs’ 1250Pa, the electrorheological effect is improved 

obviously. 

Key Words：PANI; PILs; composite; electrorheological flu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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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径向流动模式的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冲击特性研究 * 

付本元 1  廖昌荣 1**  李祝强 1  章鹏 1  简晓春 2 

（1.重庆大学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智能结构中心，重庆 400044；2.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

学院，重庆 400074） 

摘要：针对磁流变液缓冲装置中环形轴向阻尼通道磁场利用率不高和和磁流变液易沉降的问题，提出了

一种基于径向流动模式的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基于磁流变胶泥 Herschel-Bulkley 非线性本构模型，推

导出了流体在不同径向位置的径向速度分布表达式，进一步考虑到冲击环境下小损耗因素对阻尼通道内

压降的影响，最终得到了缓冲力的理论计算方法。为验证理论分析的合理性，设计制作了磁流变胶泥缓

冲装置样机，利用落锤冲击试验平台对其冲击特性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在不同激励电流下的理论与实

验冲击特性能较好吻合。 

关键词：磁流变胶泥；径向流动；波纹压溃元件；小损耗因素 

1 引言 

磁流变液缓冲装置由于其阻尼力在施加磁场条件下可快速自适应调节而被广泛应用于汽车碰撞缓

冲[1]、火炮防后座缓冲[2]等领域。文献表明：采用环形轴向阻尼通道的磁流变液缓冲装置有效阻尼通道

长度有限，且磁场利用率不高[3]，另外磁流变液易沉降的问题[4]对于磁流变液缓冲装置应用于使用频率

很低的冲击缓冲领域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2 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的工作原理 

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如图 1 所示，采用柱形波纹压溃元件串接阻尼调节器径向节流共同实现缓冲。

在阻尼调节器中，磁流变胶泥沿径向流动，电磁线圈产生的磁场沿轴向方向，磁流变胶泥流动方向与磁

场方向垂直可使得磁场利用率达到最大。当缓冲装置上端盖受到冲击时，柱形波纹压溃元件受压变形，

其内部填充的磁流变胶泥将会被压入阻尼调节器的径向节流通道产生节流作用，改变励磁电流可使磁流

变胶泥在径向流动通道内迅速发生相变。通过这种方式可使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的缓冲力做到自适应调

节，而且在冲击速度降低的过程中，柱形波纹压溃元件刚度的增加可以弥补阻尼调节器节流减小的差压

抗力，易于实现缓冲力传递的平台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的缓冲力 dF 为柱形波纹压溃元件的变形抗力 ctF 与阻尼调节器

节流差压抗力的合力： 

( )min2d ct r pF F P P A= + ∆ + ∆ ⋅                                (1) 

其中， rP∆ 、 minP∆ 分别为单级径向节流产生的压力降、小损耗因素导致的压力降； pA 为上端盖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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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流变胶泥缓冲器示意图                     图 2 径向流动模型 

3 径向流动分析模型 

磁流变胶泥的径向流动存在两种情况：源流与汇流，论文仅对源流的径向流动进行分析。考虑到对

称性，建立如图 2 所示坐标系，r 为径向坐标，z 为纵坐标，o 为原点。为了简化分析，假定磁流变胶泥

是不可压缩的；由于缝隙 2h 很小，沿厚度方向的胶泥压力梯度看成均匀的；由于流动的轴对称关系，

不存在轴向和周向流动。选择 0 z h≤ ≤ 的区域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磁流变胶泥 Herschel-Bulkley 非线性

本构模型，可分别得到径向速度 ru 、压力梯度 rdP
dr

以及压力降 rP∆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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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2x

D r
r D

dPP dr
dr

∆ = − ⋅∫                                   (4) 

其中，Q为磁流变胶泥的体积流量， c pQ A v= ； pv 为瞬时冲击速度。 

 
     图 3 径向速度分布                   图 4 不同磁场强度下的压力梯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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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冲击速度为 2.8m/s，磁场强度为 200kA/m 时，径向流动通道内磁流变胶泥流速分布如图 3 所示。

径向速度随半径 r 增加而减小，且在半径较小时，减小趋势非常明显；径向速度随着 z 方向的变化时中

间部分形成刚性区域，但是刚性区域面积较小，说明大部分区域的磁流变胶泥都处于屈服状态下流动。

图 4 为单级径向通道在不同磁场强度下的压力梯度分布。由图看以看出，在同一半径位置，压力梯度随

着磁场强度的增加而增大；在相同磁场强度下，压力梯度随着半径的增加而减小。 

4 小损耗因素 

冲击环境下，小损耗因素对阻尼通道内压力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如图 1 所示，小损耗因素主要

包括以下六部分：1）进口：区域 1 到 2；2）突然收缩：区域 2 到 3，4 到 5；3）突然扩张：区域 3 到 4，

5 到 6；4）渐变扩张或收缩：区域 3 和 5；5）90o急弯：区域 2 到 3，3 到 4，4 到 5，以及 5 到 6；6）

出口：区域 6 到 7。小损耗因素导致的压降损失为： 

2

min _ 2
i

m i
i

vP Kρ∆ = ∑                                   (5) 

其中， ρ 为磁流变胶泥的密度； _m iK  为 thi 小损耗系数， iv 为相应小损耗的平均流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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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部分所占小损耗比例           图 6 小损耗压降占总压降比例 

各小损耗部分所导致的压降损失与冲击速度和磁场强度没有关系，其所占比例如图 5 所示，最大的

压降损失出现在节流孔与径向阻尼通道的连接处。图 6 为小损耗产生的压降损失占通道总压降的比例，

随着磁场强度增大，压降比例减小；而在同一磁场强度下，压降比例随冲击速度增大而增大。 

5 波纹压溃元件 

柱形波纹压溃元件采用多层，材料为 304 不锈钢，波纹设计为 U 形波。根据文献[5]，在冲击过程

中，波纹压溃元件划分为四个变形阶段。但是其变形抗力会在过渡阶段与密实段急剧增大，不利于缓冲

达到一个“软着陆”的效果，因此需要将冲击行程控制在弹性、塑性阶段，其变形抗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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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K 为冲击载荷作用下波纹压溃元件弹性变形阶段的整体轴向刚度， E 为弹性模量，G 为塑性应

变常数，n为塑性应变指数， bL 为波纹段长度，x 为瞬时压溃量， _ maxtx 为弹性变形阶段的最大压溃量。 

6 实验 

图 7 所示为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样机，波纹压溃元件与阻尼调节器串接在一起。为了验证理论分析

的合理性，本文搭建了落锤冲击试验平台，如图 8 所示，该平台主要由落锤式冲击试验机、传感系统以

及数据采集系统等部分组成，样机安装在底座上。压电式力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分别记录冲击过程

中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的缓冲力和位移。实验条件为：锤头质量为 600kg，冲击高度为 0.4m，施加励磁

电流分别为 0A、3A。 

柱形波纹

压溃元件

阻尼调节器

 

锤头

数据采集卡

电荷放大器

冲击头

激光位移传感器

压电式力传感器

磁流变胶泥缓冲器样机

 

图 7 磁流变胶泥缓冲器样机                  图 8 落锤冲击实验平台 

冲击过程中，缓冲力与位移的变化关系如图 9 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当波纹压溃元件中未填充磁

流变胶泥而受到冲击时，其缓冲力比较小，缓冲装置太“软”，导致冲击过程中需要非常大的位移来吸收

冲击能量。当波纹压溃元件填充胶泥以后，缓冲装置提供的缓冲力急剧增大（其中，位移在 5-15mm，

超过 100kN），而且施加励磁电流越大，最大缓冲力越大（最大缓冲力：电流 0A 时 101.3kN，电流 3A

时 113.6kN），相应地缓冲装置吸能能力越强，可以大大缩小缓冲位移。在两种励磁电流下，理论仿真与

实验在最大缓冲力、最大位移都基本一致，说明理论分析可以非常准确的预测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在冲

击环境下的缓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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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理论分析可以非常准确的预测磁流变胶泥缓冲装置在冲击环境下的缓冲效果，具体结论如下： 

高速冲击条件下，径向流动通道中刚性流动区域非常小；小损耗因素导致的压降损失随着冲击速度

的增大而增大，随着磁场增大而减小；波纹压溃元件的缓冲力太小，缓冲效果“软”，限制了其缓冲能力；

填充了磁流变胶泥之后的缓冲装置可以使缓冲力急剧增大，缓冲能力获得极大的提升，缓冲位移大大缩

短。在冲击高度 0.4m、分别施加 0A 与 3A 的冲击条件下，理论仿真可以非常准确的预测磁流变胶泥缓

冲装置的最大缓冲力、最大缓冲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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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Behavior of a MR Elasticity Cement Buffer with 

Radial Flow Mode 

BENYUAN Fu1, CHANGRONG Liao1*, ZHUQIANG Li1, PENG Zhang1, XIAOCHUN Jian2 

(1. College of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Transportation Institute, Chongqing Jiao 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A basic problem is low magnetic field utilization in the annular damping channel of MR fluid 

buffer with inferior sedimentation stability.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MR elasticity cement, a novel 

buffer device with radial flow mode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the Herschel-Bulkley nonlinear flow 

model, characterized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MR elastic cement, the expression of rad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radius is deduced. Further, the force is obtain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minor losses on pressure drop. In order to verify the theoretical methodology, a MR elasticity cement 

buffer is fabricated and tested by the high-speed drop tower facility. It is shown tha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s capable of well predicting impact behavior of the proposed MR buffer. 

Key Words：MR elastic cement; radial flow; cylindrical-corrugated component; minor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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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的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建模与鲁棒性分析 * 

廖冠尧  浮洁 **  赖俊杰  余淼  

（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摘要：由于磁流变弹性体的刚度和阻尼在外加磁场下实时可控，因此，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在振动控制

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振动控制中,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的精确模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现有的参数化建模方法需要辨识大量的参数且其相应的逆模型不易获得。因此，本文采用了非参数化的

神经网络模型以描述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所具有的非线性和滞回特性。基于测试剪切-压缩混合工作模

式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的动力学特性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建立了一个三层结构的 NARX 递归神经网络

模型，以描述隔振器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在实际振动控制应用中，输入信号中难免存在

噪声干扰，因此，通过测试含噪声的输入信号验证了该网络的鲁棒性，此外，通过与 BP 网络的对比，

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关键词：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建模；递归神经网络；鲁棒性 

1 引言 

磁流变弹性体（magnetorheological elastomer, MRE）是一种新型的智能材料，由橡胶基体、微

米级铁磁性颗粒以及添加剂制备而成，其刚度和阻尼可由外加磁场实时控制。此外，实验研究表明，

MRE 在小应变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磁流变效应[1]。因此，MRE 更适用于微振动控制。 

在实际控制应用中，精确的 MRE 隔振器模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高度的非线性及

固有的滞回特性，使得建立 MRE 隔振器的模型变得十分困难。到目前为止，针对 MRE 隔振器的滞回

特性所建立的模型主要是参数化的模型[2]，如 Bouc-Wen 模型，Strain-stiffening 模型，Hysteretic 模型和

Dahl 模型等。尽管这些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 MRE 隔振器的滞回特性，但需要辨识大量的参数，且其相

应的逆模型不易获得。因此，参数化模型不适合用于振动控制应用中。 

神经网络作为一种非参数化的建模方法，可以描述任意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不需辨识其物理参数。

Yu[3]等采用基于蚁群算法的前向神经网络建立了叠层式 MRE 隔振器模型。然而，前向网络是一种静态

网络，具有较低的精度及较差的抗干扰能力。NARX 网络作为一种典型的递归神经网络，相较于静态网

络而言，由于其固有的时间延迟和反馈结构，使其具有精度高、鲁棒性强等优点，更适用于在线控制。

因此，本文提出采用 NARX 递归网络建立 MRE 隔振器的正向模型。 

2 NARX 递归神经网络建模与验证 

NARX 神经网络的结构如图 1 所示，由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组成，输入层含有抽头延迟线，

其表达式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grant NO. 61203098)资助。 

**通讯作者，浮洁，E-mail：fujie@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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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x， I 和 F̂ 分别代表位移、速度、电流以及输出力。该网络当前时刻的输出力不仅取决于当

前时刻输入的位移、速度、电流，还取决于之前时刻的位移、速度、电流以及力。本文中 NARX 网络

采用基于梯度下降法的 RTRL[4]算法，实时调整网络的权值，其算法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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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ARX 网络结构                             图 2 RTRL 算法流程图 

   

图 3 输出力对比（a NARX 网络， b BP 网络） 

       
图 4 误差分布对比（a NARX 网络， b BP 网络） 

MRE 隔振器动力学特性实验测试结果可参见文献[5]。基于 MRE 隔振器动力学特性测试实验所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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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采用 NARX 网络对 MRE 隔振器进行建模。通过试错法确定了该 NARX 网络的最优结构，该

结构包含三层（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由 11 个输入节点，7 个隐含层节点，1 个输出节点，以及 2

个输入延迟组成。基于所确定的 NARX 网络结构对其进行训练，并在相同训练数据和目标误差的情况

下，与 BP 网络的训练结果进行对比，所得的泛化结果如图 3-4 所示，由图可看出： 

（1）NARX 网络泛化结果的均方根误差为 0.2053，而 BP 网络泛化结果的均方根误差为 3.0187，在图 3

（b）中，BP 网络在峰值处存在明显的误差，相比于 BP 网络，NARX 网络具有更好的逼近能力。 

（2）NARX 网络的泛化误差分布在[-3.24,2.445]范围内，而 BP 网络的泛化误差分布于[-9.713,9.723], 相

比于 BP 网络而言，NARX 网络的误差范围更小，且其误差分布更集中于零值附近。 

3 NARX 递归神经网络鲁棒性分析 

在实际控制系统中，输入输出信号中的噪声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研究 NARX 网络模型的鲁

棒性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验证该网络的鲁棒性，在所采集的 0.045mm、40Hz 基础激励下的输入信号中

加入高斯白噪声以测试网络。同时，将 NARX 网络与 BP 网络进行比较，以证明 NARX 网络的抗干扰

能力。 

  

图 5 含噪声输入信号（a 位移， b 电流） 

   

图 6 输入位移含噪声情况下训练结果（a NARX 网络， b BP 网络） 

含 20dB 信噪比的高斯白噪声输入位移和电流信号如图 5 所示。利用所训练的网络对该含噪声输入

信号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图 6-7 所示。由图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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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输入位移含噪声时，NARX 网络可以很好的预测输出力值，其均方根误差值为 0.1928，而 BP

网络所预测的输出力值与真实值在峰值处存在较大的误差，其均方根误差为 1.9798。 

（2）在输入电流含噪声时，测试结果中 NARX 网络的均方根误差值为 0.3403，而 BP 网络所预测的输

出力值均方根误差为 1.9954，相比而言，NARX 具有更强的鲁棒性以及更高的精度。 

  

图 7 输入电流含噪声情况下训练结果（a NARX 网络， b BP 网络） 

4 结论 

本文基于 MRE 隔振器动力学特性实验测试所获得的数据，通过训练 NARX 网络建立了 MRE 隔振

器的正向模型。同时，从均方根误差及误差分布两个方面，将 NARX 网络与 BP 网络的泛化结果进行了

对比，结果表明，NARX 网络较 BP 网络具有更高的精度。此外，还对 NARX 网络和 BP 网络的鲁棒性

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输入位移或输入电流有噪声干扰的情况下，NARX 网络具有更强的鲁棒性，

从而证明了 NARX 网络的有效性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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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联剂改性 TiO2颗粒填充弹性体的电流变性研究* 

董旭峰 **  钮晨光  齐民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116024） 

摘要：电流变弹性体作为一种刚度可调智能材料，其耗能特性等重要性能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中以无

定型态 TiO2 及偶联剂改性后颗粒作为填充相材料制备出电流变弹性体材料，并测试其动态粘弹性能。

研究结果发现填充有 TiO2/V1 颗粒的电流变弹性体材料在不同应变频率下具有更高的剪切模量，同时应

力应变滞回曲线表明该种弹性体的能量耗散能力也较对照组更强，这表明采用适当偶联剂改性颗粒后可

以提高弹性体的电流变性能以及填充相与基体间的界面结合强度。 

关键词： 电流变弹性体；二氧化钛；粘弹性；滞回曲线  

1 引言 

电流变弹性体是由可极化颗粒和介电聚合物基体构成的一种电流变材料，它在制备中施加电场可将

颗粒极化后形成的取向结构，并将此结构固化于聚合物基体中，而在使用时其剪切模量可随外加电场发

生连续可逆的变化。相对于电流变液材料，电流变弹性体由于克服了易沉降、环境稳定性差等问题而在

近些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3]。电流变弹性体由于其特殊性质可被应用于汽车行业或者建筑隔震等领

域，而其动态粘弹性力学行为和耗能性能便成为主要的关注点。为了提高电流变弹性体的隔震性能，拥

有针对振动适宜的工作频率范围和较强的能量耗散能力至关重要，而目前对电流变弹性体这方面性能的

研究尚且不足[4,5]。本文中将以填充有偶联剂改性前后 TiO2 颗粒的弹性体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以上两方

面的性能进行对比和机理分析。 

2 实验 

将 3g 钛酸四丁酯溶于 50g 无水乙醇，所得溶液 A 在室温下搅拌 30min 以上备用；将 1g 去离子水溶

于 80g 无水乙醇，所得溶液 B 在室温下充分搅拌备用；在室温下，将之前所配置的溶液 A 滴加入溶液 B

中，并在 100W 的超声分散条件下使之均匀混合反应，在得到白色浑浊溶液后继续超声震荡 40min。在

混合液经过 12h 静置陈化后对其进行抽滤，将所得白色产物经 80℃恒温干燥后研磨，继续在 80℃条件

下干燥 24h，即可得到白色的 TiO2颗粒。本实验将以纯 TiO2颗粒作为空白组对照样品。 

为了提高 TiO2 颗粒与橡胶基体的结合效果，本次实验中采用 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英

文缩写 A174)和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英文缩写 VTEO)对 TiO2颗粒进行表面枝接包覆。具体方法如下：

称取一定质量的 TiO2颗粒，分散于 50ml 无水乙醇；每种偶联剂称取质量分数占 TiO2颗粒质量的 1%，

同时按比例加入去离子水，后将偶联剂和去离子水分散于 20ml 无水乙醇中充分搅拌、水解 1h；配置一

定浓度的草酸溶液，调节 TiO2 的悬浮液 pH 值至 4.0，后将该溶液继续搅拌分散 30min；将充分水解的

偶联剂加入完成 pH 调节的 TiO2 悬浮液中，在 50℃水浴加热条件下反应 4h，将所得产物抽滤、醇洗、

                                                             
**通讯作者，董旭峰，E-mail dongxf@dl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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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干燥和研磨之后，即可得到硅烷偶联剂改性的颗粒，分别记做 TiO2/A1 和 TiO2/V1。 

表 1 两种硅烷偶联剂的分子式 

硅烷偶联剂 分子式式 

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H2C=C(CH3)CO2(CH2)Si(OCH3) 

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 H2C=CHSi(OC2H5)3 

采用奥地利安东帕公司 MCR301 旋转流变仪，仪器配套使用 PP-15/E/TI/S 型转子，所有测试均在室

温下进行。频率对弹性体动态黏弹性的影响采用振荡模式测试，测试中应变为恒定值 0.01%，而频率的

范围为 0.1~100Hz。此外，采用 Rheoplus LAOS 模块得到的振荡测试周期中的应力应变滞回曲线。 

图 1 为不同场强下填充偶联剂改性前后 TiO2颗粒电流变弹性体储能模量 G’和损耗模量 G”的随应变

频率的变化曲线。由图可知，各弹性体样品均在剪切频率小于 10Hz 时处于 LVE 区域，即此时弹性体的

G’和 G”均不随剪切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当应变频率大于 10Hz 时，弹性体的 G’和 G”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的情况，这是由于在高剪切频率下，弹性体的链段已来不及发生取向运动，此时弹性体表现出较大的刚

度，同时弹性体的分子链内摩擦作用显著增大。为了进一步获知三种弹性体在线性及非线性粘弹区的弹

性和能量耗散方面的信息，本实验中采用大振幅振荡扫描模式对弹性体进行测试，这里我们采用的测试

频率为线性粘弹区频率 1Hz。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一个振荡周期内应力应变滞回圈包围面积得到弹性体在

单位体积内耗散的能量 Wd（即耗散能量密度）。因此，据图 2 曲线，我们可以得到三种弹性体在 0kV/mm

和 3kV/mm 场强下的耗散能量密度 Wd，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在 0kV/mm 场强下，填充纯 TiO2 颗

粒的弹性体在零场下的 Wd 值高于填充偶联剂改性后颗粒的弹性体。这是由于颗粒与基体间的强作用提

高了颗粒在零场下对基体的顺应性，因而改性后颗粒与橡胶分子链段运动的内摩擦较小。而在 3kV/mm

电场强度下，填充改性后颗粒的弹性体的 Wd 值有了显著提高，其中填充 TiO2/V1 颗粒的弹性体的 Wd

值还高于填充纯 TiO2 颗粒的弹性体。这是由于改性后颗粒形成的链结构在外电场下更强，颗粒间构成

了更强的填料网络，这种网络对橡胶分子链运动阻碍更强，因而也产生了较大的内摩擦力。 

     
图 1 填充三种颗粒的电流变弹性体的储能模量 G’（a）和损耗模量 G’’（b）随震荡剪切频率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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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填充三种颗粒的电流变弹性体在剪切应变为 1.27%和不同电场强度下的应力应变滞回曲线（a 

0kV/mm，b 3kV/mm） 

表 1 不同电场强度下三种电流变弹性体的耗散能量密度 Wa(J/m-3) 

       填充颗粒 
场强 

TiO2 TiO2/A1 TiO2/V1 

0kV/mm 0.592 0.407 0.527 
3kV/mm 1.165 1.001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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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elastomers filled with coupling 

agents-modified TiO2 particles 

XUFENG Dong*, CHENGUANG Niu, MIN Qi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As one kind of stiffness adjustable intelligent material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rheological (ER) elastomers has been overlooked in previous studies. In this study, the 

amorphous titanium dioxide (TiO2) and coupling agents modified TiO2 particles were used to prepare ER 

elastomers, and the dynamic viscoelastic properties of the elastomers were also measured. The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the ER elastomer filled with TiO2/V1 particles present enhanced shear modulus at different 

oscillation shear frequency. The stress-strain plots of different samples show that the TiO2/V1 particles 

filled elastomer has improved energy consumption abi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R performance 

of elastomers and the interfacial bond strength between filler phase and matrix can be promoted by 

modifying the particles with suitable coupling agents. 

Key Words：electrorheological elastomers; titanium dioxide; viscoelasticity; hysteresis l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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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离子种类对聚离子液电流变行为的影响研究* 

王博  董跃振  尹剑波 **  赵晓鹏 

（西北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系智能材料实验室，西安 710129） 

摘要  聚电解质由于密度低、磨损小、电流变活性高被认为是最具实用前景的电流变材料之一。典型的

代表有聚甲基丙烯酸锂、聚苯磺酸钠、离子交换树脂等，它们的电流变效应被认为起源于金属离子的迁

徙受阻而引起的界面极化。干态时，锂等金属阳离子会被羧酸根、磺酸根等阴离子通过化学键强烈束缚，

因此激活这些聚电解质的电流变效应往往需要吸附水等小分子溶剂以使金属离子游离迁徙，但吸附水等

小分子溶剂也导致了挥发、泄露和大的漏电流损耗等问题，严重影响材料稳定性[1]。最近，我们首次研

制了一种基于聚离子液的无水聚电解质电流变材料新体系[2]。 

本文制备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反离子的聚离子液电流变颗粒，在直流电场下研究了反离子种类对电流

变行为的影响。在室温时，测试表明具有[TFSI-]反离子的电流变性能最好，BF4
-次之， PF6

-最弱。但是

对于三者电流变液的温度稳定性来说，具有 PF6
-反离子的聚离子液电流变性能的温度稳定性最好。 

关键词：聚离子液；电流变液；反离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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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unter ions on electro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poly(ionic liquid) particles 

Bo Wang, Yuezhen Dong, Jianbo Yin*, Xiaopeng Zhao 

(Smart Material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Polyelectrolytes are the most promising smart electrorheological (ER) materials due to high 

electro-responsive activity, but classic polyelectrolytes need to absorb small amount of water to promote 

locally ionic mobility and thus activate ER effect. The absorbed water inevitably causes thermal instability 

and dielectric breakdown problems, which largely limit the real applications. Recently, we have invented a 

new anhydrous polyelectrolyte ER system based on polymeric ionic liquids (PILs), which overco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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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caused by absorbed water. In this topic, we synthesized a series of poly(ionic liquid) 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counter ions and investigated the electrorheological behavior of their suspensions. 

At room temperature, it demonstrates that P[VBTMA][TFSI] shows the best ER effect, the 

P[VBTMA]BF4‘s is follow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VBTMA]PF6 is the weakest. However, for the 

temperature stability of these three ER fluids, the P [VBTMA] PF6's is the best, the P [VBTMA] BF4's is 

followed,the P [VBTMA] [TFSI]'s is the worst. 

Keywords：Poly(ionic liquid)s; electrorheological fluids; counter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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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流变弹性体的磁控电磁吸波特性研究* 

杨平安 1,2余淼 1,2**  浮洁 1,2 王丽蕊 1,2 

（重庆大学 1.光电工程学院；2.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磁流变材料是一类流变特性在外加磁场下可以发生连续、迅速和可逆变化的磁功能材料。磁流变弹

性体是磁流变材料的一个分支，其通过将铁磁颗粒分散在高分子聚合物中制备而成。目前常用的磁流变

弹性体基体主要有聚氨酯、硅橡胶、丁晴橡胶、天然橡胶等。由于在磁流变弹性体中铁磁颗粒被固定在

基体中，不存在颗粒沉降的问题，所以磁流变弹性体不但具有稳定性好、响应快速、无需密封等特性，

还具有维护简单、价格低廉和易于结构设计等优势。在磁场下，弹性体中的铁磁颗粒在磁场的作用下会

沿着磁场的方向形成链状结构。因而，磁流变弹性体具有磁致模量、磁致电阻、磁致伸缩、磁致阻尼等

特性。目前，基于磁流变弹性体的磁致模量特性，其在减振、减噪、吸振等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由于铁磁性金属颗粒具有高的饱和磁化强度、更高的斯诺克限制频率和在雷达波频率范围内更高的

磁导率，因而其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优良吸波剂之一。类似于磁流变材料，通常吸波体也是由吸波剂

颗粒和基体组成，并且吸波剂的分布会对吸波体的吸波性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分散在

高分子基体中的铁磁颗粒在磁场下的运动使得磁流变材料具有良好的磁控力学与电学特性。相关的研究

已经日趋深入，并且在某些领域获得了实际应用。磁流变材料由非磁性基体与铁磁颗粒组成，也是一种

吸波体。同时其中的铁磁颗粒作为一种吸波剂，在磁场下的运动与重新排列，必然会导致磁流变材料吸

波性能的改变，从而具有一般吸波体不具备的磁控电磁吸波特性。然而，目前还鲜有关于磁流变材料磁

控电磁吸波的报道。基于此，我们对磁流变弹性体的磁流变材料的磁敏电磁吸波特性进行测试与研究。 

目前在磁流变材料中使用的铁磁颗粒一般为微米级球形羰基铁颗粒（CIP）。但是，颗粒的形貌、结

构、粒径对其电磁吸波性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的由于具有高各向异性和大的饱和磁化强度，花状铁磁

性吸波颗粒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为此，我们首先对购买至巴斯夫的 CN 型 CIP 进行处理，采用原位还原

法制备花状 CIP 颗粒。 

明确的，花状 CIP 颗粒通过在含有 CIP 颗粒的水溶液中采用过量硼氢化钠还原 Fe2+ 离子合成。首

先，在磁力搅拌下 4.5396g NaBH4 被溶解在 100ml 去离子水中。同时，为了祛除 CIP 表面的杂质，用浓

度为 0.01mol/L 对 1.5g CIP（购自德国 BASF，型号 CN，d50=6.5um）进行酸洗后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

几遍。接着将羰基铁颗粒，2.78gFeSO4.7H2O 和 3.25g 聚乙烯吡咯烷酮（PVP）加入 200ml 去离子水中并

大力搅拌 1 小时。此后，NaBH4 溶液和含有 CIP 

的混合溶液被同时缓慢的滴入化学镀反应槽。在对反应系统进行轻轻的搅拌并且温度保持在 30℃的情况

下反应 45 分钟。清洗和干燥后,花状 CIP 颗粒就得到了。 

图 1 是对两种 CIP 的一些检测，可以看到花状 CIP 被成功的制备出来，并且两种铁磁颗粒具有基本

一致的磁学性能。压制两个使用石蜡作为粘结剂尺寸为外径 7mm，内径 3.04mm，厚度为 3mm，并且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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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为 60wt%的花状 CIP 和 CIP 的环状样品以进行微波吸收特性测试。结果如图 2 所示，通过在球形

CIP 表面生长铁纳米片形成的球状 CIP 的吸收峰向低频移动。通过修饰 CIP 表面，形成不同形貌的颗粒

可以用在不同的微波吸收频段。对应于吸收峰的最小 RL 值的频率是 11.88 GHz (CIP) 和 8.99 GHz(花状

CIP)。它们的最小反射值分别是-24.30dB (CIP) 和 -35.49dB(花状 CIP)。RL 值小于-20dB(对应于 99%的

微波吸收)是 EM 吸收剂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达到的目标值。CIP 和花状 CIP 的小于-20dB 的有效 RL 分别

位于 10.35-13.67GHz 带宽为 3.32GHz 和 7.46-10.86GHz 带宽为 3.40GHz。这些结果表明，相比于 CIP，

花状 CIP 展现出更强的电磁波吸收能力，特别是扩大了在 x 波段的吸收带宽和强度。 

 
图 1 (a) 羰基铁颗粒的扫描电镜图; (b) 花状羰基铁颗粒的扫描电镜图; (c)两种羰基铁颗粒的XRD图; 

(d) 两种羰基铁颗粒的磁滞回线。 

 
图 2 厚度为 3mm 的羰基铁颗粒和花状羰基铁颗粒的微波吸收特性。 

 

将制备得到的花状 CIP（EW 型）作为制备磁流变弹性体的铁磁颗粒，并且施以不同的磁场强度和

角度，具体的组成成分如表 1 所示。采用特制裁刀将磁流变弹性体切割为外径 7mm，内径 3.04mm，厚

度为 3mm 的同轴环，然后采用同轴法对他们的电磁吸波效果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图 3、4 所示，主要

是总结在表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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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磁流变弹性体的组成成分 

 聚氨酯 花状 CIP 含量，wt. % 磁场 

样品  强度 角度(°) 

第一组 4:1 60 0 0 

 4:1 60 200 0 

 4:1 60 400 0 

第二组 4:1 60 200 0 

 4:1 60 200 30 

 4:1 60 200 60 

 4:1 60 200 90 

 

 
图 3 厚度为 3mm 的弹性体在不同磁场下的微波吸收特性。 

 
表 2.磁流变弹性体的电磁吸波性能 

样品 最优 RL 值 (dB)  (最优 RL) 频率范围（Hz）（RL<-20dB） 

0mT -25.877 8.035 2.760 

200mT -25.866 8.875 2.723 

400mT -26.817 8.980 3.889 

0° -25.866 8.875 2.723 

30° -34.398 7.930 4.120 

60° -37.708 7.825 3.631 

90° -33.579 7.820 3.660 

可以看到磁场的大小和方向对磁流变弹性体的电磁吸波性能有非常大的影响。虽然此次磁场强度对

磁流变弹性体的最小反射衰减改变不大，但是峰值吸收频率从 8.035 GHz (0mT)移动到 8.980 GHz 

(400mT)，移动了 11.8%。同时，小于-20dB 的有效吸收频率宽度拓宽了 40%。磁场方向不但能够提高磁

流变弹性体的最小反射衰减还能移动吸收峰值。当磁场角度从0度增加到90度时，吸收峰值减小了13.7%，

最小衰减峰值从-25.877 dB 提高到-37.708，性能提高了 45.8%。为了便于测试，我们将样品制备成弹性

体结构，但是如果将基体变软，比如制备成胶体。那么就可以实现实时磁控电磁吸波。并且磁控电磁吸

波在反雷达伪装等军事活动中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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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度为 3mm 的弹性体在不同角度磁场下的微波吸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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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则系综磁流变液相分离的 Monte Carlo 模拟 * 

门守强 **  梁文龙  康筱锋 

（西安工业大学理学院，西安 710021） 

摘要：在一定的体积和温度下，采用 Ewald 求和方法对单轴场下磁流变液的相分离进行了 Monte Carlo

模拟。结果发现，只要施加的磁场足够强，对于给定的板间距，在体积分数分别为 10%、15%和 20%时，

颗粒沿外场方向均集聚成柱状，体积分数越大，颗粒聚集越密集，与实验发现的力学性能结果是一致的。 

关键词：磁流变液；Ewald 求和；Monte Carlo 模拟 

1 引言 

作为一种智能材料，磁流变液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当单轴磁场施加于磁流变液

时，磁性颗粒被磁化，颗粒间产生了长程相互作用，导致颗粒随着外磁场的增加形成链状到柱状结构的

相分离[1-2]。在对具有长程相互作用的电荷系统[4-5]或偶极子系统[1-2]进行计算机模拟时通常采用 Ewald 求

和方法[3]。为了避免单胞的有限尺寸效应，通常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其中在三维 Ewald 求和中一般采

用边长为 L 的立方盒子[6-9]，而对于薄板间的系统，需利用二维 Ewald 求和，且多采用 z 方向取固定的

有限尺寸，而在 x-y 平面内采用二维周期性边界条件[10-15]。 

本文针对薄板间的磁偶极系统，采用二维周期性边界条件，利用 Ewald 求和计算磁性颗粒间的相互

作用能，结果发现其计算速度比实空间的直接求和快一个数量级。文章内容如下：在第二节中，给出二

维周期性边界条件下偶极相互作用能的表达式；第三节是不同体积分数下 Monte Carlo 模拟结果；最后

给出结论。 

2 理论背景 

假定偶极子系统的一个单胞内含有 N 个颗粒，外场沿 z-轴方向，并假设所有颗粒的磁矩方向都与外

场方向一致。采用点偶极近似，且每个颗粒的磁矩为 m，中心位置为 ir


(xi, yi, zi), jr (xj, yj, zj)。则两个颗

粒间的相互作用能可以表示为 

 ( )2 *38 1 3cosij o iju rγ θ= − ,    (1) 

其中 2 34om d kTγ µ π= 是无量纲化比例参数, d 是颗粒直径, k 代表Boltzmann 常数，T 是系统的温度; θ0

是 ij i jr r r= −
  

和 z 轴的夹角，并有cos o ij ijz rθ = 。明显地， ij i jz z z= − ，
* 2ij ijr r d= 是第 i 与第 j 个颗

粒间无量纲的中心间距。 

考虑到二维周期性边界条件，即系统在 x-y 平面内有无穷多个重复单元，整个系统总的偶极-偶极相互

作用能可写成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编号：201410702031)资助。 

**通讯作者，门守强，E-mail：menshouqiang@xa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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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lx, ly 取整数， , 表示单胞的基矢. 求和号上的撇号表示当 l=0 时需忽略掉

i=j 的项。 

表达式 (2)可以变换为 Ewald 求和形式，共包含了四项: 

 ( ) ( )
0 0

r k k s
k kU U U U U≠ == + + + ,    (3) 

其中第一项 ( )rU 是实空间的贡献, 第二项与第三项 ( )
0

k
kU ≠  and ( )

0
k

kU =  是倒易空间的贡献，分别代表 k≠0 

和 k=0 的项，第四项 ( )sU 为修正项。这四项可以分别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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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是x-y平面内盒子的表面积, η 为分裂参数, ( )erfc x 是余误差函数, ijρ 代表 ijr 在 x-y 平面内的投

影。 

3 模拟结果 

基于表达式（4），在单轴磁场下，对于等温等容、每个单胞包含 500 个颗粒的磁流变系统，即 NVT

系综进行了 Monte Carlo 模拟。分裂参数η取为 1.5，在实空间和倒易空间单胞的个数都取为 9，即只考

虑最近邻和次紧邻的单胞，即可满足误差 1.e-5 的要求。 

图 1 显示的是单胞在 z-轴方向取常数 Lz=100a(a 为颗粒半径)，无量纲压强 p 取为 0.004，体积分数

为 10%时，磁场缓慢由零开始增加，直到γ达到 11。然后保持磁场不变，继续让颗粒进行无规行走，直

至相互作用能达到极小值，相应地颗粒形成稳定的柱状结构。图 2 和图 3 分别是保持颗粒数和压强不变，

体积分数分别增加到 15%和 20%的颗粒集聚情况。其中在 x-z 平面和 y-z 平面上，柱状结构的投影也画

了出来。经过比较可以发现，随着颗粒体积分数的增加，颗粒的微组织结构会有轻微的改变，结构变得

更加密集。这也定性说明了实验上发现的颗粒体积分数为 20%-30%时剪切应力最大的结果。 

  
l l L l Lx x y y= +


Lx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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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则系综磁流变液在 N=500, p=0.004, γ=11，φ=10%时的相分离结构 

 
图 2 正则系综磁流变液在 N=500, p=0.004, γ=11，φ=15%时的相分离结构 

 
图 3 正则系综磁流变液在 N=500, p=0.004, γ=11，φ=20%时的相分离结构 

4 结论 

通过选取高效的分裂参数和实空间与倒易空间重复单元的个数，对薄板间单轴场下磁流变液的相分

离进行了模拟。预言了在不同的体积分数下，当外磁场达到一定数值时，颗粒均会聚集成柱状，但颗粒

的密集度有所不同，颗粒体积分数越大，密集度越高，与实验结果显示的力学性能是一致的，这为设计

磁流变液器件，促进磁流变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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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 carlo simulation for phase transition of magnetorheological 

suspensions 

Shouqiang Men*, Xiaodan Zhang, Hong Xin and Wenlong Liang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Phase seperations were simulated for magnetorheological suspensions in a uniaxial field. Ewald 

summation was applied to save computation time. Under a constant volume and temperatur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uniaxial field column structures at different volume fraction from 10% 

to 20% are found, which are well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s. 

Key Words：Magnetorheological Suspension; Ewald Summation; Monte Carlo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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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磁流变弹性隔振器结构设计与性能表征 * 

李沛东   浮洁 ** 赖俊杰  廖冠尧  余淼  

（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摘要：近年来，随着微纳加工与精密测量等技术的发展，微振动对精密加工精度或测量灵敏度的影响变

得十分突出，且具有宽频带、微幅值的特点。被动隔振放大低频振动，自适应性差；主动隔振功耗大，

高频易失稳。为稳定可靠地衰减宽频带微振动、提高加工或测量精度，提出采用磁流变弹性体半主动隔

振方法。论文设计一种结构紧凑、响应速度快、负载能力强和磁流变效应高的新型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

并对其进行性能表征，隔振器结构采用剪切-压缩混合工作模式，兼顾剪切模式磁流变效应高和压缩模

式承载能力高的优点。首先利用理论分析和 Ansys 数值仿真等方法完成隔振器的机械结构和闭合磁路设

计，仿真结果表明剪切磁流变弹性体和拉压磁流变弹性体的磁感应强度大小分别为 729mT 和 616mT。

然后搭建测试系统对隔振器的移频性能和动力学特性进行测试。根据移频实验结果可知：励磁电流由 0A

增加到 3.0A 时，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共振频率由 130.7Hz 增加到 264.8Hz，移频范围达到 134.1Hz；系

统等效刚度由 2278.2kN/m 增加到 9264.6kN/m，相对变化率为 306.66%；系统等效阻尼由 604.1877N*s/m

增加到 937.7681N*s/m，相对变化率为 55.21%，故利用其移频特性可以实现较宽频带范围内的中高频振

动衰减。根据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辨识出其动力学模型的相关参数（等效刚度和阻尼），实验结果表明：

随着励磁电流的增大，隔振器的输出力、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均增大，其最大变化率分别达到 1604.29%、

1367.41%和 1653.23%。该器件优异的磁控性能为其在振动隔离系统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验

证了隔振器机械结构和磁路设计的有效性。 

关键词：磁流变弹性体隔振器；剪切-拉压混合工作模式；磁路设计；力学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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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子电解质对海藻酸钠浓溶液流变行为的影响 * 

王立斌  窦雪宇  谭业强 **   隋坤艳 ** 

（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纤维新材料与现代纺织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山东省海洋生物质

纤维材料及纺织品协同创新中心，青岛 266071） 

摘要：海藻酸钠（SA）是一种天然的聚阴离子电解质，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食品、纺织等领域，其

功能性与加工性受到外加盐的显著影响。本文通过旋转流变仪研究了 SA 在水溶液和 0.2M NaCl 盐溶液

中的稳态粘度的浓度依赖性，依此标度关系得到两者的浓度分区图。在浓溶液区选取 2 wt%的 SA 浓度，

采用先加盐和后加盐两种工艺条件，流变测试的结果表明在一定盐浓度的范围内，SA 溶液粘度随盐溶

液浓度的升高而上升，当盐溶液浓度继续到一定的临近值，SA 溶液发生分相，粘度出现下降；相同盐

浓度先加盐黏度显著高于后加盐，且先加盐溶液分相浓度低于后加盐。基于流体力学半径的盐浓度依赖

性，提出了先加盐体系不良溶解效应占主导和后加盐体系反离子聚集效应占主导的作用机理。 

关键词：海藻酸钠；小分子电解质；稳态流变；流体力学半径 

海藻酸钠（Sodium Alginate, SA）是从海带、马尾藻等褐藻类植物中提取的一种天然多糖，分子链

由 α-L-1,4-古罗糖醛酸（G 段）和 β-D-1,4-甘露糖醛酸（M 段）组成，属高分子电解质材料 [1]。对于聚

电解质而言，溶剂中添加小分子盐, 可屏蔽大分子链上离子基团的静电排斥作用,且过高的盐浓度会抑制

聚电解质的电离，对于溶液性质产生复杂的影响。目前，海藻酸钠溶液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稀溶液和

半稀溶液区，而水凝胶和纤维等实际应用材料的加工窗口处于浓溶液区，相关的研究鲜有报道。本文主

要研究外加盐浓度和工艺条件（外加盐顺序）对 SA 浓溶液（2 wt%）流变行为的影响，并从分子链构

象的角度初步探讨作用机理。 

 
图 1 SA 在水溶液和 0.2M NaCl 盐溶液中的浓度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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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nton Paar MCR-301 旋转流变仪研究了 SA 在水溶液和 0.2M NaCl 盐溶液中的稳态流变行

为,根据增比粘度（ηsp）与浓度（C）的标度关系得到两者的浓度分区图（图 1）。由图 1 可知在无盐情

况下，SA 溶液划分为稀溶液、亚浓非缠结溶液、亚浓缠结溶液以及浓溶液四个浓度区域 [2] 。对应的标

度关系分别为ηsp~C、ηsp~C1/2、ηsp~C3/2 和ηsp~C7/2；三个临界浓度分别为分子链开始重叠的浓度（C＊
，

0.02 wt%）、分子链开始缠结的浓度（Ce，0.2 wt%）、聚电解质电荷完全被屏蔽时的浓度（CD，0.8 wt%）。

加入 0.2M NaCl 后，SA 溶液分为三个浓度区域，对应标度关系为ηsp~C、ηsp~C3/2、ηsp~C39/10，两个临界

浓度为 C*=0.04 wt%和 Ce=0.4 wt%。 

在浓溶液区选取 2 wt%的 SA 浓度，采用先加盐（Salt+SA）和后加盐（SA+Salt）两种工艺制备不

同 NaCl 浓度的 SA 溶液，通过旋转流变仪对其稳态流变行为进行了研究（图 2）。如图 2 所示，SA 浓溶

液区粘度随着盐浓度逐渐增加，超过临近浓度发生分相[3]。溶解工艺显著影响流变行为，相同盐浓度先

加盐黏度显著高于后加盐，且先加盐溶液分相浓度（0.9M）低于后加盐（1.6M）。 

 

 

图 2 （A、B）不同盐浓度下 SA 溶液（2 wt%）的稳态流动曲线；（C）零切粘度的盐浓度依赖性 

 

 



 

77 
 

为了探究作用机理，借助特性粘度（[η]）和流体力学半径（Rh）两个参数来研究分子链构象的盐浓

度依赖性。采用乌氏粘度计，流变测试用的 2%SA 盐溶液分别被对应浓度的盐水稀释成一系列的稀溶液，

根据流出时间绘制 ηsp/C~C 曲线，外推得到[η]，并根据[η].MW=  计算得到不同盐溶度的 SA 分子

链流体力学半径[3]（图 3）。由图 3 可知随着盐浓度的升高，海藻酸钠溶液的流体力学半径逐渐减小，且

在同等盐浓度下，先加盐体系的流体力学半径略小于后加盐体系，具有低的分子链有效电荷密度。 

 
图 3 SA 分子链流体力学半径的盐浓度依赖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小分子盐对 SA 浓溶液流变行为影响的微观机理：先加盐体系溶解过程

的初始状态是最为致密的聚集体，SA 分子链夺水电离，逐渐溶解成较为致密的塌缩球构象，不良溶剂

效应占主导；后加盐体系初始状态是完全溶解的无规线团，有效电荷与外加反电荷逐渐形成离子对，发

生疏水缔合作用，呈现疏松的塌缩球构象，反离子聚集效应占主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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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mall molecule electrolyte on rheological behaviors of 

sodium alginate concentrat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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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Clutivating Base for New 

Fiber Materials and Modern Textil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Marine Biomass Fiber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Sodium alginate (SA) is a widely researched polyanion electrolyte, which can be used for 

medical, textile and food, etc. Addition of salt can influence its functionality and process ability. The 

viscosity as a function of concentration for SA in both salt-free solution and in 0.2MNaCl is investigated 

via rotational rheometer. In this manuscript, we focus on the 2 wt% SA concentration which is in the 

entangled regime. We adopt two process conditions (adding salt order). In the range of salt concentration, the 

zero shear rate viscosity of the entangled polyelectrolyte solutions increase with the increment of the salt 

concentration. When the salt concentration reaches to a critical value, solutions begin to separate the phase, the 

viscosity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 Under the same salt concentration, the zero shear rate viscosity of the adding 

salt first is higher than adding salt later, while the phase separation concentration of the adding salt first is lower 

than adding salt later. Basing on the dependence of hydrodynamic radius of SA chains upon salt concentration, 

we propose a mechanism that poor solvent effect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system of first-adding salt and the 

counterion condensation effect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system of later-adding salt.         

Key Words: sodium alginate; small molecule electrolyte; steady rheology; hydrodynamic radius 



 

79 
 

磁流变减震器滞回特性魔术公式模型
*
 

薛兵  李雪冰  危银涛** 

(清华大学汽车节能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4)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发展一种新的、简单通用的磁流变减震器模型，以适用于半主动悬架的动力学分析

与控制。通过对磁流变减震器进行运动学和流变学分析，将减震器的作用力分为剪切项、粘性项、摩擦

项、弹性项和惯性项。对于其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剪切项，以魔术公式模拟，变化魔术公式中的系数可

以适应不同电流的影响达到精度和适应性的统一。魔术公式模拟剪切项是本文的特色，因此将本文提出

的模型称之为魔术公式模型。数值辨识出各项参数与施加电流的关系，建立起磁流变减震器滞回特性的

参数模型。该魔术公式模型形式简单、参数一致且参数物理意义明确、方便用于半主动悬架系统动力学

分析与控制器开发。通过试验数据与仿真结果对比，证明模型有较好的精度和适用性。 

关键词：磁流变液；减震器；滞回特性；参数模型；统一参数；半主动悬架 

1 前言 

磁流变液( Magneto Rheological Fluids，MRF) 是一种主要由载液、高导磁低磁滞的磁性颗粒和添加

剂等构成的新型可控流体，是当前智能材料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1][2][3]。在磁场作用下，磁流变液在毫

秒级的时间内可连续、可逆地转变为具有高黏度、低流动性 Bingham 流体，表观黏度能增加 2 个数量

级以上，具有类似固体的力学性质[4]，表现出 Bingham 塑性流体行为, 有着明显的屈服应力[5]，此效应

被称为磁流变效应( MR Effect)[6]。20 世纪 40 年代，瑞士 Rabinow 最早发明了磁流变液，并开发出磁流

变离合器应用装置[7]。Prinkos 等人于 1994 年使用了电流变液和磁流变液作为减振器的工作介质，研究

了新型半主动悬架系统[8]。磁流变减震器以其优越的阻尼调节作用、可靠性好、耗能小等特点，在振动

控制领域，特别在半主动悬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磁流变减震器的典型结构如图 1 所示。磁流变减

震器可以以较小的耗能快速调节半主动悬架的阻尼特性，因此可用于实现汽车平顺性、操纵稳定性和抓

地力等性能的最佳平衡[9]。而准确且方便用于控制系统的磁流变减震器模型是实现上述功能的关键。磁

流变液的屈服应力值随外加磁场强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当达到某一饱和值后，磁流变液的力学性质基本

不变，即达到了饱和磁场下的动态屈服应力，对外呈现出非牛顿流体的特性[10]。描述磁流变液的上述特

性的磁流变减震器模型可分为两类：唯像模型和物理模型[11]。唯像模型通过实验数据确定模型参数。唯

像模型又分为两类：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参数模型中，各模型参数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如弹簧、阻

尼和摩擦等。参数模型包括 Bouc-Wen 模型[12][13]、Bingham 模型[14]、Dahl 模型[15]、LuGre 模型[16]等，参

数模型中如 Bouc-Wen 模型，广泛用于表征磁流变减震器的滞回特性，但模型参数不是施加电流和激励

频率的函数，只在单一工况可以较好的表征磁流变减震器的滞回特性，因此在不同的工况下，需要重新

计算模型参数[17]，难以预测多工况下减震器的作用力，且在参数辨识过程中参数的解通常不唯一[18]-[22]。

非参数模型中，各参数不必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如神经网络模型[23][24]、模糊逻辑模型[25]等。与唯像模

型相对应，物理模型通过减震器的几何参数和磁流变液的材料特性确定减震器的阻尼力。物理模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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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模型[26]-[34]和数值模型[35][36]。物理模型较为复杂，一般用于减震器几何等参数的设计，难以应用于

控制系统。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提出一种形式简单、模型参数物理意义明确、各电流下参数统一、适用

于控制系统的磁流变减震器滞回特性魔术公式模型，并进行试验对比，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2 基于机理的磁流变减震器滞回特性魔术公式模型的建立 

磁流变减震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磁流变减震器工作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滞回特性，如

图 2、图 3 所示。图 2 展示的典型的磁流变减震器速度-阻尼力特性随电流的变化规律，而图 3 磁流变减

震器速度-阻尼力随频率的变化规律。 

 

图 1：磁流变减震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 2：磁流变减震器速度-阻尼力特性随电流的变化；图 3：磁流变减震器速度-阻尼力特性随频率的变化 

    针对现有磁流变减震器的不足以及以上对磁流变减震器滞回特性的分析，本文从磁流变减震器的机

理入手，建立了磁流变减震器滞回特性魔术公式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基于机理的磁流变减震器滞回特性魔术公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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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展示减震器总的受力 F 由摩擦项、弹性项、粘性项、惯性项和剪切项共 5 项组成，用公式（1）

表示。 

𝐹𝐹 = 𝑓𝑓 + 𝐹𝐹𝑘𝑘 + 𝐹𝐹𝐶𝐶 + 𝐹𝐹𝑚𝑚 + 𝐹𝐹𝑏𝑏 (1) 

公式（1）中的各项分别解释如下： 

1)  f 为摩擦项，主要由活塞和缸壁的库伦摩擦产生，只与活塞运动的速度方向有关，即: 

 𝑓𝑓 = �𝐴𝐴      �̇�𝑥 > 0
−𝐴𝐴    �̇�𝑥 ≤ 0  (2) 

2)  𝐹𝐹𝑘𝑘为弹性项，由气缸内压缩气体产生，本文假定压缩气体的弹性力与位移成正比，即： 

 𝐹𝐹𝑘𝑘 = 𝑘𝑘(𝑥𝑥 − 𝑥𝑥0) (3) 

3)  𝐹𝐹𝑐𝑐为粘性项，由无磁场条件下磁流变液的粘性产生，本文假定磁流变液的粘性力与活塞速度成正比，

即 

 𝐹𝐹𝑐𝑐 = 𝑐𝑐�̇�𝑥 (4) 

4)  𝐹𝐹𝑚𝑚为惯性项，包括磁流体和活塞杆的惯性，与活塞杆的加速度成正比，即 

 𝐹𝐹𝑚𝑚 = 𝑚𝑚�̈�𝑥 (5) 

5)  𝐹𝐹𝑏𝑏为剪切项，表示磁流变减震器运动过程中磁流变液在磁场作用下产生的剪切应力及屈服应力，并

且符合 Bingham 塑性流体行为。 

以上 5 项不同机理引起的减震器受力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是减震器建模的关键和难点，对其中变化最

为复杂、非线性最强的剪切项，本文提出用魔术公式来描述，得到了较好的效果。由于魔术公式有较为

统一的写法，并且对曲线的特征有较好的控制作用，因此引入魔术公式表征磁流变减震器的 Bingham 塑

性流体行为。 

    魔术公式[37]表示为： 

𝐹𝐹𝑏𝑏 = 𝐷𝐷sin 〈𝐶𝐶𝐶𝐶𝑟𝑟𝑐𝑐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 �(1− 𝐸𝐸)𝛼𝛼 +
𝐸𝐸
𝐶𝐶

arctan (𝐶𝐶𝛼𝛼)�〉 (6) 

其中 

    D 为峰值因子，C 为形状因子，E 为曲率因子，B 为刚度因子，BCD 为零点处刚度，即 k=BCD，. 

结合试验结果，选取 C=1，E=-5，并假设 D 与线圈电流呈正比，即𝐷𝐷 = 𝐶𝐶𝑎𝑎。B 与线圈电流成线性

关系，即𝐶𝐶 = 𝑏𝑏𝑎𝑎 + 𝑐𝑐。 

3 参数辨识与数据分析 

    图 5-8 为各频率下不同电流实验数据与模型对比（根据模型可知磁流变减震器的阻尼特性与行程无

直接联系，因此图中仅以 40mm 行程下的阻尼特性进行说明），从中可以看出，即使采用一套统一的参数，

模型与实验数据之间也吻合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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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6Hz 不同电流下实验数据与模型对比;图 6：0.6Hz 不同电流下实验数据与模型示功图对比 

        

图 7：1.2Hz 不同电流下实验数据与模型对比；图 8：1.2Hz 不同电流下实验数据与模型示功图对比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基于机理的磁流变减震器滞回特性参数模型，根据机理将阻尼力分解为摩擦项、粘性项、

弹性项、惯性项以及剪切项。提出用魔术公式模拟剪切项 Bingham 塑性流体特性部分的新方法达到精度

和适应性的统一要求。和现有模型相比，具有物理含义明晰，不同工况下具有统一的参数，且参数较少，

模型形式简单，方便用于控制系统。通过试验验证，模型结果和实验数据符合较好。本文为半主动悬架

的动力学分析与控制开发了一种新的、简单通用的磁流变减震器模型，具有广泛适用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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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chanism-based Magic Formula Model for Hysteretic Characteristic 

of Magneto Rheological Damper 

Bing Xue, Xuebing Li, Yintao Wei*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afety and Ener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A mechanism-based parametric model for hysteretic characteristic of magneto rheological 

damper has been developed which can accurately capture the inherent hysteresis behavior of MR damper 

and has a unified form, thus convenient for implementing semi-active control in vehicle application. 

Besides,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have clear physical meanings. Based on kinetics and rheology, the 

damping force of magneto rheological dam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namely shear stress, viscous force, 

friction, elastic force and inertia force. Then the hysteresis model of magneto rheological damper is 

established by identifying parameters of the five part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current excitation. The new 

model has been validated against experimental data and it’s been shown that there is a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m. 

Keywords: MR fluid; Damper; Hysteresis characteristic; Parametric model; Semi-active sus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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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对聚丙烯挤出畸变的影响和机理研究 * 

王帅 1  王克俭 1**  马伊 2 

（1 北京化工大学成型制造研究中心，北京，100029；2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北京，102211） 

摘要：采用 RH2000 双料筒毛细管流变仪研究了聚丙烯复合材料的高速挤出流变性能，考察炭黑（CB）

含量对体系高剪切速率下挤出畸变的影响。结果表明，CB 填充能提高复合材料的临界剪切速率，改善

挤出样条外观。用旋转流变仪测试分析了 CB 改善聚丙烯复合材料挤出畸变的分子机理，粒子缠结网络

提高分子缠结平台模量和缠结密度，降低同一剪切应力下的德博拉数，减轻毛细管壁面扰动，进而提高

临界剪切速率。 

关键词：毛细管流变仪；挤出畸变；临界剪切速率；平台模量 

1 引言 

熔融挤出是高分子材料的常用加工方式，当剪切速率过高时，通常会出现鲨鱼皮和熔体破裂等挤出

畸变现象，影响高速生产[1]。毛细管流变仪可以施加较高剪切速率来模拟分析该过程。本文选用炭黑填

充聚丙烯实现增强和抗静电功用，研究炭黑导电网络对聚丙烯(PP)高剪切速率下挤出畸变的影响。同时，

利用旋转流变仪在小应变下进行振荡测试，从粒子-高分子链相互作用分析炭黑改善基体的畸变机理。  

2 实验 

实验仪器为英国马尔文公司生产的 RH2000 双料筒毛细管流变仪，210℃下施加 20-5000S-1的剪切速

率。口模直径为 1mm，长口模长径比为 16:1，零口模长径比为：0.25:1。实验材料组成及配比见表 1。 

表 1 复合材料基体组成 

组分 PP 聚氧化乙烯 阻燃剂（FR） CB 硬脂酸 

PP+阻燃剂 70 12 18 0 1 

PP+阻燃剂+2%炭黑 68 12 18 2 1 

PP+阻燃剂+3.5%炭黑 67 11.5 18 3.5 1 

PP+阻燃剂+5%炭黑 65 12 18 5 1 

在聚丙烯基料的基础上定量阻燃剂（FR%=18%），添加不同含量 CB 剪切应力—剪切速率曲线绘于

图 1。在同一剪切速率（1469/S）下，毛细管长口模的挤出样条外观如图 2。随着 CB 含量的升高，体系

的粘度上升，挤出样条外观畸变情况改善。添加 0、2%、3.5%质量分数的 CB，材料长口模发生挤出畸

变的临界剪切速率依次为 430/s、795/s、1469/S（图 1 中由箭头标出），而添加 5%CB 的挤出样条始终光

滑，在考察剪切速率范围内没有发生挤出畸变。这表明，CB 的填充改善了复合材料在高剪切速率下的

                                                             
基金项目：中国航空科学基金(201535S90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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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出样条外观，扩大挤出加工窗口，实现高产率下的高质量生产。 

 

 

  0CB       2CB       3.5CB       5CB           

图 1 不同 CB 含量下的剪切速率-剪切应力曲线            图 2 剪切速率为 1469/S 时挤出样条外观 

为揭示 CB 改善基体树脂挤出畸变的分子机理，在 TA-HR2 旋转流变仪上，选择 1%应变，对不同

CB 含量的样品进行动态频率扫描（0.05-100rad/s），在 210℃下研究复合体系的线性粘弹行为。图 3 给

出储能模量（G’）的频率依赖性关系。可以发现，随着 CB 含量的上升，由于颗粒之间以及颗粒和高分

子链段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材料的 G’和 G’’在整个 ω 内上升，且在低频区上升更加明显，逐渐形成“第

二平台”特征[2]。对流变数据采用广义 MaxWell 模型[3]最小二乘拟合得到不同 CB 含量下的橡胶平台模量

0
NG
以及缠结密度 eν ,缠结平台模量以及缠结密度随 CB 的增多而提高。CB 粒子表面具有丰富的化学基

团且具有自聚集性，其作为物理节点吸附高分子链段形成缠结网络。临界剪切速率与缠结密度随 CB 含

量的变化如图 4，这表明填充体系的平台模量和缠结密度越高，毛细管高速挤出时将会在更高的剪切速

率下表现出挤出畸变。 

 

图 3 G’的频率依赖关系曲线 

已知某一剪切速率下的剪切应力为[4]： 1 0( ) ( )n n
e Nf D Gσ γ −≅

，其中
0
NG  为平台模量；f 是表征分子

量分布的参数，其值为 
0 0
e Nf J G=

（ 为稳态剪切柔量）； eD  为德博拉参数，其值为 e nD τ γ= 
（ nτ

为

数均松弛时间）；上式表明缠结平台模量越低，当剪切应力相同时材料的德博拉数越高，而通常德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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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高的聚合物在流动时会储存更多的能量。当复合材料熔体受剪切作用通过毛细管口模时，CB 缠结网

络提高平台模量，减小流动储存的能量，降低熔体熵弹性；同时在毛细管口模中，高分子链与毛细管口

模壁存在吸附—解吸附作用，随着 CB 含量提高，网络骨架对高分子链段的吸附作用强于分子链与毛细

管壁面的作用，减轻了毛细管壁的挤出畸变扰动，改善挤出样条畸变情况。图 5 为基体树脂和填充体系

熔体受剪切作用通过毛细管口模的示意图。 

 

图 4 缠结密度和临界剪切速率随 CB 的变化        图 5. 高分子链段受剪切作用通过毛细管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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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arbon black network on the polypropylene extrusion 

distortion and its mechanism 

SHUAI Wang1，KEJIAN Wang 1*，YI Ma2 

（1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China; 
2 National Institute of Clean and Low Carbon Energy，Beijing 102211，China） 

Abstract: Extrusion flow behaviors with high shear rates of Polypropylene composites were investigated 

by RH2000 double-capilary rheometer. The effect of CB content on extrusion distortion was studied. 

Results showed that CB filling can improve the critical shear rate of composite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 

melt extrusion performanc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CB improving polypropylene composite 

extrusion distortion was studied by rotation rheometer, It is particle entangled network that leading to 

higher rubber plateau modulus and entanglement density, reducing the Deborah number at the same stress 

level. In this way, the capillary wall disturbance was reduced and the critical shear rate was increased. 

Key Words：Capilary Rheometer; Extrusion Distortion;Critical Shear Rate; Plateau mod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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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化天然橡胶/天然橡胶（ENR/NR）并用胶动态力学性能 * 

时姣 1  王克俭 1**  刘杰 1  王鹏 2  苏振涛 2 

（1. 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成型制造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2.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 

摘要：研究了不同环氧度的环氧化天然橡胶（ENR）/天然橡胶（NR）并用胶（并用比 20/80）的硫化性

能、力学性能，同时利用 RPA2000 分析了 ENR/NR 混炼胶及硫化胶在不同应变下的动态力学性能。结

果表明：ENR/NR 复合材料硫化速率更快，力学性能较 NR 更优，在 0.28%-100%应变下表现出更优的阻

尼性能。 

关键词：环氧化天然橡胶；天然橡胶；动态力学性能；RPA 

1 引言 

橡胶在动态变形时应变滞后特性及变形时的内摩擦阻尼性质使橡胶成为降噪减震优异材料。天然橡

胶(NR)弹性好、耐疲劳被广泛用于减震材料，但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低，这使得常温下天然橡胶分子链段

柔软，变形时，分子链间的摩擦小，常温阻尼性能不佳。改善 NR 阻尼性能非常必要。 

环氧化天然橡胶（ENR）由于有效阻尼温度范围和频率范围很宽，成为当前阻尼材料的研究热点[1，

2]。同时，ENR 主体结构与 NR 的相同，将 NR 与 ENR 并用可改善 NR 的阻尼性能 [3，4]。然而，对于 ENR/NR

并用胶动态力学性能研究较少，本工作采用机械共混法制备了不同环氧度的 ENR/NR 并用胶，采用 RPA

橡胶加工分析仪对不同环氧度 ENR/NR 并用胶的动态性能进行对比研究，旨在为制备 ENR/NR 高阻尼

橡胶提供参考。 

2 实验 

2.1 实验原料 

天然橡胶、环氧化天然橡胶（不同环氧度的，ENR-25、ENR-40、ENR-50）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制备；氧化锌(ZnO)、硬脂酸(SA)、促进剂(DM)、促进剂(CZ)、硫磺(S)、碳黑（N550）

等为常用配合剂，市售。 

2.2 配方及加工工艺： 

配方（质量份数）：NR 85phr，ENR 15phr，S 1.5phr，DM 0.5phr，CZ 1.5phr，ZnO 4.0phr，SA 2.0phr，

N550 20phr。 

加工工艺：在密炼机中投入计量的 NR 及 ENR 生胶，塑炼温度为 60℃，塑炼 1min。顺序添加计量

的 SA、ZnO，混炼 1.5min。再加计量的碳黑，混炼均匀，排胶。在开炼机上将胶料包辊，添加促进剂

DM、CZ、S，打三角包，薄通，下片。将上述混炼胶在平板硫化机硫化，硫化时间为(正硫化时间+2)min，

                                                             
基金项目：中国航空科学基金(201535S90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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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为 10MPa。室温放置 24h，切割样条进行测试。 

2.3 性能测试 

硫化性能：用美国 ALPHA 公司生产的 RPA-2000 型橡胶加工分析仪测试，测试时间：40min；测试

温度：150℃。力学性能：拉伸性能按照 GB/T 528（I 型试样），撕裂性能按 GB/T 529-B/T （直角试样）

在 T2000E 电子式拉力机（北京市友深电子仪器厂）上测试，拉伸速率（500±50）mm/min,厚度 2mm。

硬度按照 GB/T 531.1-B/T 5 用 LX-A 型橡胶硬度计（上海市轻工业局标准计量管理所）测试。动态性能：

用美国ALPHA公司生产的RPA-2000型橡胶加工分析仪测试，应变扫描测试条件：温度 60℃，频率 1HZ，

应变 0.28%~100%；频率扫描测试条件：温度 60℃，应变 7%，频率：1~31Hz。 

3 结果与讨论 

3.1 混炼胶应变扫描 

混炼胶随应变的储能模量曲线如图 1，加入较大环氧度的 ENR，初始模量变大；随着应变增大模量

下降。这样，加入 ENR 后 Payne 效应相近，略微增大。Payne 效应主要表征碳黑分散在橡胶中形成“网

络”在外载荷下的破坏情况，混炼胶中不含有大分子交联网络，在混炼工艺及碳黑含量相同情况下，Payne

效应基本相近。 

 

图 1 混炼胶随应变的储能模量曲线 

3.2 硫化性能 

从加工分析仪测试硫化曲线上得到参数（最小扭矩 ML、 最大扭矩 MH和半硫化时间 t50 等）可反应

混炼胶的硫化性能，列于表 1。ENR/NR 并用胶焦烧时间 t10 和正硫化时间 t90 均较小，即在同一硫化体

系下，ENR/NR 并用胶硫化速率大于 NR。这是由于与双键相邻的环氧基团有活化作用，可加快硫化速

率[5]。随着环氧度从 25 增大到 40 再到 50，这种效果更加明显。ENR/NR 并用胶比 NR 的特征扭矩值大，

说明黏稠度大。 

 

0.0 0.5 1.0 1.5 2.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NR
 NR/ENR-25
 NR/ENR-40
 NR/ENR-50

G'
 (k

Pa
)

lgε (%)

 

 



 

91 
 

表 1  NR 和 ENR/NR 混炼胶的硫化性能 

 ML/dN·m MH/dN·m t10/min t50/min t90/min 

NR 

ENR/NR-25 

ENR/NR-40 

ENR/NR-50 

0.51 

0.60 

0.59 

0.63 

11.25 

11.5 

11.5 

12.39 

3.77 

3.65 

3.60 

3.54 

4.63 

4.44 

4.40 

4.34 

7.38 

6.85 

6.82 

6.42 

3.3 硫化胶的应变扫描 

硫化后，应变扫描下胶的储能模量（G’）、损耗模量（G’’）和损耗因子（tanD）随加入不同环氧度

的 ENR 变化如图 2。 ENR 中环氧基团使链间相互作用强，在不同应变下，ENR/NR 并用胶表现出高模

量。ENR/NR 并用胶 G’’ 及 tanδ 值均大于 NR，在 1%~100%应变范围内 ENR/NR 并用胶阻尼性能优于

NR。当应变超过 30%后，ENR/NR 并用胶 tanδ 明显高于 NR，ENR-40/NR 并用胶 tanδ 值最大，即阻尼

性能更好。 

 

 
图 2  硫化胶的储能模量、损耗模量和损耗因子随应变的变化曲线 

3.4 力学性能 

从表 2 看出，ENR 的加入增大了胶料的硬度。随着环氧度的增加，并用胶 100%和 300%定伸应力

略有增大，而拉伸强度降低，但变化幅度较小；环氧度为 25 和 40 的断裂伸长率提高而 50 的却降低。

总之，ENR/NR 并用胶综合力学性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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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NR 和 ENR/NR 的力学性能 

 Shore A 

hardness(°) 

Modulus at 

100%(MPa) 

Modulus at 

300%(MPa) 

Tensile 

strength(MPa) 

Elongation 

at break (%) 

NR 

ENR/NR-25 

ENR/NR-40 

ENR/NR-50 

50 

51 

51 

53 

1.34 

1.47 

1.39 

1.54 

6.06 

5.93 

5.68 

6.54 

32.22 

30.98 

31.38 

30.48 

667.4 

680.0 

692.7 

646.9 

4 结论 

1．ENR/NR 并用胶硫化速率快且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2．ENR 与 NR 并用可明显增大阻尼性能。其中 ENR-40/NR 并用胶阻尼性能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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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Epoxidation of natural rubber/natural 
rubber(ENR/NR) 

JIAO Shi1,  KEJIAN Wang1*, JIE Liu1, PENG Wang2,  ZHENGTAO Su 2 

（1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2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The vulcanization and physical property of different epoxidation degree 20/80 ENR/NR rubber 

compound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effects of strain on properties of the rubber compound were 

investigated by RPA 2000.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NR, the curing rate of ENR/NR is faster.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ENR/NR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NR. When the strain was 0.28%~100%, the 

damping property of ENR/NR is better than NR.    

Key words: ENR; NR; dynam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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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流变法表征豌豆蛋白凝胶特性* 

王旭 1，王克俭 1**，史智佳 2，陈文华 2 

（1 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成型制造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2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北京，102211） 

摘要：豌豆蛋白是一种有着丰富来源的优质蛋白质，具有良好的凝胶特性，在食品行业具有广泛应用前

景。本实验研究了不同浓度豌豆蛋白溶液其凝胶化温度及凝胶化起始时间的变化趋势，同时研究了不同

温度下凝胶化起始时间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豌豆蛋白溶液浓度越高其凝胶化温度越低，凝胶化起始

时间越长，温度越高，凝胶化起始时间越短，但凝胶后强度不变。 

关键词：表征；豌豆蛋白；凝胶性  

1 引言 

豌豆(Pisum sativum Linn， pea)又称寒豆、麦豆、雪豆、毕豆、麻累、国豆、蚕豆等，其种子富含

淀粉(52%～55%)、蛋白质(23%～25%)、纤维素(8%～10%)、维生素及微量元素，是人类食用历史最为

悠久的作物之一[1]。豌豆蛋白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其生物价（BV）48％～64％、功效比（PER）0.6～

1.2，高于大豆。豌豆蛋白同时具有良好的乳化能力和凝胶形成性[2,3].目前发现豌豆蛋白在食品加工中可

作为食品添加剂替代部分肉蛋白， 如火腿肠、香肠等产品的加工等。我国对于豌豆的深加工并不多，

目前主要加工产品为豌豆淀粉，而蛋白作为副产品往往仅用作饲料，附加值没有得到足够重视[4]。为了

更科学合理的利用其凝胶性能, 对豌豆蛋白凝胶性能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必要。 

2 实验 

实验仪器为美国 TA 公司生产的 DHR 系列流变仪，采用同轴圆筒测试系统。流变仪配备的智能温

度控制系统精度达到 0.01℃。实验样品采用山东双塔集团豌豆蛋白粉，其基本的组分见表 1。 

表 1 豌豆蛋白粉的组分 

组分 含水率（%） 淀粉（%） 蛋白质（%） 灰分（%） 纤维素（%） 

质量百分比 3.5 7 70 3.74 10 

实验前样品25℃下保温1min，保证试验样品和仪器温度同步。温度扫描设置温度范围为25℃-95℃，

升温速率为 5℃/min，应变为 0.5%。时间扫描设置温度为 25℃，应变为 0.5%。由图 1 可知，随着温度

的升高，储能模量在某个温度点迅速增加，此点即为豌豆蛋白溶液的凝胶化点，随着豌豆蛋白溶液浓度

的增加，其凝胶化点逐渐降低，同时其储能模量逐渐增加，其凝胶强度迅速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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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质量浓度豌豆蛋白溶液的温度扫描储能模量变化 

图 2 中，随着时间的增加，储能模量在某个时间点开始迅速增加，此为豌豆蛋白溶液凝胶化起始

时间，随着豌豆蛋白溶液浓度的增加，其储能模量逐渐增加，同时其凝胶化起始时间越长，但凝胶化程

度越剧烈。 

 
图 2 不同质量浓度豌豆蛋白溶液的时间扫描储能模量变化 

不同温度条件下，30%豌豆蛋白溶液时间扫描如图 3 所示，由图可知，随着温度的增加，豌豆蛋

白溶液的凝胶化起始时间越短，即凝胶化速度越快，同时其储能模量随温度增加而增加，但凝胶化后强

度一致。 

 
图 2 不同温度条件下 30%质量浓度豌豆蛋白溶液的时间扫描储能模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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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al flow dynamic characterization for pea protein gel properties 

Xu Wang1， Kejian Wang 1*，Zhijia Shi2，Wenhua Chen2 
（1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China; 

2 China Meat R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68，China） 

Abstract: pea protein is a rich source of high quality protein,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study of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al feat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pea protein solution, the lower gelation temperature, the longer the start of gelation . 

Key Words：Characterization; Pea protein; G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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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scent Liquid Crystal Physical Gels Based on Special Loofah-like 3D 

Gel Networks with High Mechanical Strength*  

XiaoqianTong , Si Chen, Meng Ma, Xu Wa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A dendritic gelator (POSS-G1-BOC)1 was added into the matrix liquid crystal (LC) molecules 5CB 

innovatively, a azobenzene compound (2Azo2) as the light response agent and phosphors as additive agent 

were also doped into the system to prepare fluorescent LC physical gel. The gelation behavior of the LC 

physical gel was characterized by tube inversion, DSC, rotary rheometer et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0.5wt% 

gelators were needed to be added into the LC matrix to prepare the fluorescent LC physical gel with good 

strength. The obtained fluorescent LC physical gel which had high mechanical strength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light scattering display used in harsh environments like road transportation, 

railway transport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etc. 

Key words：fluorescent liquid crystal physical gels; gel networks; high mechanical strength 

1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LC physical gels have drawn immense interest because of their double peculiarities 

including thermally reversible of gels and anisotropy of liquid crystals. The system is a novel soft material 

acquired by the constraint of fiber formed by the process of gelators’ self-assembly network to LC molecules. 

The micro phase separation structure of the gels inducts or improves the photoelectric, photochemical, and 

electricalperformance of liquid crystal,2 and makes it be used in the light scattering display, grating,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or other fields3. But at present the strength of LC physical gels is often not high 

enough to show a practical use. Gelators must be added into the system at high concentration to maintain the 

steady of gels.4 And matrix LC molecules must have good compatibility with gelators to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LC physical gel. This finally greatly restricts the selec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trix LC compound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successfully prepared novel kinds of fluorescent LC 

physical gels by mixing dendritic gelators (POSS-G1-BOC), azobenzene compound (2Azo2), phosphors and 

matrix liquid crystal host (5CB) together, which have excellent mechanical strength with very little addition of 

gelators. The special self-assembly loofah-like 3D gel networks reinvest the display with super strong 

mechanical capacity and shape memory ability. After the study of gelation behavior, dynamic rheological 
                                                             
Foundation item：ZheJiang Provincial “201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s” (Grant No: 2050999093), National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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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s, surface morphology and centrifugal experiments, we further find that the fluorescent LC 

physical gel with high strength has great potential in application of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marks,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thermal sensor, biological and medical materials etc. 

2 Experiment 

Dynamic rheological mea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a controlled-stress rheometer (MCR302, Anton 

Paar, Austria). A parallel plate geometry of 25 mm diameter with a gap of 1mm was employed for the 

experiments. Rheological mea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freshly prepared gels which were scooped onto the 

plate of the rheometer. The test was perform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 samples were coated onto the 

parallel-plate fast and made them steady for a period of time before test. Dynamic strain sweep tests were 

performed under a frequency ω= 6.28 rad s-1 with the increasing amplitude of oscillation from 0.01% up to 200% 

apparent strain shear at 25 oC. Dynamic time sweep tests was firstly given a strain (γ= 0.1%) for 100 s and then 

given a large strain (γ= 100%) for 200 s, then kept at a frequency ω= 6.28 rad s-1 for its recovery. 

To study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LC physical gel, dynamic rheological mea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which are shown in figure 1 and figure 2. Figure 1 is the strain scanning of the system with different content 

of gelators. Figure 1(a) shows an intersection at the strain of 20% represented a solid-like structure kept in this 

strain range. And when the adding of gelators were up to 0.5 wt% and 0.7 wt%, G’ and 

G” increased by almost one order of magnitude,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ain still stayed within 20 %. 

The deformation resistant capacity of the LC gel system wa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gelator content. It 

illustrates that adding gelators in host 5CB can relatively resist great outer force. When the level of gelators was 

up to 0.9 wt% and 1.1 wt%, the intersections slightly reduced to 13% simultaneously and the storage modulus 

reached a maximum. So to some extent the LC gel is a kind of material which has the ability of maintaining its 

own independent shape even though there is an external small force. Comparing to the system without 

phosphors5, G’ and G” of the two systems are analogous, so it can be deduced that phosphors do not affect the 

strength of LC physical gels. The recoverability of LC gel is exhibited in Figure 2, which provid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LC gel with different content of gelators. We can see that the initial storage modulus 

continued to rise as the increase of gelator contents up to 1.1 w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extent of variation 

of G’ got larger and larger in the presence of 0.1% strain, showing the LC gel has a fairly good recoverability. 

And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5wt%2Azo2/5wt%Phosphor/5CB without gelators were shown in Figure 1(f) 

and Figure 2(f).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systems of whether adding gelators or not clearly indicates the 

gelators’ function of forming quiet well network and having strong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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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1 Strain dependence of G’ and G” for gels, measured at 25 oC with a strain from 0.01% to 200% 

and frequency ω= 6.28 rad s-1; (a-e) 0.3/0.5/0.7/0.9/1.1wt%POSS-G1-BOC/5wt%2Azo2/5wt%                

Phosphor/5CB LC gel; (f) 5wt%2Azo2/5wt%Phosphor/5CB 

0.01 0.1 1 10 100
0.1

1

10

100

1000

10000

 

 

G
'/G

"(
Pa

)

Strain(%)

 G'  0.5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G" 0.5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0.01 0.1 1 10 100
0.1

1

10

100

1000

10000

 

 

G
'/G

"(
Pa

)

Strain(%)

 G'  0.7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G" 0.7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0.01 0.1 1 10 100
0.1

1

10

100

1000

10000

 

 

G
'/G

"(
Pa

)

Strain(%)

 G'  0.9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G" 0.9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0.01 0.1 1 10 100
0.1

1

10

100

1000

10000

 

 

G
'/G

"(
Pa

)

Strain(%)

 G'  1.1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G" 1.1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0.01 0.1 1 10 100
0.1

1

10

100

1000

10000

 

 

G
'/G

"(
Pa

)

Strain(%)

 G' 0.3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G" 0.3wt% POSS-G1-BOC/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a) (b)

(e)

(d)(c)

(f)

0.01 0.1 1 10 100
0.1

1

10

100

1000

10000

Strain(%)

G
'/G

"(
Pa

)

 

 

 G'  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G" 5wt% 2Azo2/5wt% Phosphor/5CB



 

99 
 

 

Figure. 2 The time dependence of G’ in continuous step strain measurements for gels. (a), (b), (c), (d) and 

(e) show recovery properties of the gels and (f) show the recovery properties of 

5wt%2Azo2/5wt%Phosphor/5CB: the system was first given a small strain (γ= 0.1%) for 100 s and then given 

a large strain (γ= 100%) for 200 s, following small strain (γ= 0.1%) for its recovery. This was repeated twice to 

detect reversibility, keeping at a frequency ω= 6.28 rad s-1. 

  
Notes and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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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hang P, Wang H, Liu H, et al. Fluorescence-Enhanced Organogels and Mesomorphic Superstructure Based 

on Hydrazine Derivatives[J]. Langmuir the Acs Journal of Surfaces & Colloids, 2010, 26(26):10183-90. 

(a) (b)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1

1

10

100

1000

 

 

 G' 0.3wt% POSS-G1-BOC/5wt%2Azo2/5wt%Phosphor/5CB

St
or

ag
e 

M
od

ul
us

(P
a)

 

Time(s)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1

1

10

100

1000

 

 

 G' 0.7wt% POSS-G1-BOC/5wt%2Azo2/5wt%Phosphor/5CB

St
or

ag
e 

M
od

ul
us

(P
a)

 

Time(s)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1

1

10

100

1000

 

 

 G' 1.1wt% POSS-G1-BOC/5wt%2Azo2/5wt%Phosphor/5CB

St
or

ag
e 

M
od

ul
us

(P
a)

 

Time(s)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1

1

10

100

1000

 

 

 G' 0.9wt% POSS-G1-BOC/5wt%2Azo2/5wt%Phosphor/5CB

St
or

ag
e 

M
od

ul
us

(P
a)

 

Time(s)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1

1

10

100

1000

 

 

 G' 0.5wt% POSS-G1-BOC/5wt%2Azo2/5wt%Phosphor/5CB

St
or

ag
e 

M
od

ul
us

(P
a)

 

Time(s)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E-6

1E-5

1E-4

1E-3

0.01

0.1

1

10

100

1000

Time(s)

St
or

ag
e 

M
od

ul
us

(P
a)

 

 

 

 G' 5wt%2Azo2/5wt%Phosphor/5CB

(c) (d)

(e) (f)



 

100 
 

[3] N. Mizoshita, Y. Suzuki, K. Kishimoto, T. Kato. Electroptical properties of liquid-crystalline physical gels: a 

new oligo (amino acid) gelator for light scattering display materials[J]. J.Mater. Chem., 2002, 

12:2197-2201. 

[4] N. Mizoshita, K. Hanabusa, T. Kato. Fast and high-contrast electro-optical switching of liquid-crystalline 

physical gel: formation of oriented microphase-separated structures [J]. Adv Funct. Mater., 2003, 13(4): 

313-317. 

[5] LUO Xiao, CHEN Si, SHI Yan-qin et al.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ased POSS Nuclear 

Dendritic Gelator Crystal Physical gel[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5, 

33(5):685-691.



 

101 
 

通过立构复合晶体调控聚乳酸/聚氨酯共混物的流变性能与冲击韧性* 

刘振伟  白红伟  傅强 **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 

摘要：在聚乳酸中加入弹性体是提高其冲击韧性的常见手段，而共混物的相形态对其冲击韧性的大小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弹性体以球形粒子的形式均匀分布在聚乳酸基体中，其增韧效率远低

于“类网络”的双连续形态结构。本研究在左旋聚乳酸（PLLA）与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熔融共混

的同时，引入少量的右旋聚乳酸（PDLA），PLLA 和 PDLA 在熔体中原位形成了立构复合晶体（sc），它

可以有效提高熔体的粘度，使得共混物的相形态由典型的“海-岛”结构向“类网络”双连续结构发生转变，

从而大幅度提高了 PLLA/TPU 共混物的冲击韧性。同时立构复合晶体的存在大大加快了聚乳酸的结晶速

度，使共混物的耐热性大幅提高。 

关键词：聚乳酸；弹性体；立构复合晶体；粘度；冲击韧性  

1 引言 

聚乳酸是一种来源于可再生资源的高分子材料，它具有优异的力学强度、生物可降解性和生物相容

性等优点，因此，在食品包装、纺织、生物医用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同时，聚乳酸脆性大的缺

点又严重限制了它作为传统高分子的替代品在工程领域的应用[1,2]。将聚乳酸与弹性体共混是提高其韧性

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但是弹性体通常以球形粒子的形式分散在聚乳酸基体中，形成典型的“海-岛”

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增韧效率较低，需要加入较高含量的弹性体才能对聚乳酸产生显著的增韧效果，但

是较高含量弹性体的加入会大幅度降低聚乳酸的力学强度以及耐热性等性能[2,3]。而“类网络”的双连续相

形态结构与“海-岛”结构相比具有更高的增韧效率，可以在较低弹性体含量下达到大幅度提高聚乳酸韧性

的目的，同时又能使共混物保持高的力学强度[4]。通过控制聚合物共混物组分的流变行为可以实现共混

物相形态的转变，因此，本文利用左旋聚乳酸（PLLA）和右旋聚乳酸（PDLA）形成的立构复合晶体（sc）

可以作为PLLA熔体流变改性剂的特点，在PLLA和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熔融混合时，加入PDLA，

PLLA 与 PDLA 在熔体中原位形成立构复合晶体（sc），sc 对基体流变行为的改变使得 PLLA/TPU 共混

物的相形态由典型的“海-岛”结构转变为“类网络”双连续结构，从而对其韧性进行有效的调控；同时立构

复合晶体可以作为 PLLA 基体的高效成核剂，显著加快 PLLA 的结晶速度，从而使共混物的耐热性也大

幅度提高。 

2 实验 

实验所用设备有：德国HAAKE公司生产的Rheomix 600型转矩流变仪，美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生产的 HAAKE MiniJet 型微量注射成型仪，美国 TA 公司生产的 AR2000ex 型旋转流变仪，美国 Fei

公司生产的 FEI Inspect F 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FE-SEM），承德市精密试验机有限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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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J-40 型悬臂梁冲击试验机。实验原料为左旋聚乳酸（PLLA）、右旋聚乳酸（PDLA）和热塑性聚氨酯弹

性体（TPU），其基本的物性参数见表 1。 

表 1 三种原料的物性参数  

原料 重均分子量（g/mol） 光学纯度（%） 密度（kg/m3） 

左旋聚乳酸（PLLA） 1.7×105 98.6 1250 

右旋聚乳酸（PDLA） 1.2×105 99.5 1250 

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 1.3×105 — 1190 

首先将 PLLA、PDLA 与 TPU 在转矩流变仪中 190℃，60rpm 的条件下熔融共混 5min，制备得到含

有不同 PDLA 含量的 PLLA/15TPU/PDLA 共混物。然后将共混料用微量注射成型机注塑成型，得到测试

样品。为了测定 PLLA 与 PDLA 分子链在熔体中形成的 sc 对基体流变行为的影响，用旋转流变仪在平

行板模式下对 TPU 和含有不同 PDLA 含量的 PLLA/PDLA 共混物样品进行流变性能测试，测试温度设

定为 190℃，应变固定为 1%，扫描频率范围为 0.01-100 Hz，得到熔体粘度和储能模量随扫描频率变化

的曲线（图 1）。同时，为了表征基体流变行为的改变对于共混物相形态的影响，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

共混物微注样品的淬断面进行观察，得到共混物的形貌图（图 2）。最后，按照 ISO180/179 标准，在 25℃

的条件下对微量注塑机注塑得到的样品进行缺口冲击强度测试，得到的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1 TPU 和含有不同 PDLA 含量的 PLLA/PDLA 共混物的（a）熔体粘度和（b）储能模量随扫描频率变

化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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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共混物（a）PLLA/15TPU，（b）PLLA/15TPU/5PDLA，（c）PLLA/15TPU/10PDLA，（d）

PLLA/15TPU/15PDLA，（e）PLLA/15TPU/20PDLA 和（f）PLLA/15TPU/25PDLA 淬断面的扫描电子显

微镜的图片 

 
图 3 PLLA/15TPU/PDLA 共混物缺口冲击强度随 PDLA 含量变化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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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oring rheological properties and impact toughness of 

poly(L-lactide)/polyurethane blends by stereocomplex crystallites 

Zhenwei Liu, Hongwei Bai, Qiang Fu* 

(College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ymer Materials Engineering,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It is very common to add elastomers into poly(L-lactide) (PLLA)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LLA 

impact toughness, and the morphology of blend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increment of impact toughness. 

Usually elastomers homogeneously disperse in PLLA matrix in spherical shape, which exhibits a much 

lower toughening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a networklike co-continuous morphology. In this work, a 

small amount of poly(D-lactide) is melt blended with PLLA and thermalplastic polyurethane (TPU). 

During the blending, PLLA and PDLA molecular chains readily cocrystallize into stereocomplex crystallites,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melt viscosity of PLLA matrix and subsequently induces the inversion of phase 

morphology from a typical sea-island structure to a unique networklike co-continuous structure, thus endowing 

PLLA/15TPU/PDLA blends with remarkably improved impact toughness as compared to PLLA/15TPU blend. 

Moreover, stereocomplex crystallites can dramatically accelerate the crystallization rate of PLLA matrix and 

substantically improve the heat resistance of the blends. 

Key Words：Poly(L-lactide); elastomer; stereocomplex; viscosity; impact t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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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尿嘧啶类化合物与环氧大豆油复配作为 PVC 热稳定剂的应用研究 * 

王慕演  陈思  施燕琴  王旭** 

（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本文利用具有良好稳定效果的 6-氨基-1,3-二甲基尿嘧啶（DAU）作为原料合成了新型的双尿嘧啶

化合物（OSU），研究了其对聚氯乙烯（PVC）热稳定性能和透明性能的影响，同时加入辅助稳定剂环

氧大豆油（ESBO）与其复配增加稳定效果，并用烘箱变色法和转矩流变仪研究其对 PVC 加工性能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OSU 的稳定效果与透明性都优于 DAU，而当 ESBO 加入份数为 3 份时，PVC 样片

兼具优良的长期稳定性、初期白度和透明性，且 ESBO 的加入缩短了 PVC 在加工时的塑化时间并对 PVC

样品的动态热稳定性能影响不大。 

关键词：聚氯乙烯；双尿嘧啶；透明性能；动态热稳定性 

1 引言 

聚氯乙烯（PVC）是世界五大通用塑料之一，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抗化学药品性能、耐腐蚀性、

难燃、绝缘性和透明性等优点，可广泛用于工业建筑、农业等领域[1]。但 PVC 热稳定性差，在通常的加

工温度下即发生严重降解，因此热稳定剂是 PVC 加工中必需添加的助剂[2]。目前工业上常用的热稳定剂

主要有无机铅盐、金属皂和有机锡等[3]。但是，其中大多数常用的品种是有毒的，这严重限制了 PVC 制

品的使用范围。因此，开发新型绿色无毒热稳定剂是当前 PVC 行业的当务之急，其中研究开发高性能

的有机热稳定剂是目前热稳定剂研究领域的最前沿方向[4, 5]。本课题组前期报道了 6-氨基-1,3-二甲基尿

嘧啶（DAU）是一种效果良好的 PVC 有机热稳定剂[6]，但 DAU 熔点高，在 PVC 中分散困难，造成稳

定剂利用率低，而且 DAU 对 PVC 制品的透明度有很大影响。本文针对 DAU 的这些缺点，利用其作为

原料合成了新型的双尿嘧啶化合物（OSU），并研究了双尿嘧啶化合物对 PVC 热稳定性能和透明性能的

影响。 

2 实验 

图 2 显示的不同热稳定剂对 PVC 静态热稳定性能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相比于原料 DAU 本文

所合成 OSU 稳定效果表现更突出，无论是抑制 PVC 初期着色和长期热稳定效果，OSU 都比 DAU 更好。

这是因为 DAU 与 PVC 相容性差，在 PVC 中分散困难，造成稳定剂利用率低下；而 OSU 分子中带有长

烷烃链，与 PVC 相容性好，稳定剂利用率高，热稳定效果就更佳优秀。环氧大豆油（ESBO）作为传统

辅助稳定剂在加入体系中后长期稳定性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初期白度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随着加入

份数的增加稳定效果增加不明显。 

                                                             
基金项目：浙江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项目（No: 2050999093）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21004052, 51173167)资助。 



 

106 
 

N

N N

N

O O

O

Me

NH2

Me

Me Me
O H2N

 

Fig. 1 OSU              Fig. 2 Discoloration of PVC films stabilized by different thermal 

stabilizers at 180℃. 

图 3 显示的是不同热稳定剂对 PVC 动态热稳定性能的影响。在实际加工生产中，加入稳定剂的 PVC

样品是在剪切力的作用下经历着塑化和降解，而转矩流变仪提供的物料扭矩与时间的曲线更真实、更准

确的体现了在实际加工生产时稳定剂稳定 PVC 的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加入辅助稳定剂 ESBO 后，

PVC 样片的塑化时间都得到一定的减少，说明 OSU 和 ESBO 复配使用时，对 PVC 初级粒子和金属表面

的滑移较好，促进了 PVC 加工过程中的外润滑作用。而当 ESBO 份数增加时，PVC 样品的稳定时间反

而减少，在加入份数为 3 份时，对 PVC 样品的动态热稳定性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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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Torque versus mixing time of PVC and its blends with different stabilizers during the reactive 

melt-blending process at 180 oC with a rotor speed of 50 rpm. 

图 4 显示的是不同热稳定剂对 PVC 透明性能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含有 DAU 的 PVC 样片背

后的图片很迷糊，其透明性能很差，而含有 OSU 的 PVC 样片背后图片非常清晰，其透明性能优于 DAU

的样片。这也是由于 OSU 与 PVC 相容性好，在加工时与 PVC 形成了均相结构，对 PVC 透明性能影响

小。而在加入 3 份 ESBO 后，随着样片初期白度的提升透明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随着份数的增加，

PVC 样片的雾度增加反而降低了透明性。综上所述，加入 OSU 和 3 份 ESBO 的 PVC 样片兼具出色的热

稳定性能与良好的透明性，表明了本文所开发的双尿嘧啶稳定剂具有应用于透明 PVC 制品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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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Optical images of PVC films stabilized by (a) DAU, (b) OSU, (c) OSU+3 phr ESBO, (d) OSU+6 phr 

ESBO, (e) OSU+9 phr ES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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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s-uracil compound and epoxidized soybean oil as 

thermal stabilizers for PVC  

MUYAN Wang, SI Chen, YANQING Shi, XU Wang *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1.)  

Abstract: Bis-uracil compound (OSU) and epoxidized soybean oil(ESBO) were examined as a thermal 

stabilizer for poly(vinyl chloride) (PVC) in air at 180℃. The stable effect and transparent of the OSU 

were greater than DAU. When the 3 phr ESBO were adding in, PVC samples had both excellent long-term 

stability, early whiteness and transparency, and the addition of ESBO shortened the plastic time of PVC 

and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dynamic thermal stability of PVC samples.  

Key Words：Poly(vinyl chloride), Bis-uracil, Transparency, Dynamic therm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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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P3 图：一种表征流体复杂热流变的方法 * 

聂智军  俞炜 **  周持兴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流变学研究所，上海 200240） 

摘要：本文通过大振幅振荡剪切研究了烯烃嵌段共聚物非线性的热流变行为。在 vGP1图中，M01 和 M02

相位角曲线重叠，无法区分 M01 和 M02 相行为的差异，而 M03 相位角曲线 TTS 失效。在 vGP3图中，

不同温度的 M01 相位角曲线仍可以重叠，但 M02 和 M03 相位角曲线 TTS 失效，TTS 失效随着分子量

的增加变得更加明显。vGP3 图对 TTS 失效高灵敏性，使其成为研究复杂流体热流变行为的备选方法。 

关键词：烯烃嵌段共聚物；vGP 图；复杂热流变 

对于诸如线性聚合物熔体和溶液，温度的变化并不会改变线性粘弹性函数与频率或者时间曲线的形

状。通过平移频率或时间可以扩展线性粘弹性函数的频率范围，这就是著名的时间-温度叠加(TTS)原理。

通常没有异质性的流体，TTS 成立，称为简单热流变行为；否则，称为复杂热流变行为。在共聚物或聚

合物共混物中，浓度涨落或相分离往往导致 TTS 失效。关于聚合物多相体系，基于线性粘弹性的时温叠

加报道很多，但是基于非线性时温叠加的研究（特别是大振幅振荡剪切条件下）很少。为此，本文选择

烯烃嵌段共聚物（OBCs）[1]研究非线性的热流变行为。实验样品由陶氏化学公司提供，其物性参数见表

1。实验仪器为美国 TA 公司的 ARES-G2 控应变型流变仪，采用平行板夹具，间距为 1mm。在固定的频

率下进行应变扫描实验，为了获得稳定的实验数据，每个应变进行 8 个周期，但仅采用后 5 个周期数据。 

表 1 OBCs 样品的物性参数 

样品 重均分子量

 
分子量分布指数

 
硬段含量

 
软段含量

 
熔点（℃） 相分离能力 

OBC-M01 61.7 1.83 25 75 122 弱 

OBC-M02 82.6 2.15 25 75 122 中等 

OBC-M03 156.6 1.97 25 75 119 强 

当振荡剪切的振幅大时，应力不再是正弦曲线而呈现高次谐波分布，采用傅立叶流变可把时间域的

应力数据变换为频率谱。Hyun 等[2]定义非线性系数（Q=I3/1/ 0
2）及零应变非线性系数（Q0）。类似地，

可以定义 *
11,0G 、 1,0δ 、 *

33,0G 、 3,0δ 。在线性粘弹区，相位角（ 1,0δ ）与相应复数模量的绝对值（ *
11,0G ）

图（即：vGP 图）被证明是评估 TTS 的有效方法。同样地，第三谐波的相位角（ 3,0δ ）与第三谐波复数

模量（ *
33,0G ）图，可定义为 vGP3 图。为区分 vGP3 图，基频下的 vGP 图定义为 vGP1图。图 1 给出了

硬度含量相近分子量不同 OBCs 的 vGP1图 和 vGP3图。在 vGP1 图中，不同温度下的 M01 和 M02 相位

角曲线重叠，表明 vGP1 图无法区分 M01 和 M02 相行为的差异。在相同复数模量下，M03 的相位角小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2011CB606005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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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M01 和 M02；在不同温度下，M03 的 vGP1 图无法重叠，意味着 TTS 失效。在 vGP3图中，不同温度

下的 M01 相位角曲线仍然可以重叠。然而，M02 和 M03 不能重叠，TTS 失效随着分子量的增加变得更

加明显。vGP3 图对 TTS 失效高灵敏性，使其成为研究流体复杂热流变行为的备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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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温度下 OBCs 的 vGP1图( *
1,0 11,0~ Gδ )和 vGP3 图( *

3,0 33,0~ G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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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P3 plot: A way to characterize thermorheological complexity 

ZHIJUN Nie, WEI Yu*, CHIXING Zhou 

(Advanced Rheology Institut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thermorheological complexity of OBCs in nonlinear regime has been investigated under 

LAOS. In the vGP1 plot, the phase angle of M01 and M02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superimpose, 

indicating that the vGP1 plot is unable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hase behaviors of two 

samples. The phase angle of M03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cannot superimpose successfully, which 

implies the failure of TTS. In the vGP3 plot, the phase angle of M01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can still 

superimpose on each other. However, those of M02 and M03 fail to overlap, and the deviation becomes 

more distinct as the molecular weight increases. The high sensitivity of vGP3 to the failure of TTS makes 

it a new candidate in studying the thermorheological behaviors of complex fluids. 

Key Words：olefin multiblock copolymers; vGP plot; thermorheological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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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填充 PMMA 纳米复合材料中聚合物的链段运动行为 * 

尤伟  俞炜 **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流变学研究所, 上海 200240） 

摘要：本文通过聚合物的平台模量与粒子有效体积之间的关系，计算出复合体系中聚合物的管子直径。

考察了粒子大小以及粒子-聚合物相互作用对复合体系中聚合物链段运动的影响。 

关键词：纳米粒子；复合材料；平台模量；管子直径   

1 引言 

由于纳米粒子的流体力学效应，纳米粒子填充到聚合物体系中能够显著提高聚合物的模量和延长聚

合物的松弛时间，起到增强效果。纳米粒子的流体力学贡献一方面来源于硬而不可行变的粒子对流场的

扰动；另一方面来源于纳米粒子对聚合物基体链段运动的影响。例如，粒子与聚合物之间有特殊相互作

用、粒子-粒子拓扑结构的限制等因素引起聚合物链段受限运动。 

2 实验 

纳米粒子在复合材料的分散情况如下图 1 所示。其中，PBNC-82 表示二氧化硅纳米粒子（有效直径

为82nm）与PMMA的复合材料；PCCNC-145表示表面接枝交联PMMA的二氧化硅（有效直径为145nm）

与 PMMA 的复合材料。 

 

图 1 PMMA/SiO2粒子填充聚合物体系的 TEM 照片. 其中 (a) PBNC-82, SiO2为 7.4vol%；(b) PCCNC-145, 

SiO2为 7.9vol% 

从图 2（a）可以看出，在粒子含量小于 10vol%时，不同体系二氧化硅填充 PMMA 复合材料的平台

模量上升幅度接近。表明，此时平台模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粒子引起的流场扰动，与粒子的有效体积成

正比。对于 PCCNC-145 样品，随着粒子体积继续增加，平台模量上升的速度与 Bachelor equation[1] 预

测值接近。对于 PBNC-82 复合体系，由于二氧化硅与 PMMA 之间的氢键相互作用，平台模量增加的更

多。表明，粒子-聚合物相互作用使得聚合物的链段运动减慢。因此，我们认为，粒子复合体系平台模

                                                             
**通讯作者, 俞炜,  E-mail：wyu@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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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粒子对流场扰动的贡献，另一部分是粒子对聚合物基体运动受限的影响。扣

除粒子引起的流场扰动对平台模量的贡献，可以得到粒子复合体系中聚合物基体有效管子直径，如图 2

（b）所示。随着粒子体积分数的增加，PCCNC-145粒子填充体系的管子直径并没有明显变化。而PBNC-82

体系，在体积分数大于 10%时，粒子填充体系的管子直径开始明显降低。因此，纳米复合体系中聚合物

的链段运动既与粒子大小有关，又与粒子-聚合物相互作用强弱有关。更进一步的关系有待后续进一步

的研究。 

 

图 2 （a）粒子填充体系的平台模量与纯 PMMA 的平台模量的比值与粒子有效体积的关系曲线； 

   （b）粒子填充体系的管子直径与纯 PMMA 的管子直径的比值与粒子有效体积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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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relaxation in PMMA/SiO2 nanocomposites  

WEI You, WEI Yu* 

(Advanced Rheology Institute,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plateau modulus and the tube diameter of PMMA/SiO2 nanocomposites with 

different SiO2 particle propert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in plateau modulus is associates with 

a conventional filler effect for no interacting mixtures of particles and polymers. However, for attractive 

particle-polymer interactions nanocomposites, a decrease of the tuber diameter of the PMMA is found.  

Key Words：nanoparticle; composites; plateau modulus; tube 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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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阳离子 Gemini 光敏增稠胶束体系流变性研究 * 

王梁元  方波**  李科晶  杨沫  李国栋  熊家培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上海 200237) 

摘要 本文考察了 18-HP-18/trans-ACA（15mM/15mM）的光敏性质及紫外光照前后的流变学性质变化。

确定了 18-HP-18/trans-ACA 溶液为光照增稠新体系，紫外光照之后，体系黏度和黏弹性明显增大，出现

剪切变稀现象及触变性。考察 18-HP-18/trans-ACA 溶液体系紫外光照过程流变学性质变化曲线，明确了

黏弹性模量随紫外光照时间的变化曲线。可望丰富光增稠胶束体系研究和应用。 

关键词 光敏增稠；流变性质；流变动力学 

1 前言 

智能材料正成为研究热点领域之一[1]。一些智能流体[2]的流变学性质可通过外部刺激引起改变，外

部刺激包括 pH[3,4]、电场[5-8]、磁场[9,10]、光、温度[11,12]等。光敏流体最早于 Wolff T 研究团队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来的。光敏流体具有低成本、易合成、可循环等优良特性，在微型机器人、微型反应器阀

门控制和传感器[13-15]等方面将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光流变胶束体系可分为流变不可逆、光流变可逆、

光照变稀和光照增稠体系。目前，已发表的论文多是关于光照变稀体系和光照流变可逆体系，而关于光

照增稠体系的报道较少。本文研究了一种紫外光照增稠胶束新体系，由 Gemini 表面活性剂羟丙基双(油

酰基二甲基醋酸铵)(18-HP-18)与 trans-ACA 组成，其中表面活性剂 18-HP-18 是由 ODAA 与叔胺继续反

应获得。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 
羟丙基双油酰基二甲基醋酸铵（18-HP-18）为实验室自制；反式偶氮苯-4-苯甲酸(trans-ACA)，分析

纯，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氢氧化钠，分析纯，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蒸馏水。 

实验室自制的 18-HP-18 的结构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18-HP-18 的分子结构式  

2.2 实验仪器 

电子天平 FA2004，上海衡平仪器仪表厂；流变仪 Physica MCR 302 和 Physica MCR 702 ， 奥 地 利

Anton Paar 公司；ML-3500S/FA 冷光源超高强度紫外灯(365nm)，美国 Spectroncis 公司。 

2.3 光照增稠体系流变性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光敏减阻胶束体系流变反应动力学性质研究(No.21273072)”的支持。 
**通讯作者：方波，电话：021-64253361。E-mail：fangbo@ec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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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8-HP-18/trans-ACA 体系配比为 15mM/15mM，在温度为 30℃下，利用 Physica MCR 302 流变

仪的双间隙测量系统(C-DG26.7/T200，内径 23.831mm，外径 27.597mm)考察其紫外光照前后的流变学

性质。1)在 0.1~1000s-1 剪切速率范围下，测量流体体系紫外照射前后的流动曲线；2)设定剪切速率为三

角波模式，先从 0.1s-1 增至 100s-1，然后由 100s-1 降至 0.1s-1。在该种三角波模式下，测量流体体系紫外

照射前后触变环的变化。3）将紫外灯安置于流变仪(MCR-702)的底部，流变仪测试平台采用透明石英玻

璃，方便紫外灯光束从底部穿过，以便照射到平台上的光敏胶束样品。在频率 ω=1Hz，应变 γ=10%下，

测试 18-HP-18/trans-ACA 光敏胶束紫外光照过程黏弹性变化曲线。 

3 结果与讨论 

3.1 18-HP-18/trans-ACA 溶液紫外光照前后剪切变稀性 

如图 2，紫外光照 1h 后，18-HP-18/trans-ACA 光流体体系黏度明显增大，同紫外光照之前类似，紫

外光照之后体系在低剪切速率下(<1s-1)，具有类似于牛顿流体的性质。当>1 s-1 时，体系具有明显的剪切

变稀现象，说明紫外光照之后体系内部形成了空间网状结构。当剪切速率>100s-1，剪切变稀现象消失，

体系黏度达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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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光敏胶束体系紫外光照前后剪切变稀曲线    图 3 光敏胶束体系紫外光照前后的触变性 

3.2 18-HP-18/trans-ACA 溶液紫外光照前后触变性曲线 

18-HP-18/trans-ACA 溶液紫外光照前后触变性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紫外光照之前体系触变环面积

基本为零，触变环上行线与下行线重合。紫外光照之后，体系出现明显的触变环，说明此时体系内部形

成空间网状结构。其中在低剪切时(<40s-1)，体系下行线大于上行线，说明此时体系内部形成黏弹环；当

剪切速率大于 40s-1，体系上行线大于下行线，说明此时体系内部形成正触变环。 

3.3 18-HP-18/trans-ACA 溶液紫外光照过程黏弹性曲线 

由图 4 得到 18-HP-18/trans-ACA 溶液体系紫外光照过程黏弹性曲线。紫外光照之前，体系黏性模量

G”大于弹性模量 G’，说明体系以黏性为主。当 t=100s 时，开启紫外灯，体系黏性模量 G”和弹性模量 G’

均开始逐渐增长，但弹性模量 G’的增长速率大于黏性模量 G”的速率。在 t 在 120s 左右时，体系的弹性

模量 G’开始大于黏性模量 G”，说明此时体系以弹性为主，体系开始形成空间网状结构。在实验时间范

围内，随着紫外光照时间继续增长，体系的弹性模量 G’始终大于黏性模量 G”，正式为 UV 增稠胶束新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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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8-HP-18/trans-ACA 光敏胶束体系紫外光照过程黏弹性曲线 

4 结论 

本文考察了 18-HP-18/trans-ACA 的光敏性质及紫外光照前后的流变学性质变化。确定了

18-HP-18/trans-ACA（15mM/15mM）紫外光照之后体系黏度和黏弹性明显增大，出现剪切变稀现象及触

变性，证实为紫外光流变强化增稠胶束新体系。明确了 18-HP-18/trans-ACA 溶液体系紫外光照过程中黏

弹性模量随紫外光照时间的变化曲线。可望丰富光流变增稠胶束体系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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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y and Rheo-kinetics of novel Photo-thickening Cationic Gemini 

Surfactant Fluid 

Liangyuan Wang, Bo Fang*, Mo Yang, Kejing Li, Jiapei Xiong, and Guodong Li 

（Chemical Engineering Rheolog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200237.） 

Abstract: A novel rheological photothickening fluid composed of hydroxypropyl double (oleyl dimethyl 

ammonium acetate) (18-HP-18) and trans-4-phenylazo benzoic acid (trans-ACA) was investigated. The 

mixture solution possesses photothickening property under suitable molar ratio ranges 

(18-HP-18/ACA=15mM/15mM). Before UV irradiation, the 18-HP-18/ACA mixture solution shows low 

viscosity and weak viscoelasticity. After UV irradiation, trans-ACA is photoisomerized to its cis form, 

changing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The results make the mixture solution viscosity and viscoelasticity 

increase obviously. Furthermore, the rheo-kinetics process of 18-HP-18/ACA mixture solution during UV 

irradiation was studied. The new system might enrich the light thickening micellar system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photothickening; rheological properties; rheo-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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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醇水溶液流变行为的浓度及时间依赖性 * 

梅清青  吕维扬  杜 淼**  宋义虎  郑 强 

（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杭州 310027） 

摘要：聚乙烯醇（PVA）水溶液的流变行为受其分子链在溶液中的形态及相互作用的影响，表现出一定

的浓度依赖性。流变测试结果表明，PVA 水溶液在所测浓度范围内可划分为三个区域：0~2 wt%、2~5 wt%

以及 5~15 wt%，分别对应稀溶液、亚浓非缠结溶液和亚浓缠结溶液。在临界缠结浓度以上，溶液流变

行为对浓度更为敏感，其原因在于浓度增大不仅强化分子链缠结的状态与程度，也会增强 PVA 分子链

间的氢键相互作用。 

关键词：聚乙烯醇；流变行为；浓度分区；氢键作用 

1 引言 

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简称 PVA）是一种常见的亲水性高分子材料，具有良好的降解性、

透明性、成膜性与加工性，且价格低廉，因此大量用于生产薄膜、凝胶、乳化剂、上浆剂和涂料等[1]。

可以看出，PVA 在使用与加工过程中多以水溶液的形式存在，因此研究其水溶液的流变行为可用于加工

工艺的分析与优化。在实际测试中，很多因素会影响 PVA 水溶液的流变行为，如醇解度、温度、浓度，

外加盐或粒子，其中浓度（c）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往往会参与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中去[2]。这是由于 PVA

分子链上存在大量的羟基，使其水溶液体系中存在分子链内氢键、分子链间氢键以及 PVA-水分子间氢

键三种相互作用，改变聚合物溶液的浓度不仅会改变分子链的构象和缠结状态，也会影响到上述氢键作

用的形成与比例，从而对体系的流变行为产生较大影响[3]。Li 等研究表明 PVA 水溶液的水合数会随浓度

发生改变，表现为低浓度区高水合状态，高浓度区低水合状态，水合数的变化反映出了氢键作用随浓度

的变化趋势[4]。为进一步明确浓度的作用效果，本文通过流变学方法研究了 PVA 水溶液稳态与动态流变

行为的浓度依赖性及静置时间的影响，以期为溶液配制中浓度与储存时间的选择提供一定参考。 

2 实验 

实验所用原料为 PVA-1799，其基本物性参数如表 1所示。配制一系列不同浓度的 PVA-1799水溶液，

并采用 TA 公司应力控制型旋转流变仪 AR-G2 进行流变学性能测试。稳态扫描时，测试温度为 20 °C，

剪切速率范围为 0.001-1000 s-1
，每次测试前恒温 5 min，每个剪切速率（γ）下的最长测试时间设置为 3 

min。动态扫描时，测试温度为 20 °C，频率范围为 0.0158-100 rad s-1
，并根据应变扫描曲线确定线性黏

弹区应变值。除特殊说明，流变测试均在溶液配制完成的第三天进行，以保证实验条件的一致性。 

表 1 聚乙烯醇原料的物性参数 

牌号 来源 醇解度 重均分子量 多分散指数 

PVA-1799 阿拉丁 96% 80065 1.90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LY16B0400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17316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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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不同浓度 PVA-1799 水溶液稳态剪切曲线在平台区的平均黏度η ，计算增比黏度
s

s
sp η

ηηη −
= ，

其中纯水在 20 °C 下表观黏度 sη = 0.001 Pa.s，将 spη 对其 c（所占质量百分数）作图，得图 1。可以看出，

在所测浓度范围内根据斜率差异曲线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区域：c = 0 ~ 2 wt%、c = 2 ~ 5 wt% 以及 c = 5 ~ 

15 wt%，分别对应稀溶液、亚浓非缠结溶液和亚浓缠结溶液，临界接触浓度（ *c ）与临界缠结浓度（ ec ）

分别约为 2 wt%、5 wt%。斜率代表了 spη 对 c 的依赖程度。表 2 列出了 PVA-1799、中性聚合物与聚电解

质在这三个浓度区的对应斜率。稀溶液下 PVA-1799 的斜率值仅为 0.36，小于中性聚合物和聚电解质，

表明在此浓度范围内黏度对浓度的依赖性很弱，此时 PVA 分子链内氢键作用较强，分子链不易伸展；

在亚浓非缠结区，PVA-1799 水溶液的斜率值为 1.17，接近中性聚合物溶液；而在亚浓缠结区，其斜率

值为 2.94，介于中性聚合物溶液和聚电解质溶液之间，此时 PVA 分子链内与分子链间氢键作用同时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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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VA-1799 水溶液增比黏度与其溶液浓度的

关系 

图 2 不同浓度下 PVA-1799 水溶液的稳态剪切曲线及其

carreau 拟合曲线 

表 2 中性聚合物、聚电解质和 PVA-1799 溶液黏度对浓度依赖性比较 

聚合物种类 稀溶液 亚浓非缠结溶液 亚浓缠结溶液 

中性聚合物 1 1.25 3.75 

聚电解质 1 0.5 1.5 

PVA-1799 0.36 1.17 2.94 

为进一步研究亚浓缠结区溶液流变行为的浓度依赖性，引入 Carreau 模型[5]对临界缠结浓度以上的

PVA-1799 水溶液（10 wt%、15 wt%）稳态剪切曲线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如图 2 所示。Carreau 方程如下

所示： 

2/)1(2
0 ))(1(

1
nt −

∞

∞

+
=

−
−

γηη
ηη


                       （1） 

其中 0η 、 ∞η 分别为零切粘度和γ趋于无穷大时聚合物所达到的另一个平衡黏度；t 为时间常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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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量纲参数。 

    从拟合结果来看，carreau 模型可对所测不同浓度的稳态剪切曲线进行较好的拟合，但 c 为 15 wt%

时拟合效果较差，表现为在高γ的末端出现了较明显的黏度下降。且可看出 10 wt%PVA-1799 水溶液的

剪切变稀现象比15 wt%的在低γ更明显，这是由于 c降低导致分子间缠结程度减弱，分子链更易解缠结；

同时 PVA 分子链间距离增大，所形成的分子链间氢键作用减少，这种弱氢键作用可在更小外加作用力

下被破坏。在 PVA-1799 水溶液的动态流变曲线中（如图 3 所示），低频区储能模量（G′）下降幅度变缓，

呈现出部分自缔合体系的性质，且在浓度高时体现得更明显，这也可能与高浓度时易形成更多分子链间

氢键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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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浓度下 PVA-1799 水溶液储能模量与损耗模量的

频率扫描曲线 

图 4 不同静置时间下 PVA-1799 水溶液的稳态剪切曲线 

    另外，在实验中发现 PVA-1799 水溶液的流变性质会受静置时间的影响。图 4 给出了不同静置时间

下溶液表观黏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曲线，10 wt% PVA-1799 水溶液随静置时间的增加，在低剪切速率区

黏度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而 15 wt%PVA-1799 水溶液静置 20 d 后，在整个剪切测试范围内黏度增加

明显。分析认为体系浓度增大，PVA 分子链间距离缩短，更易形成分子间氢键作用，随着放置时间的延

长 PVA 分子链间有足够的时间接触以形成更多的氢键作用，甚至形成类网络结构，导致黏度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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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Poly(vinyl alcohol) aqueous solution and Its 

Concentration and Ageing Time Dependence  

QINGQING MEI, WEIYANG LV, MIAO DU*, YIHU SONG, QIANG ZHENG 

（MOE Key Laboratory of Macromolecular Synthesis and Functionalization,  

Department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The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Poly(vinyl alcohol) aqueous solu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nformation、entanglement degree and interaction of PVA molecular chains, which always depend on 

solution concentration (c). Over the measured concentration range, PVA-1799 aqueous solu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0~2 wt%、2~5 wt% and 5~15 wt%, respectively corresponding to the 

dilute solution、semidilute unentangled solution and semidilute entangled solution. Beyond the critical 

entangled concentration, the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PVA aqueous solution exhibited high sensitivity to c, 

because that the increased c enhanced not only the entanglement degree of molecular chains but also the 

intra-macromolecular hydrogen bonding.  

Key words: poly(vinyl alcohol); rheological behavior; concentration; hydrogen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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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法研究不同类型聚合物的剪切流变特性* 

冯海顺  康万利**  吴海荣  李哲  于泱  张黎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提高采收率研究院，北京 102249） 

摘要：采用微流控的方法，探讨了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和疏水缔合聚合物在高速剪切下的流变特性，分

别从不同浓度、不同矿化度和不同温度条件进行了粘度随剪切速率变化的对比研究，由于疏水缔合聚合

物溶液中含有少量的疏水基，在溶液中能够形成分子间和分子内缔合，所以 SS-1 疏水缔合聚合物相比

K260 聚合物具有更好的耐剪切、耐温及耐盐能力。 

关键词：微流控；疏水缔合；流变特性；剪切粘度 

1 引言 

在聚合物驱的注入过程中，注聚设备、管线、完井方式(炮眼)、近井地带的高速剪切降解作用，会

导致聚合物溶液粘度大幅度下降。在高矿化度、高渗透率的油藏条件下，聚合物溶液在炮眼处所受的高

速剪切和拉伸等作用最大[1-2]，导致聚合物溶液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并伴随部分分子链发生断裂，严重

影响聚合物驱油效果。作为油气开采用的水溶性聚合物必须具有良好的剪切稀释性和抗剪切性。有文献

报道[3]，聚丙烯酰胺溶液在剪切速率为 66.7s-1下连续剪切 2min 后的粘度损失高达 90%以上，并且粘度

不能恢复，严重影响了措施效果。对于疏水缔合聚合物，由于疏水缔合作用的存在，剪切速率对缔合聚

合物溶液粘度影响较为复杂，但其仍然能够依靠聚合物分子链内和链间缔合作用，在溶液中实现增粘和

流度控制能力[4-6]。本文针对目前驱油用聚合物研究现状，选取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和疏水缔合聚合物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微流控的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聚合物在高速剪切下流变特性。 

2 实验部分 

2.1 材料和仪器 

    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 K260（安徽天润化工有限公司）；疏水缔合聚合物 SS-1（实验室合成）； 

仪器： FLUIDICAM 流动运动粘度仪（北京朗迪森科技有限公司）；BROOKFIELD 旋转粘度计。 

2.2 实验方法 

   
图 1 FLUIDICAM 流动运动粘度仪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273286）；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462015YJRC033）。 

**康万利：男(汉族)，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kangwanl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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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FLUIDICAM 流动运动粘度仪主要是采用微流控原理：实验时，样品和一个粘度标准品在

设定流速下同时被挤入 Y 型芯片，在通道内形成层流共流，利用集成光学系统捕获流动状态，并测量界

面位置。样品和参比标准品之间的界面位置与样品的粘度和两个流体的流动速率相关。利用集成专用数

学算法的软件，获取粘度随剪切速率变化的曲线，或者粘度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3 结果与讨论 

3.1 聚合物溶液的粘浓关系 
K260 聚合物和 SS-1 疏水缔合聚合物在 50℃下的在粘浓关系曲线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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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K260 聚合物和 SS-1 疏水缔合聚合物的粘浓曲线 

从图 2 可以看出，两种聚合物溶液均具有较好的增粘性能。K260 聚合物粘度随着浓度增加呈线性

增长。SS-1 疏水缔合聚合物粘度在 1500mg/L 左右时急剧上升，说明 SS-1 聚合物临界缔合浓度约为

1500mg/L，当溶液浓度低于该浓度时，缔合聚合物溶液的粘度上升很慢，这主要是在低浓度溶液中，聚

合物主要以分子内形成疏水微区为主，分子内缔合作用的结果使分子流体力学尺寸减小，溶液粘度降低；

而在超过临界缔合浓度时，则形成分子间的疏水缔合，引起溶液粘度明显上升。 

3.2 不同浓度下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 

    不同浓度 K260 聚合物和 SS-1 疏水缔合聚合物在 50℃下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见图 3，流变剪切速

率的范围 50-1-15000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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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种聚合物不同浓度时的流变曲线（a：K260，b：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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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3a 中可以看出，K260 聚合物在相同剪切速率下，随着浓度的增加溶液粘度逐渐上升，这是因

为浓度越高，单位体积内的分子数越多，分子之间的相互吸引、相互缠结的作用越强，所以粘度越大；

在相同的浓度下，剪切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加而下降，当下降到一定值后，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粘度

基本保持不变，这是由于聚合物分子间的线团结构被破坏，使分子定向性更强，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减小。  

    从图 3b 中可以看出，SS-1 聚合物在相同剪切速率下，随着浓度的增加溶液粘度也逐渐上升，这主

要是由于浓度越高，溶液中疏水基含量越高，形成了大量疏水微区，大大促进了分子间的缔合作用的结

果；在同一浓度下，聚合物的粘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不断降低，表现为剪切稀释。这主要是由于疏

水缔合聚合物溶液中含有少量的疏水基，在溶液中形成了分子间和分子内缔合，主要以分子内缔合为主，

分子内缔合使大分子链卷曲，聚合物流体力学体积减小同时由于浓度较低，聚合物抗剪切能力也很低，

所以在剪切过程中，一方面剪切应力破坏了分子内缔合，形成了分子间缔合，使溶液粘度增加，另一方

面剪切应力又破坏了形成的分子间缔合，使得溶液粘度又降低，这种缔合和解缔共同作用结果，使得聚

合物溶液粘度出现很大的波动。 

3.3 不同矿化度下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 

    用 1500mg/L 的 K260 聚合物和 SS-1 疏水缔合聚合物，在矿化度为 0-20000mg/L 条件下 50℃时粘

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见图 4，流变剪切速率的范围 50-1-15000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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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两种聚合物不同矿化度下的流变曲线（a：K260，b：SS-1） 

    从图 4a 中可以看出，K260 聚合物在相同剪切速率下，随着矿化度的增加，聚合物溶液的粘度在不

断降低；在相同矿化度下，聚合物溶液的粘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降低，即表现出了剪切稀释性。这

主要是由于溶液中阳离子屏蔽了高分子链上的负电荷，产生去水化作用。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使水分

子的有序性增加，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减小，为了降低整个体系的有序性因而聚合物链由伸展趋向卷曲，

分子的有效体积减小，导致粘度降低，抗盐性较差，所以表现出了剪切稀释性。 

    从图 4b 中可以看出，SS-1 聚合物在相同剪切速率下，缔合聚合物溶液的粘度随着矿化度的增加表

现为逐渐降低，只有在矿化度为 5000mg/L 时，溶液粘度大于矿化度 2500mg/L 时的粘度，表现出盐增

稠现象。这是由于在聚合物浓度为 5000mg/L 时，缔合聚合物溶液中已经形成了大量分子间缔合作用。

随着矿化度的增加，一方面溶液中的阳离子屏蔽了溶液中负电荷，使得分子间的缔合作用减小，引起溶

液粘度下降，产生了“负效应”，另一方面溶液中盐的加入，增强了溶液的极性，从而促进了分子间的疏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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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缔合作用，使溶液的结构粘度增加，产生了“正效应”。正是两种作用的共同结果导致了在矿化度为

5000mg/L 左右时，正效应起主要作用，当大于 5000mg/L 时负效应一直起主要作用。 

3.4 不同温度下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 

    1500mg/L 的 K260 聚合物和 SS-1 疏水缔合聚合物，在温度为 50℃-80℃条件下粘度随剪切速率的

变化见图 5，流变性剪切速率的范围 50-1-15000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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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种聚合物不同温度下的流变曲线（a：K260，b：SS-1）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K260 和 SS-1 聚合物溶液在不同温度时，溶液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规律相同。

在相同剪切速率下，K260 和 SS-1 聚合物溶液都随着温度的增加粘度逐渐降低。但是 SS-1 聚合物溶液

变化相对较小，而 K260 溶液粘度下降明显。说明在给定的温度范围内，SS-1 聚合物溶液由于存在疏水

基团，随着温度的升高，虽然疏水基团的热运动加剧，使得疏水缔合聚合物由升温所产生的负效应大于

升温而产生的正效应，而使得粘度表现为下降，也正是由于正负效应的共同结果使得溶液粘度下降相对

缓慢。 

4 结论 

（1）采用微流控的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聚合物在高速剪切下的流变特性，该方法操作设置简单、测

量过程快速可视化、测量结果可靠，剪切粘度范围可以达到 50-1-105s-1。 

（2）在相同条件下，K260 聚合物当剪切速率高于 1000s-1 后粘度基本不发生变化，聚合物分子间的线

团结构基本被破坏；而 SS-1 聚合物粘度仍然会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降低，说明疏水缔合聚合物溶液

中含有的疏水基，在高速剪切状态下仍能形成一定的分子间和分子内缔合；所以 SS-1 疏水缔合聚合物

比 K260 聚合物具有更好的耐剪切、耐温及耐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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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ical properties for different polymers based on microfluidic 

principle 

Haishun Feng, Wanli Kang*, Hairong Wu, Zhe Li, Yang Yu, Liming Zh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The microfluidic principl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partially 

hydrolyzed polyacrylamide and hydrophobic association polymer under high shear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salinities and temperatures. Since there was a small amount of hydrophobic group in the 

hydrophobic association polymer solution, formation of intermolecular and intramolecular associations 

were enabled. Therefore, the SS-1 Hydrophobic Associated Polymer displayed a better resistance to shear 

resistance, temperature and salt tolerance as compared to K260 polymer. 

Key Words：microfluidic principle; hydrophobically associating; rheological properties; shear 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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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聚合物及其共混物的线性与非线性流变学 * 

阎志超 1,2,  Salvatore Costanzo2,3, Youncheol Jeong4, Taihyun Chang4，Dimitris Vlassopoulos2,3** 

(1 深圳大学材料学院，深圳 518060； 

2.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Laser, FORTH, Heraklion 71110, Crete, Greece;  

3.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rete, Heraklion 71003, Crete, Greece;  

4. Divis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 and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hang 37673, Korea） 

摘要：由于缺少链末端，环状聚合物具有不同于线性聚合物的动力学行为。我们考察了经过严格纯化的

环状聚合物的线性与非线性流变学行为。结果表明 lattice-animal 模型可以描述高分子量环状聚合物的松

弛机理,而 Rouse 模型更适合于低分子量环状聚合物。阶跃剪切速率与阶跃应变实验都表明环状聚合物比

线性链更难发生非线性形变。在环状/线性共混物中，环状聚合物可以作为流变学修饰剂调节线性基体的

动力学行为。 

关键词：环状聚合物；线性与非线性流变学；环状/线性共混物  

1 引言 

    环状聚合物的特点是缺少链末端，因此它的流变学响应完全不同于其他结构的聚合物[1]. 最近，一

个经过严格纯化的高分子量环状聚合物被提取出来，流变学研究表明，该材料以自相似的方式松弛，而

且没有缠结平台[2]。环状聚合物的线性粘弹性不能用线性聚合物的模型（如蛇行模型）来描述，而需要

用到它独有的模型，即 lattice-animal 模型[3]。 Lattice-animal 模型在高分子量环状聚合物中取得了成功，

然而对于低分子量样品，一个修饰后的 Rouse 模型可以给出更好的预测 [4,5]. 两个模型的转变点对于聚

苯乙烯来说大概在分子量 90 kg/mol 左右，不同于线性聚合物的缠结-非缠结转变分子量[5]。 

    环状聚合物的非线性流变学还没有通过实验得到充分研究。Schroeder 等人观察到了环状 DNA 分子

在拉伸流场中的形变比同分子量的线性链更小[6]。对聚合物熔体，实验的难度在于严格纯化后环状聚合

物的样品十分稀少；同时流变不稳定性，如边缘破裂和壁滑等效应都会增加实验难度。为了解决测试的

问题，我们运用了自制的同心椎板夹具（cone partitioned-plate）进行阶跃剪切速率实验，以最小化流变

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进行了阶跃应变实验，其结果提供了环状聚合物在非线性应变下的

应力松弛响应。最后环状/线性共混物的线性与非线性流变学也得到了研究[7]。 

2 实验  

    实验仪器为美国 TA 公司生产的 ARES 应变控制流变仪，采用了自制的同心椎板夹具。我们研究了

中等分子量的环状聚苯乙烯 PS-84k (Mw = 84 kg/mol)的线性与非线性流变学行为，同时与它的线性前驱

                                                             
基金项目：Greek General secretariat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program ESPA Aristeia-Rings). 
**通讯作者: Dimitris Vlassopoulos，E-mail: dvlasso@iesl.forth.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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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了比较，还延伸考察了环状/线性共混物的动力学, 其中共混物中线性链的含量为 85%。在线性粘

弹性方面，PS-84k 没有缠结平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幂律松弛模式，并比线性链具有更快的端区松弛。

Lattice-animal 和 Rouse 模型都能够很好地描述 PS-84k 的高频动态粘弹曲线，然而它们分别高估和低估

了端区松弛，说明 PS-84k 介于两个模型试用范围之间。对于环状/线性共混物，端区松弛前的主曲线与

纯线性链几乎没有区别。然而，端区却延长了而且比纯线性链具有更高的零切粘度。这可能是因为环状

高分子的孔洞被线性链穿过，极大地阻碍了环状链的松弛过程[2]。在非线性粘弹性方面，通过同心椎板

夹具，我们进行了阶跃剪切速率实验。稳态粘度STEADY 能够很好地落在由线性粘弹性转换而来的包络

线上，表明 Cox-Merz 规则适用于环状聚合物。相对于同分子量的缠结线性链，环状聚合物只表现出微

弱的剪切变稀行为，与只能有限拉伸的非缠结线性链类似；而环状/线性共混物的剪切变稀介于纯线性聚

合物与环状聚合物之间，但基本上更接近于纯线性聚合物。以稳态剪切粘度STEADY 约化应力峰值处的

最大粘度MAX，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反映稳态剪切条件下链有效形变的量，MAXSTEADY。结果表明

环状聚合物的MAXSTEADY 比同分子量的线性聚合物更弱，说明环状聚合物形变更小。阻尼函数 h()

可以通过非线性应力松弛得到。环状链比线性链具有更大的 h()值，也远大于 Doi-Edwards 的预测[8]。

其结果更接近于有限拉伸条件下 Rouse 环的拉伸[9]。总之，相对于线性聚合物，环状聚合物的非线性流

变学参数都表现为更弱的剪切速率依赖性，说明环状聚合物的闭合结构使其在流场和大应变下更难发生

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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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and Nonlinear Rheology of Ring Polymers and Ring/linear Blends 

Zhi-Chao Yan,1,2 Salvatore Costanzo2,3, Youncheol Jeong4, Taihyun Chang4，Dimitris Vlassopoulos2,3** 

(1.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2.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Laser, FORTH, Heraklion 71110, Crete, Greece; 

3.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rete, Heraklion 71003, Crete, Greece; 

4. Divis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 and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hang 37673, Korea) 

Abstract: Ring polymers have different dynamic behavior from linear polymers due to their lack of chain 

ends. Critically purified ring polymers were prepared, and their linear and nonlinear viscoelasticity were 

investigated. The lattice-animal model was found to capture the relaxation mechanism of high-Mw rings 

though Rouse model works better for low-Mw rings. Step shear rate and step strain tests showed that the 

ring is more difficult to be nonlinearly deformed compared with their linear counterparts. In ring/linear 

blends, ring polymers can work as a rheological modifier to tune the dynamic behavior of linear matrix. 

Key Words：ring polymers; linear and nonlinear rheology; ring/linear bl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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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聚合物共混物的分子图像 * 

刘琛阳**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市中关村北一街 2 号，100190） 

摘要：在聚合物相容性共混物中，例如 A/B 二元混合物，由于共混组份本身固有的动力学特性（例如，

纯熔体中 A 链段和 B 链段具有不同的摩擦系数及其温度依赖性），以及 A 链段的局部摩擦环境会受到 B

链段的影响，因此给定组份表现出摩擦系数以及它的温度依赖性不同于本体并且随浓度变化，B 的情况

亦然。Lodge 和 McLeish（LM 模型）提出的自浓度模型强调大分子主链连接性，认为在控制给定链段

摩擦系数的局部体积中，任意组份的局部浓度总是大于其宏观平均浓度。有效局部浓度与宏观平均浓度

的差别通过材料参数-自浓度联系起来。该模型可定性解释聚合物相容性共混物动力学的非均质性。因

此，如何定量地确定组份的有效局部浓度是相容性共混动力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共混物的有效局部

浓度，当考虑聚合物交叠浓度对分子量内贡献和分子间贡献的影响，我们修正了 LM 模型中关于有效局

部浓度、平均浓度和自浓度的相互关系。针对聚合物溶液、共混物在 Kuhn 尺度的局部堆砌方式，考虑

分子内和分子间贡献，可以解释相容性共混物中自浓度的分子结构依赖性。也发现共混物中浓度涨落的

温度依赖性由 Flory 参数控制。 

关键词：聚合物；相容性共混；动力学  

 

Molecular Picture of Effective Local Concentration in Miscible Polymer 

Blends 

Chen-Yang Liu ** 

(Institute of Chemistr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dependence of the monomeric friction coefficient ζ0(φ) is very complex for binary 

miscible blends or polymer solutions, because a given type A monomer experiences specifically local 

environments as results of the self-concentration effect driven by chain connectivity and the concentration 

fluctuations due to the random packing of type A and type B monomers (or B molecules in solutions). The 

effective local concentration φeff of the relaxing component within the frictional characteristic volume is higher 

than its average concentration φave. The self-concentration φself, which quantifies the bias from φave to φeff 

induced by chain connectivity, is defined as the occupied volume fraction of one relaxing segment within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 volume.  

    The intramolecular contribution (φself) and the intermolecular contribution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φeff 

and φself) to the local composition in polymer solutions and miscible blends are illustrated, when the correlatio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374127：聚合物相容性共混物的流变学研究及其阻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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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and the overlap concentration are considered for two different systems. Moreover, the microscopic 

structure species-dependence, the blend partner-dependence and the temperature-dependence of effective local 

concentration φeff of miscible blends can be understood from details of the local packing inside Kuhn length lK
3 

and concentration fluctuations controlled by the Flory-Huggins interaction parameter. 

Key Words：Miscible polymer blends;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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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聚合物溶液油/水界面剪切黏弹性研究 * 

李道山**  程丽晶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 300280） 

摘要：使用德国 HAAKE 公司生产的（Interfacial Rheology with a BiCone）界面剪切流变仪，研究了新型

聚合物溶液与十二烷的界面剪切黏度和界面剪切黏弹性，结果表明，5 种新型聚合物溶液与正十二烷界

面剪切黏度中，聚合物溶液（ZL-1）界面剪切黏度最高，其他界面剪切黏度相近。两种聚合物溶液与正

十二烷的界面黏弹性结果表明，聚合物溶液 KY-10 的界面剪切黏弹性比 KY-7SH 的高。 

关键词：黏弹性；界面剪切黏弹性；聚合物驱；界面流变性 

1 引言 

    聚合物驱油技术在中国主要油田获得工业化推广应用。其驱油机理是通过增加驱替相黏度，降低驱

替液与被驱替液的流度比，达到提高原油采收率。近年随着测试技术的提高和对聚合物结构更深入的研

究，明确了驱油用聚合物溶液是一种黏弹性流体。在聚合物溶液流动方向产生法向应力，通过流动通道

盲端中残余油实验表明，在油水界面上除产生法向应力外，还有平行于界面的拖动力,以及拖动油滴旋转

产生的离心力，从而使聚合物驱后盲端中残余油降低[1-3]。这些作用都是在油/水界面发生的，因此研究

聚合物溶液油/水界面流变性对进一步认识聚合物驱油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界面流变性研究主要包括界面剪切粘弹性，界面扩张粘弹性。在界面流变性质的研究中，界面膨胀

流变性质的测量相对于界面剪切粘度比较困难。因此，在界面流变性研究中，人们研究较多的是界面剪

切粘弹性。在研究界面剪切粘度和界面扩张粘度的理论分析和实验中，认识到相同的体系一般界面膨胀

粘度比剪切粘度在数值上大 2-3 个数量级。界面扩张模量是通过液滴体积的扩大或缩小引起的界面面积

变化以及界面张力的变化推出，而乳状液和泡沫的稳定性与液膜的界面张力，液膜的变形性以及液膜的

强度有关，它们的稳定性受界面扩张粘弹性的控制。因此用扩展界面粘弹性参数表征乳状液和泡沫稳定

性比剪切粘弹性表征要更有意义[4]。而界面剪切粘弹性的大小能表征驱油过程中驱替相与被驱替相之间

的作用，在聚合物驱替膜状残余油的过程中，两相之间的作用力就是驱替相驱替油膜的携带力，并且这

种携带力与两相之间的界面剪切粘度成正比，与驱替速度成正比。 

2 实验 

    实验仪器是德国 HAAKE 公司生产的（Interfacial Rheology with a BiCone）界面剪切流变仪，油水界

面剪切黏度采用锥板转动应力测试系统，界面剪切黏弹性采用锥板振荡应力测试系统。 

    界面剪切黏度测量原理，先分别测量油，水相的体相黏度，再把锥板固定在油/水界面上，测量油水

相总的黏度，按下面公式定义界面剪切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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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22
γηγη

γηγη BA
totali −−=  

式中， ( ) :γη i 界面黏度; ( ) :γη total 油水相总的黏度; ( ) :γη A 水相黏度; ( ) :γηB 油相黏度 

    界面振荡黏弹性测量原理，先分别测量油，水相的体相储存模量和损失模量，再把锥板固定在油/

水界面上，测量油水相总的储存模量和损失模量，按下面公式定义界面振荡黏弹性： 

( ) ( ) ( ) ( )
22

''
'' ωω

ωω BA
totali

GGGG −−=  

( ) ( ) ( ) ( )
22

""
"" ωω

ωω BA
totali

GGGG −−=  

实验用5种新型聚合物，用蒸馏水配制浓度为1000mg/L的聚合物溶液，油相为十二烷。实验温度为25℃。 

 

图 1 是 5 种聚合物溶液与十二烷界面剪切黏度实验结果，可见在较高剪切速率（10-1000s-1）下，

ZL-1 这种聚合物溶液与十二烷的界面剪切黏度较高，而其他 4 种聚合物溶液界面剪切黏度相接近。说明

聚合物溶液 ZL-1 与十二烷界面剪切作用力大，用这种聚合物作为驱油剂进行聚合物驱，比其他聚合物

携油能力强。 

 

图1 5种聚合物溶液与十二烷界面剪切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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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两种聚合物溶液与十二烷的界面储存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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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是两种聚合物溶液与十二烷的界面储存模量和损失模量，可见聚合物溶液 KY-10 的界面剪切

黏弹性比 KY-7SH 的高。在聚合物驱时，用前者作为驱油剂提高微观驱油效率更好。 

3 结论 

聚合物驱油时，评价聚合物性能，增加对聚合物溶液界面剪切黏度和黏弹性的测量，对进一步了解

聚合物的微观驱油机理，筛选出提高原油采收率高的聚合物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夏惠芬,王德民,关庆杰,等,聚合物溶液的粘弹性实验[J].大庆石油学院学报,2002，26（2）:105-108. 

[2] 李道山，伍 星，滕钟杰，等，水质对聚合物溶液流变特性的影响 [J].石油地质与工程，2012,26

（1）:102-104. 

[3] 曹绪龙，李 阳，蒋生祥，等，驱油用聚丙烯酰胺溶液界面扩张流变特征研究 [J].石油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05,29（2）:70-72. 

[4] 编译：张雅玲，杨立君，EOR 化学驱对原油/水体系的界面流变性的影响[J].国外油田工程，2004，

20（2）8-12. 

图3 两种聚合物溶液与十二烷损失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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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温耐盐型丙烯酰胺类聚合物溶液的流变研究* 

闵敬丽  谭业邦 **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山东， 250100） 

摘要：针对高温高盐油藏对驱油聚合物的要求，采用水溶液复合引发体系引发丙烯酰胺（AM）与 2-丙

烯酰胺基-2-甲基丙磺酸（AMPS）共聚合，得到分子量为 61066.5 × 的耐温耐盐型聚丙烯酰胺（SPAM）。

在 SPAM 溶液的线性粘弹区内，采用 Haake MARS Ⅲ旋转流变仪对聚合物在 H2O 溶液、NaCl 溶液、

CaCl2 溶液、MgCl2 溶液中的流变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0.5g·L-1 时聚合物 H2O 溶液的表观粘度为

90.96mPa·s，聚合物溶液的表观粘度随浓度增加而显著增加，随着盐度的增加先迅速下降后趋于平稳，

且聚合物的抗钙能力优于抗镁能力。聚合物的 H2O 溶液、CaCl2 溶液、MgCl2 溶液、NaCl 溶液在 20.34 S-1～

100 S-1的剪切速率变化范围的粘度保留率（Ф）分别为 41.09%、48.50%、47.89%、60.12%，在 25℃～

85℃的温度变化范围内 Ф 分别为 87.39%、63.50%、59.80%、52.33%；。聚合物溶液的表观粘度均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降低，与溶液的模量随温度的变化结果相符。结果表明，SPAM 溶液是有较高的增粘、耐

温、抗盐和抗剪切性能的“假塑性流体”。 

关键词：耐温抗盐；聚丙烯酰胺；表观粘度；模量；粘度保留率 

1 引言 

随油层环境逐渐恶化，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的驱油效果已不能满足高温高矿化度下的黏度要求。本

文用复合引发体系合成了耐温耐盐型丙烯酰胺类聚合物，用乌氏粘度法测定了特性粘数及并计算分子量，

考察了聚合物浓度，温度，无机盐浓度，剪切力对聚合物溶液流变性的影响，以聚合物溶液的流变行为

分析其抗温抗盐抗剪切的特性，以期为耐温耐盐型丙烯酰胺类聚合物在强化采油技术中的应用提供基础

数据。 

2 实验 

2.1 实验合成部分 
以偶氮二异丁咪唑啉盐酸盐和过硫酸钾作为复合引发体系，采用易实现工业化的自由基水溶液聚合

法，引发丙烯酰胺（AM）与 2-丙烯酰胺基-2-甲基丙磺酸（AMPS）共聚合成耐温耐盐型丙烯酰胺类聚

合物（SPAM）。聚合物溶液的特性粘度采用国标 GB 12005.1-89 所述稀释法测定，使用稀释型乌氏粘度

计测定为 [ ] 71.1199)103963.5/(64740.0/ 4 =×== −
oCHη ，共聚物的分子量采用国标 GB/T 12005.10-92 所述

粘度法测定为 [ ] 625.1 1066.5802 ×== ηM 。实验用水均为去离子水，实验用 NaCl，CaCl2，MgCl2 均为分析

纯。 

2.2 共聚物溶液的流变性测定 

用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的 Haake MARS Ⅲ型旋转流变仪，根据溶液粘度范围选用 CC26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6ZX05025-003-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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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同轴圆筒测量系统表征聚合物溶液的流变性。稳态剪切实验采用速率控制（CR）模式，频率扫描实

验采用振荡（OSC）模式。应力扫描确定体系线性粘弹区（0.01～1Pa）,频率扫描测试采用应力为 0.1 Pa。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聚合物浓度及盐度的变化对溶液表观粘度的影响 

纯水溶液中聚合物浓度对表观粘度的影响如图 1 所示，聚合物浓度为 0.5g·L-1 时聚合物水溶液的表

观粘度为 90.96mPa·s，且聚合物表观粘度随浓度增加而显著增加，表明聚合物具有良好的增粘性。CaCl2、

MgCl2、NaCl 对 1500mg/L 聚合物溶液表观粘度的影响如图 2 和图 3 所示，少量盐的加入均使聚合物的

粘度下降，这是由于盐对电解质的电荷屏蔽作用所导致。如图 2 所示，当 CaCl2, MgCl2浓度继续增加时，

聚合物溶液表观粘度先迅速下降后趋于平缓，且聚合物抗钙盐能力优于抗镁盐；如图 3 所示，当 NaCl

浓度继续增加时，聚合物溶液表观粘度先迅速下降后趋于平缓，且稍有微弱增加，表现出了反电解质性

能，表明聚合物溶液具有良好的增粘性能和抗盐能力。 

       
图 1 聚合物浓度对溶液表观粘度的影响       图 2 CaCl2、MgCl2 浓度对溶液表观粘度的影响 

      
图 3 NaCl 浓度对溶液表观粘度的影响        图 4 剪切速率对聚合物溶液表观粘度的影响 

3.2 剪切应力对聚合物溶液表观粘度的影响 

以 500 mg·L-1 的聚合物水溶液，无机盐浓度分别为 160 mg·L-1 CaCl2, 160 mg·L-1 MgCl2, 3wt% NaCl

的 1500 mg·L-1 的聚合物溶液为样品研究剪切速率对聚合物溶液流变行为的影响，固定检测温度为 25℃，

剪切速率范围为 1～100S-1。由图 4 可见，不同聚合物溶液的表观粘度均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迅速减

小，后趋于平稳，说明流体为具有剪切变稀的特性的“假塑性流体”。剪切作用引起聚合物分子间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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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和聚合物分子链的断裂导致了体系的表观粘度下降。以剪切速率为 7.34 S-1 时聚合物溶液的表观

粘度为初始值，计算溶液在剪切速率为 100 S-1时的粘度保留率（Ф），聚合物水溶液的 Ф=18.90%，聚合

物 CaCl2 溶液的 Ф=27.55%，聚合物 MgCl2溶液的 Ф= 28.49%，聚合物 NaCl 溶液的 Ф =40.03%。以剪切

速率为 20.34 S-1 时聚合物溶液的表观粘度为初始值，聚合物水溶液的 Ф =41.09%，聚合物 CaCl2 溶液的

Ф=48.50%，聚合物 MgCl2溶液的 Ф=47.89%，聚合物 NaCl 溶液的 Ф=60.12%。由此可见，聚合物溶液

在无机盐经剪切后的粘度保留率大于在纯水中的粘度保留率，聚合物溶液具有抗盐抗剪切的性能。 

3.3 温度对聚合物溶液流变行为的影响 

      

图 5 温度对聚合物溶液表观粘度的影响        图 6 不同温度下聚合物溶液模量随频率的变化 

以 3.2 所述样品溶液说明温度对聚合物溶液流变行为的影响。由图 5 可见，在 25～85℃范围内，聚

合物溶液的表观粘度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有所降低，大分子运动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剧及大分子链在高温

下的断裂均可引起聚合物溶液粘度的下降。以聚合物溶液在 25℃时的表观粘度为初始值，计算不同聚合

物溶液在 85℃时的粘度保留率（Ф）可得，聚合物水溶液的 Ф=87.39%，聚合物 CaCl2溶液的 Ф=63.50%，

聚合物 MgCl2 溶液的 Ф=59.80%，聚合物 NaCl 溶液的 Ф=52.33%，由此可见聚合物溶液抗 Ca2+能力优于

抗 Mg2+能力，聚合物溶液对二价金属离子的敏感性小于一价金属离子，聚合物溶液具有较强的耐温耐

盐性。 

在整个频率扫描范围内，以 500 mg·L-1 的聚合物水溶液为测试样本，如图 6 所示，不同温度下溶液

的 G′和 G″均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溶液的 G′和 G″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溶液在 25℃时，弹性

为主( G′> G″)；聚合物溶液在 45℃，65℃，85℃环境中，低频时以粘性为主( G″> G′),高频时以弹性为主

( G′> G″)；且随着温度的升高，溶胶-凝胶转变点延后，表明温度升高时分子的运动速度增快，分子间作

用力减弱，网状结构弱化，与聚合物溶液的表观粘度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有所降低的现象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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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acrylamide-based polymer with 

temperature resistant and salt tolerant 

Jingli Min , Yebang Tan * 

(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dong,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viscosity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salinity reservoir, 

copolymers (SPAM) was synthesized with acrylamide (AM) and 2-acrylamide-2-methyl propane sulfonic 

acid (AMPS) by using aqueous composite initiator system, which the molecular weight was 61066.5 × .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SPAM solution is studied by Haake MARS III in linear viscoelastic region, when 

H2O, CaCl2, MgCl2 and NaCl existing, respectively.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copolymer solution was 

90.96mPa when the solution concentration was 0.5g·L-1, which the ability of resisting calcium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magnesium.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the solutio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rapidly with the increase of salinity, then changed little;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emperature coincidi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modulus of the solution. The viscosity 

retention value of the copolymer solution when H2O, CaCl2, MgCl2 and NaCl existing was 41.09%, 

48.50%, 47.89%, 60.12% in the range of 20.34 S-1～100 S-1, was 87.39%, 63.5%, 59.80, 52.33% in the 

range of 25℃～85℃,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copolymer solution behaved like 

pseudoplastic fluid and had sustained salinity resistance ,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shearing resistance. 

Key Words：acrylamide-based polymer; rheological properties; temperature resistant ; salt tole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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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素的水解改性及其电流变性能研究 * 

刘曌  郝博男  郭云霞  刘迎丹 ** 

（燕山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秦皇岛 066004） 

摘要：通过水解的方法制得结构和尺寸不同的纤维素颗粒。利用 SEM 对其尺寸形貌进行分析，利用 XRD

对其结晶结构和结晶程度进行粗略估计。将水解前后纤维素与硅油混合制得电流变液，电场下流动曲线

表明水解后纤维素表现出更高的电流变效应。 

关键词：纤维素；水解；电流变液；流动曲线 

1 引言 

作为一种重要的智能软物质，电流变液是纳米或者微米级别的介电颗粒分散在绝缘油中组成的。通

常电流变液呈现类似牛顿流体特征，而当施加外电场时，体系粘度瞬间上升，到达临界电场时发生液-

固相转变[1]，当撤去电场时，电流变液又会恢复其液态特征[2]。由于电流变液在施加电场前后的流变性

能的变化(屈服应力、剪切模量、黏度等)以及液-固可逆、快速响应等特点，使其在工业方面有可观的应

用前景，如：机械工业、机器人产业及军工产业等[3]。按照颗粒分类可以将电流变液分为有机及无机电

流变液，有机电流变液多采用聚苯胺、聚吡咯等导电高分子。纤维素是一种天然高分子化合物，是由大

量 D-吡喃葡萄糖酐 (1→5)彼此以 β(1→4)苷键连结而成的线形大分子，其化学结构的分子式为

(C6H10O5)n(n 为 D-葡萄糖酐的数目)，由碳 44.4%，氢 6.17%，氧 49.39%三种元素组成[4]。微晶纤维素

目前的应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在纺织业、医药以及食品工业的应用[5],本文介绍的是利用酸水解的方式处

理微晶纤维素并讨论其对电流变性能的影响。 

2 实验 

2.1 纤维素的水解 

称取原始纤维素（medium，Sigma）3 g，加入 DMSO 25 ml，在 80℃加热 3h。将 DMSO 溶胀的纤

维素过滤并用去离子水洗涤，产物加入到混合酸溶液中（浓硫酸、浓盐酸、去离子水三者的体积比为 3:1:6），

80℃下超声 5 小时，调节体系 pH 至 7，用去离子水洗涤，离心后冷冻干燥，得到酸水解的纤维素样品。 

2.2 电流变液的配制 

将原始纤维素和水解后的纤维素样品分别分散于二甲基硅油(信越，50cs)中配成质量分数为 10%的

电流变液，并用超声使颗粒分散均匀。 

2.3 测试 

样品形貌尺寸测试是通过日本 HITACHI 公司 S4800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结晶度由日本理学

D-max-Bsystem 型 X 射线衍射仪表征分析。流变学性能测试采用的是奥地利安东帕公司的 MCR502 旋转

流变仪。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403186)和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E2015203257）资助。 

**通讯作者，刘迎丹，E-mail：ydliu@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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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及讨论 

 

图 1 纤维素水解前 (a) 与水解后 (b) 的 SEM 图 

图 1 为纤维素水解前后的扫描电镜图。(a) 图显示的是水解前纤维素形貌。水解前纤维素呈较大棒

状结构，长度约为 100 µm，直径约为 30 µm，颗粒大小不均匀，同时可以看出纤维素在水解前表面比较

光滑。(b) 图显示的是纤维素在水解之后的形貌变化，可以看出在强酸作用下，由于纤维素中部分结构

被水解，原棒状结构变为不规整片状，颗粒大小明显减小，片层长度约 50µm，厚度约 5 µm。 

 
图 2 水解前后纤维素的 XRD 谱图 

图 2 显示的是水解前后纤维素的 XRD 谱图。根据衍射峰的位置可知样品为纤维素 I，即在 14.8°、

16.2°和 22.6°附近分别出现衍射峰，由于 16.2°和 14.8°距离很近，形成比较宽的衍射峰。水解后纤维素

的这几个衍射峰位置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可知水解后纤维素晶型未发生变化。用分峰法计算得到纤维

素水解前后的结晶度，可以看出由于水解过程的强酸与超声作用，使得纤维素的结晶度大大降低，结晶

度从 41.9%下降到 19.4%。 

图 3 为原纤维素与水解后纤维素电流变液在电场下的剪切应力（a）与粘度(b)随剪切速率变化情况。

图 3a 为不同电场下剪切应力随剪切速率变化曲线。无电场作用时，二者均表现牛顿流体特性，剪切应

力随剪切速率线性增加；在施加电场的情况下，两种电流变液均存在屈服应力，表现出类似宾汉流体的

特征。同时，屈服应力随电场强度增加逐渐增加，当电场强度达到 4 kV/mm 时，屈服应力可达 kP 级。

比较两种电流变液的流动曲线可以看出，经水解处理的纤维素具有较高的屈服应力。同样在图 3b 所示

的黏度曲线中，二者零场粘度基本一致，均表现出类似牛顿流体的特征；当施加电场之后，二者粘度都

有明显上升，并表现出切力变稀的现象，相比之下基于水解之后纤维素的电流变液粘度更高。基于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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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水解前后形貌和结晶度的变化，片状结构及其结晶度的降低有利于颗粒的极化与链结构的维持，这有

可能是引起电流变效应增加的原因，同时混合酸水解可能为纤维素颗粒提供了极性基团-SO3，这也有可

能增加了水解纤维素的电流变效应。相关内容有待于进一步实验研究证实。 

 

图 3 原纤维素与水解纤维素的剪切应力（a）与粘度（b）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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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ydrolysis of cellulose and its electrorheology 

ZHAO Liu, BONAN Hao, YUNXIA Guo, YING DAN Liu* 

(State Key Lab of Metastable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Abstract: Cellulose microcrystals with different shape and smaller size was synthesized by hydrolyzing 

raw cellulose in acid solution. The size and shape of cellulose before and after hydrolysis were observed 

by SEM. XRD was applied to observe the crystal structures of cellulose. Electrorheological (ER) fluids 

were prepared by dispersing the cellulose particles in silicone oil. Flow curves of the ER fluids indicated 

that the hydrolyzed cellulose exhibited higher ER effect.  

Key Words：cellulose; hydrolysis; electrorheological fluids; flow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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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IPAM-co-MMA）共聚物微凝胶固-液转变过程的流变学研究 * 

郭云霞  涂文康  郝博男  王梦  刘迎丹**  王利民 

（燕山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秦皇岛 066004） 

摘要：选用 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M）和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共聚，合成了一系列疏水改性的

智能水凝胶共聚物 P（NIPAM-co-MMA），用红外光谱（FI-IR）对凝胶进行了表征，通过流变学手段研

究了共聚单体 MMA 的含量对高浓度水凝胶溶液固-液转变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随 MMA 含量增加，

凝胶的体积相变温度先减小后增大；对于浓度为 6 wt%的凝胶溶液，发生固-液转变的温度、剪切应力、

粘度均随 MMA 含量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 

关键词：智能水凝胶；体积相变温度；固-液转变 

1 引言 

近年来，基于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功能材料的固-液转变现象备受关注。这是由于

PNIPAM 是一种温度灵敏性较高的凝胶，在其体积相变温度（VPTT）附近，凝胶粒子的粒径会在较小

的温度区间内发生显著的变化[1-2]，利用这一特性，可以通过改变温度来实现体系的固-液转变。胶体体

系内发生的固-液转变与小分子体系内发生的玻璃转变非常相似[3-4]，而胶体粒子的尺寸远比一般的原子

或者分子大，因此通过实验手段来研究胶体悬浮液的宏观性质与微观结构更加可行[5]，对胶体悬浮液固-

液转变的研究也对玻璃转变的研究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而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常被当做典型的

疏水单体引入到 PNIPAM 主链内，来调节温敏性凝胶的转变温度并改善生物体相容性。本研究主要通过

流变学方法研究引入疏水链节后，对 PNIPAM 固-液转变过程的影响。 

2 实验 

共聚物凝胶 P（NIPAM-co-MMA）通过乳液聚合法合成，所用试剂如下：NIPAM，97%，Sigma Aldrich

公司；MMA，99.5%，梯希爱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BIS，99.0%，Sigma Aldrich 公司；SDS，≥99.0%，

Sigma Aldrich 公司；KPS，上海实验试剂有限公司。通过改变共聚单体 MMA 的投料量，合成了 MMA

含量不同的共聚物凝胶。具体投料量及各产物编号见表 1. 

表 1 不同 MMA 含量凝胶的投料 

编号 
MMA 
(g) 

NIPAM 
(g) 

BIS 
(g) 

SDS 
(g) 

KPS 
(g) 

H2O 
(g) 

MMA含量 
(mol %) 

M0 0 0.7638 0.0302 0.0300 0.0500 45 0 
M1 0.0467 0.7638 0.0302 0.0300 0.0500 45 6.91 
M2 0.0934 0.7638 0.0302 0.0300 0.0500 45 13.82 
M3 0.1400 0.7638 0.0302 0.0300 0.0500 45 20.72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2015CB8568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403186)资助。 
**
通讯作者，刘迎丹，E-mail: ydliu@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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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所得产物进行了红外表征（E55+FRＡ106，德国 Bruker 公司），流变性能测试仪器为奥地利

安东帕公司生产的 MCR502 流变仪，采用平板测试系统（PP25）。 

图 1 为共聚物 M0、M1、M2、M3 的红外光谱图，其中 1728cm-1 处是由酯基中 C=O 的伸缩振动引

起的，1655cm-1，1552cm-1,1384cm-1 和 1456cm-1 分别为 PNIPAM 链段中-OCHN-，N-C，-CH(CH3)2

和-CH3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从红外光谱结果可以看出已合成了目标产物。 

将 M0～M3 分别溶于水中，均配成质量分数为 6 wt%的凝胶悬浮液，在 25℃下对其进行应变扫描，

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到随共聚单体 MMA 的加入，试样的屈服应力降低，当 MMA 的含量达到 13.82 

mol%时，屈服应力消失，继续添加 MMA 至 20.72 mol%时，剪切应力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依然没有

屈服应力。实验结果表明 MMA 的加入使得体系中的疏水缔合作用增强，对于试样 M0～M2，随 MMA

含量的增加，体系中的酰胺基数量减少，与水的氢键缔合作用减弱，使得体系的有效体积分数降低，屈

服应力降低并进一步消失，而继续提高 MMA 的含量，疏水作用进一步增强，使得体系的亲水性降低，

部分链段从水中析出，从而导致体系剪切应力提高。 

 
图 1 P（NIPAM-co-MMA）的红外光谱      图 2 P（NIPAM-co-MMA）的应变扫描图 

进一步在 10～40℃的温度范围内对其进行温度扫描，结果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四个试样均发生了

明显的固-液转变行为，且转变都非常迅速，说明 MMA 的加入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凝胶对温度的敏感性。

我们将 G’平台区的延长线与 G’急剧下降的延长线的交点视为固-液转变温度，各试样的转变温度与组分

的关系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到，在实验范围内，MMA 的含量低于 13.82 mol%时，转变温度随 MMA 含

量的增加逐渐降低，当 MMA 含量由 0 mol%添加至 6.91 mol%时，转变温度降低了 1.43℃，由 6.91 mol%

提高到 13.82 mol%时，转变温度甚至能降低 8℃左右，说明 MMA 在共聚物中的疏水作用逐步增强，体

系的有效体积分数降低，使得固-液转变的发生越来越容易，因此转变温度降低。MMA 的含量高于 13.82 

mol%时，转变温度又明显升高，也反应了此时体系的有效体积分数正逐步增大的趋势。 

图 5 为在 25℃下测得的流动曲线，M0、M1、M3 均表现为典型的切力变稀流体，且粘度依次降低，

而 M2 几乎呈现出了牛顿流体的行为，粘度几乎与剪切速率无关。实验结果说明对于试样 M0、M1、M3

粒子间是存在缠结的，这种缠结是靠主链上的侧基相互渗透交错引起的，随剪切应力的增加，试样会发

生解缠结现象，所以粘度会随剪切应力的增加而减小。对于试样 M2，MMA 的加入严重影响了凝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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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胀度，体系几乎处于坍塌状态，此时粒子间的间距非常大，使得球外“臂”间相互作用减弱，甚至不能

相互接触，因此粘度几乎与剪切速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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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ical study on the solid-liquid transition in P(NIPAM-co-MMA) 

microgels 

YUNXIA Guo, WENKANG Tu, BONAN Hao, MENG Wang, YING DAN Liu*, LI-MIN Wang 

(State Key Lab of Metastable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Abstract: N-isopropylacrylamide (NIPAM) and methyl methacrylate (MMA) were adopted to synthesize 

a series of smart copolymer microgels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of MMA. The structure of the copolymers 

are characterized by FT-IR confirming that the copolymers were synthesized successfully. Rheolog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MMA content, the volume phase transition temperature, shear 

stress and viscosity de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increased again during the solid-fluid transition. 

Key Words：smart hydrogel; PNIPAM; volume phase transition temperature; solid-fluid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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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盐温增稠聚合物的流变性能研究* 

徐德荣 1，康万利 1,2**，吴海荣 1，冯海顺 1，路遥 1，张鹏翼 1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提高采收率研究院，北京 102249；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

青岛 266580） 

摘要：针对常规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不抗温不耐盐（温度低于 75 ℃，矿化度小于 30000 mg/L）问题，

采用流变仪研究了室内合成的一种聚合物 HDBI 的流变特性，探讨了聚合物浓度，温度，矿化度，老化

时间对聚合物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HDBI 具有良好的耐温耐盐特性，在高温下粘度增加明显，表现

出温增稠的特点。且随氯化钠浓度增加，其粘度增大，表现出反聚电解质溶液的特性。此外，老化试验

表明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期望用于高温高盐油藏的化学驱提高采收率。 

关键词：两性聚合物；温增稠；耐盐；反聚电解质 

1 引言 

聚合物驱油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三次采油中，但是由于常规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耐温耐盐性能差，

使得其应用受到限制[1]。高温下，聚合物分子间热运动加速，相互作用力明显降低，堆叠结构遭到破坏，

缠结度下降；与此同时，溶质的扩散能力增强，离子基团水化作用减弱，使分子链进一步收缩；另外，

在高温条件下聚合物分子会发生水解，同样导致了粘度的降低，所以常规聚合物驱一般适用于低于 75℃

的油藏。盐对聚合物粘度的影响主要是屏蔽静电斥力和压缩水化膜的双电层，使聚合物分子链卷曲，造

成宏观粘度的下降，盐含量过高时，甚至会发生相分离，导致沉淀，所以常规聚合物驱一般适用于矿化

度低于 30000 mg/L 的低矿化度地层[2]。为了进一步开发高温高矿化度油层，对耐温耐盐聚合物进行了研

制和开发。 

为了提高聚合物的耐温耐盐性能，国内外工作者主要以丙烯酰胺或丙烯酸为基础，通过聚合改性或

共聚引入其他具有特殊功能的结构单元，合成了交联聚合物、梳形聚物、星形聚合物、嵌段聚合物、两

性聚合物、疏水缔合聚合物等一系列具有耐温抗盐性能的聚合物[3]。但也只能降低高温高盐对聚合物粘

度的损耗，并不能完全实现抗温抗盐。本文利用流变仪研究了一种合成的两性聚合物（HDBI）的流变

性能，探讨了浓度、温度、矿化度及老化时间对 HDBI 粘度的影响，为耐温耐盐聚合物的研制指引了新

的方向。 

2 实验部分 

2.1 材料与仪器 

HDBI：实验室合成两性聚合物；氯化钠、二水氯化钙、六水氯化镁、硫酸钠和碳酸氢钠均为分析

纯，由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购入；去离子水为二次蒸馏水，为实验室自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273286）；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462015YJRC033） 
**通讯作者：康万利，教授，泰山学者，博导，E-mail：kangwan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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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R 301 流变仪：奥地利安东帕公司；电热恒温干燥箱：上海乾晧商业有限公司。 

2.2 实验方法 

2.2.1 流变曲线测定 

为了满足实际应用需要，用 A 区块地层水配制 HDBI 溶液，其成分见表 1： 

表 1  A 区块地层水成分 

组成 NaCl CaCl2·2H2O MgCl2·6H2O Na2SO4 NaHCO3 

含量（mg/L） 41.041 2.384 17.645 6.343 0.165 

使用去离子水按表 1 配制 A 区块地层水，采用配制好的地层水将 HDBI 配制 5000 mg/L 的母液，放

置 24 h 后待用。将配制好的 5000 mg/L母液分别稀释成浓度为 500 mg/L、750 mg/L、1000 mg/L、2000 mg/L、

3000 mg/L、5000 mg/L 的目标溶液。利用安东帕流变仪采用同轴圆桶测试系统，测试其在 25 ℃与 90 ℃

下的剪切粘度。 

2.2.2  NaCl 对 HDBI 粘度的影响测定 

为了研究盐对聚合物溶液的影响，分别配制 NaCl 质量浓度为 0%、1%、3%、5%、10%的 500 mg/L 、

1000 mg/L、1500 mg/L、2000 mg/L、2500 mg/L、3000 mg/L 的 HDBI 溶液，测量其在 25 ℃下的粘度。 

2.2.3 老化实验 

另外，将用地层水 A 配制的 2000 mg/L 的 HDBI 溶液，在 95℃下做老化实验，并在不同时间取出

测量其粘度。 

3 结果与讨论 

3.1 不同浓度下 HDBI 的流变特性 

不同浓度下 HDBI 的流变特性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以看出，高矿化度下，HDBI 在 25 ℃与 90 ℃

下均随剪切速率的增加粘度下降，表现为剪切变稀，当剪切速率达到一定值后，粘度基本保持不变。这

是因为大分子会缠结形成网状结构，剪切会使分子间的网状结构被破坏，当破坏的速度大于缠结的速度

时便会表现出剪切变稀；而当剪切速率再增大，达到强剪切的状态时，大分子中的缠结结构几乎完全被

破坏，剪切速率高，来不及形成新的缠结，取向程度也达到极限状态，大分子的相对运动变得很容易，

体系粘度达到恒定值，此时粘度与网状结构无关，只和分子本身的结构有关。同时，由图 1 数据可知浓

度越低，粘度达到稳定状态越快。这是因为浓度越低聚合物分子间的缠结程度越小，缠结结构破坏快，

粘度很快达到恒定。另外，在 25 ℃及 90 ℃下，溶液粘度均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大因聚合物有了更大的

流体力学半径，其增粘性能随之增强。 

此外，90℃下的粘度均明显大于 25 ℃时的粘度，且溶液浓度越高，增加幅度越大。对于一般的水

溶性聚合物如普通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通常认为溶液粘度随温度的变化服从阿累尼乌斯方程[4]： 

η = Aexp(Eη R⁄ T) 

式中，η 为粘度，A 为常数，Eη 为粘性流动活化能，R 为气体常数，T 为绝对温度。一般情况下 Eη 为常

数，故随着温度的升高会使粘度降低。Amis 等[5]认为粘度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大是熵驱的结果，粘度随温

度下降则是焓效应。疏水缔合是熵驱过程，因此温度升高更有利于缔合，即有利于溶液粘度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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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度过高时，热运动加剧，缔合作用减弱，温度达到解缔合温度时甚至会发生解缔合。而 HDBI 在 90 ℃

下粘度明显高于 25 ℃，表明 90 ℃尚未达到 HDBI 的解缔合温度，因此，HDBI 具有优异的耐温性能，

其在低温下粘度低，在高温下粘度升高的特性，使得其具有更大的应用前景。 

 
（a）                                   (b) 

图 1 HDBI 在不同浓度下的流变曲线（a 为 25 ℃，b 为 90 ℃,矿化度 60000 mg/L） 

3.2  NaCl 对 HDBI 聚合物粘度的影响 

NaCl 浓度对 HDBI 聚合物粘度的影响结果如图 2 所示，由图 2 曲线可知，随 NaCl 浓度升高，HDBI

粘度增加表现出“反聚电解质”现象[6]。对于两性离子聚合物来说，分子中同时含有正负电荷，分子链作

用力表现为静电引力，在水溶液中，静电引力的作用使两性离子聚合物分子基团内和分子链内易产生缔

合作用，分子构象紧密程度提高，流体力学半径变小，粘度较低；而在盐溶液中，盐离子可以屏蔽、破

坏分子基团内和分子链内的缔合作用，使分子构象变得舒展，粘度随之变大，呈现出明显的“反聚电解

质”溶液特性。 

 
图 2 不同浓度 NaCl 对 HDBI 粘度的影响(25 ℃) 

3.3 老化时间对粘度的影响 
地层水矿化度为 60000 mg/L，2000 mg/L 的 HDBI 溶液粘度随化老时间变化趋势如图 3 所示，可以

看出，老化时间达到 14 天后，溶液粘度保持稳定，且稳定粘度的粘度保持率均在 60%以上，老化 20 天

也并无沉淀出现，表明其具有良好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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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老化时间对 HDBI 的粘度影响（浓度 2000 mg/L，矿化度 60000 mg/L，老化温度 95 ℃） 

4 结论 

HDBI 在高矿化度下具有良好的温增稠特性和较好的长期稳定性。HDBI 聚合物溶液耐盐性能好，

呈现出“反聚电解质”特性，即 NaCl 浓度增加，HDBI 溶液粘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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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heology Study on a Salt Tolerant and High Temperature Thickening 

Polymer 

Derong Xu1, Wanli Kang1, 2*, Hairong Wu1, Haishun Feng1, Yao Lu1, Pengyi Zhang1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2.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poor resistance of the partial normal HPAM to temperature and salt 

(temperature lower than 75 ℃, salinity less than 30000 mg/L) in polymer flooding, the rheological 

property of the synthesized polymer HDBI has been studied  with rheomet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polymer concentration,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aging time on the viscosity of polymer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HDBI displays good  temperature and salt resistance. In addition, the viscosity 

increases obviously in high temperature range, giv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emperature thickening. 

Moreo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chloride, the viscosity increases as well, 

showing the antipolyelectrolyte effect. Furthermore, the aging test suggests that it has good long-term 

stability. Thus, the synthesized polymer HDBI can be applied to chemical flooding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salt reservoirs. 

Keywords:  amphion polymer; temperature thickening; salt resistance; antipolyelectrolyt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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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醇/水溶液中的蠕虫胶束流变行为研究 * 

周洪 ** 韩一秀 韦勇强 梅拥军 

（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成都,610041） 

摘要: 采用流变测试技术考察常规商用离子表面活性剂溴化十六烷三甲基铵（CTAB)在水杨酸钠（NaSal）

诱导下构筑的蠕虫胶束及其醇水溶液粘流行为。分别探讨了两种低碳醇对离子表面活性剂构筑蠕虫胶束

及其流变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CTAB/ NaSal 在低碳醇/水溶液中形成了蠕虫状胶束，但低碳醇对溶液

极性的改变影响表面活性剂的聚集，从而改变其流变行为。 

关键词: 离子表面活性剂; 低碳醇; 溴化十六烷三甲基铵; 蠕虫胶束; 流变性 

1 引言 

两亲结构驱使表面活性剂分子在水溶液中有自发聚集的倾向，在一定条件下自组装形成长的柔性蠕

虫胶束1–4。当蠕虫胶束互相缠绕形成瞬时三维网络结构, 宏观上表现出类似聚合物溶液的流变性5。由于

蠕虫胶束具有自组装结构, 受到机械剪切后能快速恢复胶束结构和流变性, 因而在流体减阻、三次采油、

清洁压裂液、日常洗护用品等领域存在潜在的应用价值6,7。据报道，在水溶液中表面活性剂疏水尾基疏

水性越强，则胶束缔合增长形成蠕虫胶束的能力越强。低碳醇（乙二醇或丙二醇）能与水形成均匀溶液，

在其中形成表面活性剂蠕虫状胶束的研究少见报道8–11。本文基于常规表面活性剂溴化十六烷三甲基铵

（CTAB, Cetyltrimethyl Ammonium Bromide），在低碳醇和水的混合体系中常规单链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在有机盐水杨酸钠（NaSal, Salicylic acid sodium salt）的诱导下形成的胶束形态及溶液流变行为。 

2 实验 

本文采用100 mM CTAB和100 mM NaSal构成胶束，由不同比例的低碳醇乙二醇（EG）和丙二醇（PG）

与水构成混合溶液。流变测试采用TA流变仪(AR2000ex)进行, 采用椎板(半径40 mm,锥角1°)传感器测量, 

使用仪器自带样品盖以减小样品中水分挥发。每个样品在测试前均放置在测试温度下稳定24 h。稳态流

变测试采用应力控制模式, 剪切速率在10–3–103 s–1。频率实验采用振荡模式(OSC), 首先在固定频率1 Hz

下进行应力谱测试, 确定体系的线性粘弹区后选择确定的应力值, 在线性粘弹区展开动态流变测试, 频

率范围在0.01–100 rad s-1。所有的流变测试均在20℃下进行。 

3 结果与讨论 

3.1. EG/水溶液 

考察EG含量分别为0%、20%和40%（wt%）的溶液体系，如图1 所示。EG 含量为0%时，溶液稳

态流变出现明显的剪切变稀行为，这表明溶液中形成了缠绕的蠕虫状胶束结构。当EG含量增加到20%时，

样品平台区的表观粘度略有降低，但还是保持了较高的粘度。当含量增加到40%时，平台区的粘度降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航联合基金(U1233122、U1333125)资助。 

**通讯作者，周洪，E-mail：zhhans7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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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数量级，在考察的剪切速率范围内，表观粘度浮动不大，表现出较明显的牛顿流体行为，剪切变

稀现象消失。由此可见，此时溶液中缠绕的蠕虫状胶束结构消失，短棒状或球型胶束成为主要胶束形态。

显然，EG 含量增加是胶束形态发生转变的主要因素，40%的EG 含量是胶束形态转变的临界点。 

 

图1. EG 含量对“100 mM CTAB + 100 mM NaSal”蠕虫胶束行为的影响 

3.2. PG /水溶液 

考察了PG 含量分别为10%，20%，30%和40%对溶液体系表观粘度的影响，如图2 所示。PG 含量

10%时，溶液粘度与水溶液的表观粘度相比略有增加，这应是PG 溶剂本身粘度的贡献，PG的高粘度抵

消了溶剂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20%的含量时，平台表观粘度下降了一个多数量级，PG 自身的粘度不

足以抵消溶剂因素的不利影响，但仍然保留有剪切变稀现象，说明此时溶液中胶束长度减小，但三维网

络结构仍然存在。当含量为30%时，溶液表现为彻底的牛顿流体行为，随剪切速率增加粘度保持不变。

溶液中应以短棒状胶束为主。当含量为40%时，粘度平台下降了近一个数量级，可见此时胶束长度继续

缩小。在PG 溶剂体系中，胶束形态发生转变的临界PG 含量为30%，比EG 含量减少了10%。 

 
图2. PG 含量对 “100 mM CTAB + 100 mM NaSal” 蠕虫胶束行为的影响 

3.3.溶液流变行为 

图3所示为相同含量比例下EG（a）和PG（b）对溶液体系稳态流变的影响。在醇含量分别为20%和

40%时，EG 溶液体系的表观粘度均高于相同含量的PG体系。PG 浓度增加，对蠕虫状胶束的破坏作用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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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相同含量比例，不同低碳醇对稳态流变行为的影响 

两种低碳醇EG 和PG 对动态流变影响的对比如图4 所示，实心符号代表储能模量，空心符号为粘

性模量。EG 含量为0%和20%时，在考察的大多数角频率范围内，弹性模量大于粘性模量，溶液均表现

出良好的粘弹性行为。两个样品的动态流变几乎可以重叠，这与稳态流变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的

EG 含量对溶液的稳动态流变影响不大。但当EG 含量为40%时，在考察的角频率范围内，粘性模量大

于弹性模量，溶液表现为粘性流体特征。20%的EG 含量增加使样品从粘弹性流体转变为粘性流体。而

PG 含量增加却产生规律性的影响，10%和20%的PG 含量时，溶液以粘弹性行为为主，但G’和G”的交

点却转移至更高的角频率，随着PG 含量增加溶液的松弛时间缩短。当PG 含量为30%时，只能测得稳

定的粘性模量数据，溶液彻底变成粘性流体。PG 极性小，那么其混合溶剂的极性也随PG 含量增加而

极性降低，表面活性剂在该混合体系中的疏溶剂作用降低，表面活性剂聚集的主要驱动力被削弱。 

 
图 4. 相同含量比例，不同低碳醇对稳态流变行为的影响 

 
图 5.低碳醇/水溶液中胶束形态随醇含量转变示意图 

如图5所示，随着低碳醇含量增加，溶液中胶束的长度变短，胶束缠绕结点的密度降低，缠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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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度降低。随着醇含量的增加，溶剂的内聚能减少，表面活性剂的疏溶剂作用减弱，发生缔合行为的

驱动力降低，醇含量的增加不利于蠕虫状胶束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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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y behavior of Wormlike Micelles in glycol/water solution 

ZHOU Hong* ,HAN Yi-Xiu ,WEI Yong-Qiang ,MEI Yong-Jun 
(The Seco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hengdu, 610041, P. R. China) 

Abstract: Using rheological measurements, we investigated the wormlike micelles formed by cationic 

surfactants, Cetyltrimethyl Ammonium Bromide（CTAB）in the presence of Salicylic acid sodium salt 

(NaSal) in glycol/water solution.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glyco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viscoelastic 

wormlike micelles was discussed. It is shown that the glycols change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urfactants and 

then influence the viscoelasticity of the wormlike micelles mixed solution. 

Key Words: cationic surfactant; glycol; Cetyltrimethyl Ammonium Bromide; Wormlike micelles; R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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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fill 电子封装用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流变行为* 

陈超 1,2  姜昀良 1  黎雄威 1  薛志刚 1**  解孝林 1,3**  MAI Yiu-Wing4 

（1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 

2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430070； 

3 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 ; 

4 悉尼大学先进材料技术研究中心，新南威尔斯 2006, 澳大利亚） 

摘要：随着微电子集成技术和 3D 封装等高密度组装技术的发展，电子元件、逻辑电路在体积缩小前提

下，组装密度反而迅速增加，产生的热量也大幅增加，有效的热管理手段成为保证电子元器件高性能、

可靠稳定工作以及长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1,2]。环氧树脂具有优异的耐化学和耐腐蚀性能、电绝缘性能、

力学性能和良好的加工性能，目前 90%的塑料封装采用环氧树脂，而环氧树脂是热的不良导体(~ 0.2 

W/m·K)，如何制备具有导热率高、电绝缘优良的环氧树脂电子封装材料成为研究热点，基于环氧树脂

的 underfill 工艺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封装技术，复杂的封装工艺以及不断增加的封装密度对环氧树脂电子

封装材料的导热性能和流动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地，高性能环氧树脂基 underfill 电子封装材料

的基本参数是满足电绝缘性、导热率>1 W/m·K 和低粘度< 20 Pa.s@25 oC。作者在银纳米线表面包覆二

氧化硅或吸附纳米二氧化硅粒子赋予了其电绝缘性，提高了银纳米线在环氧树脂中的分散性，成功制备

了高导热、电绝缘、流动性能满足 underfill 封装工艺的环氧树脂基电子封装材料。在此基础上，采用不

同粒径和比例的球型氧化铝与环氧树脂复合，提高了填料的填充密度，降低了填料之间以及填料和基体

之间的摩擦，明显改善了复合材料的流动性能，在保持环氧树脂基 underfill 电子封装材料高性能的前提

下，进一步降低了材料成本。 

关键词：环氧树脂；复合材料；流变特性；Underfill 电子封装 

致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512100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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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epoxy-based underfill materials for electronic 

packaging 

CHAO CHEN 1,2, YUNLIANG JIANG1, XIONGWEI LI 1, ZHIGANG XUE 1*, XIAOLIN XIE 1,3*, MAI 

Yiu-Wing4 

（1. Key Laboratory for Material Chemistry of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terial Processing and Die & Moul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4. Centre for Advanced Materials Technology (CAM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Sydney, NSW 2006, 

Australia） 

Abstract: The fast development in the miniaturization and high density packages of integrated 

microelectronics make heat dissipation a significant issue to ensure their high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fluidization of MWCNs decreased the 

viscosity of the epoxy-based composites. Herein, the silica nanolayer coated or silica nanoparticles 

absorded on AgNWs were filled with epoxy to prepare the high performance electronic packaging 

materials which meet the underfill process with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 electronic insulation and 

flowablity. Additionally, irregular-shaped, spherical and binary mixtures of spherical alumina 

micro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sizes were compounded with epoxy. Their effects on 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epoxy-based composite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owest 

viscosity is found for composites with a mixture of spherical microparticles with 80% 30 μm and 20% 5 

μm alumina, and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the epoxy-based composite is up to 1.26 W/m·K at 50 vol% 

mixed diameter alumina.  

Key Words：epoxy; composites; rheology; underfill electronic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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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热塑性硫化胶的相态结构、形成机理与性能关系及其加工流变性能* 

姚鹏军  张文乾**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2249） 

摘要：首次研究了医用胶塞用 BIIR/PP TPV 动态硫化过程中的微观相态结构和相态演变，基于橡胶相的

交联程度、两相相容性和界面张力提出了全新的相态形成和演变机理。有趣地发现 BIIR/PP TPV 中 BIIR

分散相实际上是由 40 ~ 100 nm 的 BIIR 纳米颗粒聚集而成的，这些纳米颗粒是在动态硫化初期由 BIIR

破碎成纳米液滴而后原位交联而形成的。BIIR/PP TPV 中的相反转是由 BIIR 纳米颗粒的形成和聚集造成

的。我们还在 BIIR/PP TPV 中观察到了大量的单个 BIIR 纳米颗粒，它们是由于动态硫化初期 BIIR 和 PP

两相相容性的增大引起的。随着动态硫化的进行，这些单个 BIIR 纳米颗粒由于高的表面能和热力学不

稳定而逐渐聚集减少，引起橡胶粒子网络结构的减弱，不利于弹性和机械性能的增强，有利于流变性能

的增强。另外，随着动态硫化的继续进行，由于 BIIR 表面张力的减小和 BIIR 纳米颗粒聚集体内聚能的

减小，BIIR 聚集体尺寸和 PP 基体层厚度减小，导致橡胶粒子网络结构增强，有利于弹性和机械性能的

增强，不利于流变性能的增强。重要的是，我们的 BIIR/PP TPV 表现出了良好的机械性能，流变性能和

弹性。还探讨了结构-性能关系。 

关键词：特种 TPV，微观结构，相态演变，流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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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终端弛豫对白炭黑填充天然胶流行行为的影响 * 
宋义虎 **   

（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摘要：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流变行为研究已取得若干重要突破，但在线性流变与非线性流变行为机理方

面争议巨大。现有理论模型无法协调粒子网络结构与分子非均质终端弛豫对非流体力学区域的流变学贡

献。提出线性流变叠加曲线的频率平移法，利用此法获得白炭黑填充天然胶的流体动力学区叠加曲线，

并确定本体橡胶相的终端松弛时间。发现流体动力学-终端松弛时间等效原理，有效分离了粒子、橡胶

的粘弹性贡献。将此法推广到非线性流变行为，合理阐述了粒子相、橡胶相对非线性流变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纳米粒子；天然胶；流变；分子链扩散  

1 引言 

流变行为对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Polymer nanocomposites, PNC)的成形加工及制品的最终性能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数十年来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PNC 聚集态结构复杂，其流变行为受高分子

化学结构、粒子及其聚集体结构、粒子-高分子界面相互作用、加工工艺等诸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导致

流变学研究难度大，补强机理、非线性流变、分子弛豫特性等若干基本科学问题长期存在争议。广泛被

接受的流体动力学、粒子簇动态聚集、逾渗等补强理论以及吸附链脱附-滑移、玻璃层屈服、粒子簇软

化、粒子网络破坏等非线性流变模型，都没有从非均质结构、微观应变放大效应等角度去阐释 PNC 流

变行为。 

2 结果与讨论 

白炭黑填充天然胶的动态流变行为可采用约化频率叠加而在流体动力学区形成主曲线，其低频流变

行为反映粒子结构的贡献。结合两相流变模型，可揭示粒子相、橡胶相对线性、非线性流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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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ormalized linear rheology for the compounds without (pentagons) or with TESPT (other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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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retarded terminal dynamics to rheology of silica filled 

natural rubber  

Yihu Song* 

(MOE Key Laboratory of Macromolecular Synthesis and Functionalization, Department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substantial progresses along with giant debates in reinforcement and dissipation 

mechanisms in relation to structured filler network and heterogeneously retarded polymer dynamics for 

nanoparticle filled polymers beyond the hydrodynamic limit. Herein linear and nonlinear dynamic 

rheological behaviors of silica filled natural rubber were investigated and a new method for creating 

rheology master curve of the compounds in the hydrodynamic regime and determining terminal relaxation 

of the bulky rubber phase is proposed. The viscoelastic contributions of the filler and polymers phases in a 

wide frequency range are fractionated on the basis of a new finding of hydrodynamics-terminal relaxation 

equivalence principle. The viscoelastic regimes dominated by polymers of retarded terminal relaxation, 

filler structure and both are disclos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ulky rubber phase to both linear and 

nonlinear rheology is stressed. Normalizations of linear and nonlinear rheology are discussed with respect 

to modification of rubber dynamics.  

Key Words：Nanoparticle, nature rubber, rheology, chain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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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缔合高分子的凝胶行为* 

陈全**  张志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吉林长春 130022） 

摘要：缔合高分子(Associative polymer)指具有可相互缔合基团的高分子链。由于缔合作用，高分子链的

运动受到阻碍，从而表现出可逆物理溶胶或凝胶的动力学行为。本研究讨论了缔合高分子体系的结构和

流变学行为的关系，重点讨论了这一类高分子的溶胶凝胶转变、和凝胶行为失效对应的缔合点浓度。 

关键词：缔合高分子；物理凝胶；凝胶点 

1 溶胶凝胶转变 

缔合高分子通过缔合作用可形成可逆的物理溶胶或凝胶。缔合作用可以是基于氢键、离子相互作用

等作用。由于缔合作用，高分子链的运动受到阻碍，从而表现出可逆物理溶胶或凝胶的动力学行为。[1-3]

溶胶与凝胶的转变对应凝胶点，即体系通过缔合作用形成逾渗网络结构的转变点。然而，对于高分子链

上结合缔合点（氢键或离子）无规分布的无规缔合高分子，半个多世纪的实验研究却很少涉及到该转变

点。我们通过借助化学凝胶点推演出了该物理凝胶点。化学凝胶点可通过 Bethe Lattice 推导：假设凝胶

通过逐代生长来实现、且每个凝胶前驱体分子的官能团数为 f、官能团反应的概率为 p，则每代必须通过

一个官能团联系到上代，而其余 f−1 个官能团可以联系到下代，使得下代的数目为 p(f−1)。如果逐代递

增（p(f−1)>1）则可形成凝胶，而逐代递减则只能形成溶胶，因此化学凝胶点定义为 pc = 1/(f−1)。在无

规缔合高分子中，每一个单体均可通过结合缔合基团形成交联点。当绝大多数缔合点处于缔合状态时，

无规离聚物的物理凝胶点即为 pc = 1/(N−1)，其中 N 为单体数目。该凝胶点对应于平均每条分子链上约

一个缔合点，如此低的浓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半个多世纪关于无规缔合高分子链的实验研究都很少涉及到

该凝胶点。［4，5］除了凝胶点，我们还需要考虑凝胶附近的两个特征转变：第一个特征转变是 Ginzburg

转变：从预聚体到 Ginzburg 点， 溶胶存在空间重叠，其重叠程度随着凝胶程度上升而下降；Ginzburg

转变点到凝胶点间，溶胶在空间上不重叠。 物理溶／凝胶不同于化学溶／凝胶，其松弛存在着“链松弛”

和“链解离”的竞争，从而导致了第二个特征转变，即有效解离转变点：从预聚物和有效解离点，溶胶尺

寸较小，“链松弛”占主导；从有效解离点到凝胶点，溶胶尺寸大，“链解离”在松弛初期占主导。 

2 离聚物凝胶－非凝胶的转变 

一般说来，高分子链在 Kuhn 链节以上才表现柔顺高斯链的行为。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高分子链

的橡胶态弹性起源于构象熵的变化，即构象数目的减少导致自由能的增加。该自由能在单位热能的尺度，

使得橡胶态模量可表示为 G ~ vkT，其中 v 为有效链段的数密度。因此，当 v 为 Kuhn 链节的密度时，对

应的模量约为玻璃态到粘弹态模量过渡区域的模量。 

Eisenberg 经典的限制区域的理论认为，离聚物这一类特殊的离聚物中，离子聚集会限制周围链段的运动，

该限制区域对应的尺度约为一个 Kuhn 链节尺寸 b，因此，当离子的数密度为 vs，每个离子聚集中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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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离子数目为 n 时，离子聚集的数密度为 vs/n、受限制的区域的体积分数则为 b3vs/n。当 b3vs/n ≈1 时，

体系中的受限制的区域在空间上形成重叠，使得整个体系的链段运动都受到限制。［2，6］我们提出与

Eisenberg 理论不同的机理。我们认为：在缔合高分子中，当每个 Kuhn 链节一个缔合点的浓度为一个特

征转变浓度，当缔合点浓度高于此浓度，且缔合的能量远大于单位热能时，所有的 Kuhn 链节以上的链

运动都会受到限制。由于每个 Kuhn 链节占据的体积为 b2p，其中 p 为填充长度（packing length），该特

征转变浓度对应的缔合点浓度即为 vsb2p = 1。对于柔性离子聚合物，b/p～5 且 n～10。因此，我们提出

的理论与 Eisenberg 理论预测的缔合点浓度近似。然而，对于其他缔合体系，如两两相互作用的氢键体

系，我们理论预测的结果和 Eisenberg 理论预测有区别，其正确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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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ation of Random Associative Polymers 

QUAN Chen*, ZHIJIE Zha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ymer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angchun Institute of Applie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An associative polymer has stickers randomly attached to the backbone. The stickers enable the 

associative polymer to behave as a reversible gel. Nevertheless, two basic questions have yet to be better 

understood in respect to the associative polymer as physical gel: How is the gel formed at low sticker 

content and how does the gel behavior change at high sticker content? This study is to address these two 

basic questions from both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associative polymer; physical gel; ge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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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型胶原蛋白在 N-甲基吗啉-N-氧化物/水溶液中流变性能的研究* 

庄晓丽  周湘竹  戴肖南  李天铎 ** 

（山东省轻工助剂重点实验室，齐鲁工业大学，济南 250353） 

摘要：Ⅰ型胶原蛋白在 N-甲基吗啉-N-氧化物（NMMO）/水溶液中有较好的溶解性，能够形成稳定的分

散体系。通过对体系的弹性模量（G'）、粘性模量（G"）及剪切粘度（η）等流变性质的研究，我们发现

体系弹性模量和粘性模量的大小与胶原蛋白的浓度有关；剪切粘度是随着胶原浓度的增加而增大，随温

度的升高而减小；在不同溶解条件下，体系呈现出剪切增稠和剪切变稀两种现象。 

关键词：Ⅰ型胶原蛋白；NMMO；粘弹性；剪切粘度 

1 引言 

胶原蛋白是一种生物高分子物质，是动物体组织的基本结构之一。胶原蛋白分子具有特殊的三股螺

旋超分子结构，因此胶原蛋白既可以作为弹性组织如皮肤，肌腱，韧带的基本结构，也可以构成某些强

度较大的组织，如牙齿或骨。这体现了胶原蛋白具有广泛的机械性能。Ⅰ型胶原蛋白是由 3 条 α 链组成

三股螺旋结构，且每条链都是左手螺旋结构，特殊的螺旋结构使Ⅰ型胶原蛋白较难溶解，较小的溶解性

限制了Ⅰ型胶原蛋白在许多方面的应用[1]。 

NMMO 是一种脂肪族环状叔胺氧化物，在分子结构中，N 原子直接连接电负性很强的 O 原子[2]，

使得 NMMO 对氢键的破坏能力较强。NMMO 是一种环境友好型溶剂，无毒无腐蚀，对环境友好，且能

回收，不污染环境，因此被作为溶剂溶解纤维素[3]、丝素蛋白[4]、壳聚糖[5]等。据此推测胶原蛋白能够

在 NMMO 水溶液中的溶解。 

目前，流变学方法已广泛应用于生物材料的生产，流变学性质在生产工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起到评估产品的质量的重要作用。在胶原蛋白的分散体系中，流变学性质成为了研究其胶原蛋白结构和

聚集体性能的重要手段。 

2 实验 

实验采用旋转流变仪（DHR-2，美国 TA 公司）锥板测量系统（直径 40mm，夹角 1°）测定胶原蛋

白/NMMO/水分散体系的流变性能。为了清除加样过程带来的影响，实验开始前，所有样品均在样品测

量板上静置 10mim。 

我们首先考察了浓度对于胶原蛋白/NMMO/水体现粘弹性的影响，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胶原浓度较小时，溶液的粘性模量大于弹性模量（图 1A），随着胶原浓度的 

不断增加，弹性模量逐渐占有优势（图 1C）。胶原分子内部相互缠绕，当胶原浓度较小时，分子可以发

生蠕变，摆脱缠绕，因为弹性链节部分拉伸作用在剪切力的作用下而松弛了，胶原分子在形变时粘性占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2137612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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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弹性不明显。当胶原浓度较大时，分子内和分子间的作用力和缠绕点增加，溶液的粘性流动难以

发生，胶原蛋白的弹性占有优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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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下不同胶原浓度在 NMMO 水溶液中的粘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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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胶原蛋白/NMMO 在不同胶原浓度中稳    图 3 胶原蛋白/NMMO 在不同温度下的稳态                 

               态粘度                                     粘度 

图 2 是胶原浓度对体系稳态剪切粘度的影响结果。我们首先测试了 NMMO/水溶液的性质，发现其

呈现牛顿流体的性质。胶原蛋白浓度在 0.3%~2.3%时，该分散体系在剪切速率较小时表现出剪切增稠的

现象，随着剪切速率不断增加又表现出剪切变稀的现象；当胶原的浓度足够大时（≥3%），该分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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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剪切增稠的现象消失。这是由于胶原蛋白的特殊结构导致的结果。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胶原蛋白

的浓度对分散体系的流变性能影响较大。随着胶原蛋白浓度的不断增加，在相同剪切速率时，体系的剪

切粘度在逐渐增大，说明胶原蛋白的三螺旋结构在体系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当胶原浓度较小时，低剪切

速率可以促进胶原分子之间的缠绕，同时也会使其解缠绕，但最终缠绕点增多，从而使溶液的粘度增大；

高剪切速率下，所施加的压力足以使胶原分子间的缠绕点破坏，从而使胶原蛋白分散体系的粘度降低，

该分散体系表现出先剪切增稠后剪切变稀的现象。当胶原浓度较大时，胶原分子的缠绕点较多，剪切速

率无法促进胶原分子的缠绕，只能解缠绕，因此分散体系的粘度值一直降低，表现出剪切变稀的行为。 

当胶原溶液浓度增大时，胶原分子的缠结程度增大，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摩擦力增大，分子链段跃迁速

度变慢，胶原蛋白高分子链之间的结构和缠绕点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胶原溶液的粘度增大[6-8]。 

最后我们考察了温度对于胶原蛋白/NMMO/水分散体系在不同温度下流变性能的影响，如图 3 所示。

在我们考察的温度范围内，从 15 oC 到 30 oC 范围内，低剪切速率下表现出剪切增稠的现象，高剪切速

率则出现剪切变稀。随着温度的升高，剪切增稠的现象消失，当温度大于 55 oC 时，该分散体系几乎表

现出了牛顿流体的性质。温度较低时，低剪切速率下胶原分子可以相互缠绕，表现出剪切增稠，高剪切

速率下胶原分子主要发生解缠绕的过程，表现出剪切变稀的现象；温度较高时，胶原分子热运动能量较

高，胶原分子间无法缠绕，只存在解缠绕现象，因此表现出剪切变稀的现象。相同剪切速率时，温度越

高其溶液的粘度值越低。当温度升高时，胶原分子的热运动能量增加，胶原分子链段跃迁的阻力变小，

速度加快，因此胶原溶液的粘度降低[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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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ical behavior of type I collagen in 

N-methylmorpholine-N-oxide/H2O solution 

XIAOLI Zhuang, XIANGZHU Zhou, XIAONAN Dai, TIANDUO Li*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ine Chemicals,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nan 

250353,China) 

Abstract: Type I collagen have a good solubility in N-methylmorpholine-N-oxide(NMMO) and prepare a 

homogeneous solution.The storage modulus (G') , loss modulus(G'') and shear viscosity (η) were measured 

with rheological measuremen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orage modulus and the loss modulus were 

related to the collagen concentration. The other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the shear viscosity values were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the temperature, and increasing with increasing the collagen concentration. 

Shear-thickening and shear-thinning both exist in the shearing process. 
Key Words：type I collagen; NMMO; viscoelasticity; shear 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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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胺纳米针/二硫化钼阵列的制备及其可控电流变与吸波性能的研究* 

张文玲 1**  姜德刚 1  王晓霞 1  郝博男 2  刘迎丹 2  刘敬权 1**   

（1.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石墨烯应用技术创新研究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青岛大学，青岛 

266071；2. 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燕山大学，秦皇岛 066004） 

摘要：本文报道了一种制备高介电性能材料的方法，并研究了其电流变和吸波性能。二硫化钼粉末通过

球磨和超声空穴法处理成纳米片。通过本体聚合法，控制反应时间，将不同长径比的聚苯胺纳米针长在

了二硫化钼纳米片上。相比于纯的二硫化钼纳米片，这种新制备的聚苯胺纳米针/二硫化钼阵列材料在外

加电场下，表现出增强的剪切应力。同时，由于二硫化钼和聚苯胺的协同作用，所制备的复合材料表现

出增强的电磁波吸收性能和较宽的吸收频段。 

关键词：聚苯胺纳米针阵列;二硫化钼纳米片;可调节介电常数;电场响应;电磁波吸收 

1 引言 

电/磁流变效应是指利用外加电/磁场对悬浮液中的颗粒进行电/磁极化，进而迅速改变颗粒-颗粒或者

颗粒-极板之间的相互作用势，甚至使电/磁流变液从液体状态转为固体状态而具有屈服应力以抵抗外界

剪切形变的现象。这一特性使得电/磁流变液在转矩传感、阻尼减振、机械抛光、阀门和密封、健身与医

疗器械、微流体装置等领域享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电流变液是由微纳米尺寸的介电或半导体（10-9-10-6 

S/cm）颗粒分散在绝缘液体中组成的复杂流体[2]。在电压为 3 kV/mm 时电流变液的电流密度只有几

μA/cm2，这种低能耗特性也成为其被研究和推广应用的另一推动力[3]。本研究采用电子传输速度较快的

二维材料-二硫化钼(MoS2)纳米片作为基底，将 PANI 纳米针垂直生长在 MoS2纳米片基底上，通过控制

PANI 的聚合时间，调节 PANI 纳米针的长径比，制备表面硬度不同的阵列结构的颗粒。 

2 实验 

如图一所示，二硫化钼分散在 N-甲基吡咯烷酮中，通过球磨和超声空穴法剥离成二硫化钼纳米片。

通过改变聚苯胺的反应时间（10 小时和 24 小时），制备出长径比不同的聚苯胺纳米针阵列。由于正负静

电吸引，制备的聚苯胺纳米针阵列均匀的长在了二硫化钼纳米片的表面。所制备的样品分别标记为聚苯

胺纳米针/二硫化钼-10 和聚苯胺纳米针/二硫化钼-24。 

 
图 1 聚苯胺纳米针/二硫化钼阵列的合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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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制备的样品分散在粘度为 100 cSt 的硅油中，颗粒的质量分数为 15%，超声 10 分钟，配制成电流

变液。如图 2 所示，在相同的电场强度下，相比于纯的二硫化钼纳米片，聚苯胺纳米针/二硫化钼表现出

增强的电流变效应。同时，剪切应力随着聚苯胺纳米针长径比的增大而增加。这可能是由于较长的聚苯

胺纳米针更容易在电场下极化后，形成较强壮的链状结构。同时，我们重新绘制了这些样品的剪切屈服

应力与施加电场强度的关系图（图 2d）。在电场较低时，斜率为 2.0，随着电场强度的增加，斜率降低为

1.5。说明在本实验中，这些电流变样品都在低电场强度时符合极化模型，当电场强度增加到某一转折点

后，又遵从导电模型。 

 

 
图 2 二硫化钼纳米片(a), 聚苯胺纳米针/二硫化钼-10(b), 聚苯胺纳米针/二硫化钼-24(c)的剪切应力与剪

切速率图及它们的剪切屈服应力与电场强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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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polyaniline nanoneedles on MoS2 nanosheets for tunable 

electrorheological behaviour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 attenuation 

WEN LING Zhang1*, DEGANG Jiang,1 XIAOXIA Wang,1 BONAN Hao,2 YING DAN Liu,2 JINGQUAN 

Liu1* 

(1.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stitute for Graphene Applie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Growing Base for State Key Laboratory,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tastable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was to fabricate high-performance dielectric materials for 

electrorheological (ER) application and electromagnetic (EM) wave attenuation. Commercial bulk MoS2 

were exfoliated into nanosheets via combination of ball-milling and bath sonication procedure, which 

were used as template for the in situ grafting of PANI nanoneedles (PANI-NDs) to afford 

MoS2/PANI-NDs composites. The length-diameter (L/D) ratio of PANI-NDs on MoS2 nanosheets was 

feasibly tuned via modulating the polymerization time to achieve the desire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dielectric properties. Compared with MoS2 nanosheets, MoS2/PANI-NDs based ER fluids constructed 

more robust fibril-like structure governed by the external electric energy and exhibited higher dynamic 

yield stress (186.8 Pa at 3 kV/mm) with wider applied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0~3.0 kV/mm). Furthermore, 

as a novel EM wave absorbing material, the minimum reflection loss values of MoS2 nanosheets and 

MoS2/PANI-NDs reached –44.4 dB at 11.48 GHz and -32.1 dB at 8.69 GHz with thickness of 3 mm, 

respectively. The broad effective EM absorption bandwidth (reflection loss values less than -10 dB) for 

MoS2/PANI-NDs was observed in the range of 7.26~11.19 GHz owing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ANI 

and MoS2 nanosheets.  

Key Words: polyaniline nanoneedles array, MoS2 nanosheets, tunable dielectric constant, electro-response, 

electromagnetic wave atte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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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法测量聚烯烃弹性体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吴幼军**  唐琦琦  明明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 201203） 

摘要：用流变法测量聚合物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与传统的凝胶色谱方法比起来会更快速、更便捷、成

本更低。文献中采用流变法测量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主要是应用在线性高分子或者实验室设计的支化高

分子上，而对于商品化的聚烯烃的表征则因为其结构复杂、理论模型缺乏而很少见到相关报道。本文用

两种流变方法研究了商品化聚烯烃弹性体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结果表明对于线性或者接近线性结构

的聚烯烃弹性体来说，DRSE 模型和 BOB 支化模型两种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凝胶色谱的结果都基本吻合，

但是对于含有长支链结构的聚烯烃弹性体来说，采用 DRSE 模型计算出来的分子量会高于凝胶色谱法的

结果，而采用 BOB 支化模型计算出来的分子量结果吻合较好。 

关键词：分子量分布，流变法，长支链 

1 引言 

聚合物的粘弹性与其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密切相关。使用动态模量的流变方法来表征聚合物的分子

量和分子量分布，可以应用于线性聚合物如聚丙烯、聚乙烯和聚碳酸酯等[1-4]，但是该方法不能直接用

于商品化的聚烯烃弹性体，因为该材料往往是共聚物，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并可能含有长支链。因此

对于含有长支链结构的聚合物分子，需要采用其他的模型来计算其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在本文中我们

首先采用动态模量法来计算商业化聚烯烃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为了使该方法适用于聚烯烃弹性体，

我们重新测量和计算了适用于聚烯烃弹性体的流变参数。我们也采用了 BOB 支化模型[5]来计算了聚烯

烃弹性体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BOB 支化模型可以用来计算线性分子，也可以用于计算支化分子。 

2 实验 

实验中的聚烯烃弹性体包括乙烯辛烯共聚物和乙烯丁烯共聚物。流变实验仪器为 TA 仪器公司的

ARESG2流变仪，夹具采用 25mm平行板夹具。动态频率扫描实验条件为 190度，频率 628rad/s到 0.05rad/s，

应变 15%。室温叠加实验的动态频率范围为 0.01 到 100rad/s，温度范围从 100 度到 240 度。 

我们首先采用DRSE模型以及重新计算的流变参数进行计算，图1是POE-01的计算结果示例。通过计

算不仅能得到聚合物的重均分子量，而且也可以得到分子量分布的谱图。对于线性或者接近线性的聚合

物结构，DRSE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和GPC结果很相近。 

对于含有长支链结构的聚烯烃弹性体，我们采用BOB支化模型来计算其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图2

是POE-06的计算示例。BOB模型具有线性计算方法和支化聚烯烃的计算方法。图中数据点是实验数据，

点划线是采用BOB线性模型的计算结果，实线是采用BOB支化聚烯烃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采用BOB

支化模型计算的结果和实验数据吻合很好，而且计算出来的相位角在低频区出现转折，反映出长支链结

构所具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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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计算结果与动态数据的拟合。              (b)DRSE 计算的分子量分布与 GPC 的比较。 
图 1. POE-01 的 DRSE 计算结果。 

 
图 2. POE-06 用 BOB 支化模型的计算结果。 

图3是采用两种模型计算得到的聚烯烃弹性体分子量（3,a; 3,b）和分子量分布(3, c)的结果与GPC结

果的比较。对于线性或者近似线性的结构，两种模型都能得到和GPC接近的分子量结果（a）；对于含有

长支链结构的聚烯烃来说，采用DRSE模型计算的结果明显高于GPC的结果，而采用BOB支化模型计算

的结果则与GPC结果接近（b）。 

 

(a) 线性聚烯烃          (b) 支化聚烯烃            (c) 分子量分布的比较 
图 3. 采用 DRSE 和 BOB 模型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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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Molecular Weight and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Polyolefin Elastomers by Rheological Method  

Derek Wu*, Qiqi Tang, Mingming 

(The Dow Chemical Company, Shanghai, China 201203)  

Abstract：A rheological method could be one of the potential quick screen techniques to determine the 

molecular weight and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of a polymer. Not only are linear viscoelastic properties of 

polymers very sensitive to the molecular weight and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but the rheological tests are 

often faster, easier and cheaper compared to the 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GPC) method. However, 

studies in literature focus more on linear or designed branched polymers than commercial polyolefins because 

the structure of the latter is complicated and the theory relating rheological properties to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is not available for commercial polymer materials. In this report, the determination of molecular 

weight and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POE samples were compared by two rheological 

methods; one is a dynamic modulus method as calculated by the Double Reptation Single Exponential model 

(DRSE), and the other is calculated by a newly developed generalized Branch on Brach model (BOB), that can 

be used for branched materials. For POE samples with linear or nearly linear structure, the prediction results by 

both models were very close to the SEC results. For POE samples with long chain branching, however, the 

molecular weight calculations by DRSE model were higher than SEC results. The calculations by the BOB 

model are much improved over the results calculated by the DRSE model, and the branching parameters for the 

polymers also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calculation. 

Key words：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rheology, long chain b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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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疏水改性纤维素溶液剪切交联流变动力学研究* 
朱仪玫  方波 1**  卢拥军 2  邱晓惠 2  王丽伟 2   

刘玉婷 2  樊悦 1  杜威 1  韩晓菲 1  邱玉峰 1  周庆港 1 

（1.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上海 200237；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廊坊 

065007） 

摘要：本文针对由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CMHEC）和 3-氯-2-羟丙基十二烷基二甲基醋酸铵(DE)合成的

新型水溶性疏水改性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DE-CMHEC），考察了 DE-CMHEC 和 CMHEC 溶液的流变

学性质；进一步研究了有机锆交联 DE-CMHEC 溶液的流变动力学过程。结果表明 DE-CMHEC 水溶液

的黏度显著提高，其 3g/L 水溶液的黏度比同浓度 CMHEC 溶液的黏度提高了 1.9 倍。四参数剪切交联流

变动力学方程可表征交联过程中黏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新型疏水改性纤维素 DE-CMHEC 可望用于油

气开采和减阻领域。 

关键词：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疏水改性；流变动力学 

1 引言 

水力压裂技术是一种油气储层改造和实现油气单井产量增加的高效方法和手段[1]，纤维素基压裂液

是水力压裂的其中一种压裂液[2-4]。纤维素通过改性可以明显提高其性能，改性纤维素基压裂液也是油

气开发领域的研究热点[5-7]。 

纤维素的改性包括交联[8]、接枝共聚[9]、复配[10]、疏水改性[11]等，改性纤维素需要进一步交联才能

应用于压裂液中。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CMHEC），是纤维素分子链上的羟基与烷基化试剂在碱性条件

下反应生成的一种醚类衍生物，分子内和分子间作用力强。本文针对以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和 3-氯-2-

羟丙基十二烷基二甲基醋酸铵合成的新型水溶性疏水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DE-CMHEC），研究其改性

前后溶液的流变性，并考察了有机锆剪切交联 DE-CMHEC 溶液流变动力学，可望为其应用在油气开采

压裂液中提供指导。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 

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CMHEC），湖北金祥瑞科技有限公司；3-氯-2-羟丙基十二烷基二甲基醋酸铵，

疏水改性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DE-CMHEC），均为实验室自制；有机锆交联剂和pH调节剂，均由中国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提供；无水乙醇，氢氧化钠均为分析纯；去离子水。 

2.2 实验主要仪器 

BS210S型电子分析天平，北京市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DE-101S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邦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课题“致密砂岩气藏低伤害压裂液体系研究与应用” (项目编号

2013AA06480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项目 ：井筒工作液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研究（2014A-4212）。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编号 X15012）。 
**通讯作者：方波，电话：021-64253361。E-mail：fangbo@ec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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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MCR302 流变仪，Anton Paar公司。 

2.3 交联流变动力学测试方法 

将疏水改性纤维素 DE-CMHEC 溶于去离子水中配制成 0.2%（wt%）的溶液，取 20mL 溶液加至

MCR302 流变仪的同轴套筒外筒中，一定温度下恒温放置 2min，加入 0.3%（vt%）pH 调节剂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 0.05%（vt%）有机锆交联剂快速搅拌 10s，放下流变仪转子，测定体系黏度和黏弹性模量随时

间的变化。 

3 结果与讨论 

3.1 改性前后稳态剪切黏度和黏弹性比较 

在 25℃、170 s-1剪切流场下，采用流变仪测定不同质量浓度(0.1%-0.5%)的 DE-CMHEC 和 CMHEC

溶液的表观黏度，如图 1 所示。在 25℃、10 rad/s 振荡流场下测定 0.4% DE-CMHEC 和 CMHEC 溶液的

黏弹性模量，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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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E-CMHEC 和 CMHEC 溶液黏度比较     图 2   DE-CMHEC 和 CMHEC 溶液黏弹性比较 

由图 1 可知，DE-CMHEC 和 CMHEC 溶液的黏度均随浓度增加而升高，且 DE-CMHEC 溶液黏度明

显比同浓度 CMHEC 溶液黏度高。浓度为 0.3%时，DE-CMHEC 溶液黏度为 53 mPa•s，CMHEC 溶液黏

度为 18.3 mPa•s，黏度提高了 1.9 倍。由图 2 可知，0.4% DE-CMHEC 溶液的黏性模量和弹性模量均明

显高于 CMHEC 溶液。这是因为 CMHEC 分子上接上了疏水基团，在水溶液中，疏水基团由于憎水作用

发生聚集，分子间相互缔合形成网状结构，增大流体力学体积，因而增黏作用和弹性均得到增强。 

3.2 剪切速率对交联过程的影响 

0.2% DE-CMHEC溶液剪切交联过程中黏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以及应用四参数剪切交联流变动力

学方程（式 1）表征结果，如图 3 所示；拟合参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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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η
ηη                                (1) 

式 1 中，η0是初始黏度，ηmax是最大黏度，k 为结构变化速率常数，m 为黏度随结构变化程度的相

关系数。 

由图 3 可知四参数交联流变动力学模型能够确切表征交联过程中黏度对时间的变化关系，实验值和

计算值符合良好。由表 1 可知，随着剪切速率增加，ηmax和 η0 都有不同程度降低，可见剪切速率增加会



 

172 
 

降低交联黏度。结构变化速率 k 先减小后增加，可能是由于低剪切时以分子间交联为主，剪切速率增加

破坏了分子间交联结构，导致黏度降低。高剪切时以分子内交联为主，剪切速率增加交联加快，因此 k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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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剪切速率交联黏度实验值与模拟值     图 4 不同温度交联过程弹性模量 G’随时间变化 

表 1 四参数交联流变动力学模型模拟不同剪切速率下交联黏度拟合参数 

剪切速率

(s-1) 

ηmax  

(mPa•s) 

ηmin 

(mPa•s) 

k 

(s-1) 
m R 

20 1146.43 455.65 0.0132 1.64 0.9985 

30 909.37 148.13 0.0096 1.15 0.9986 

40 850.84 149.7 0.0075 1.07 0.9987 

50 714.10 115.24 0.0041 1.21 0.9981 

60 519.57 108.28 0.0082 1.15 0.9990 

3.3 小振幅振荡流场中不同温度下交联弹性模量变化 

在应变为 1%、频率为 10 rad/s 的振荡流场中测定不同温度交联过程中弹性模量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以看出，不同温度下体系交联过程的弹性模量 G’随时间增加而增加，且 G’随着温度

增加也增加。可见一定范围内升高温度，分子热运动加剧，分子间碰撞次数增加，有利于体系交联形成

凝胶。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新型水溶性疏水改性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 DE-CMHEC 溶液的流变性，并用有机锆对

DE-CMHEC溶液进行交联，研究了改性前后溶液和交联过程中体系的流变学性质。结果表明DE-CMHEC

溶液的黏度和弹性明显提高。四参数交联流变动力学方程能够确切描述不同剪切速率下交联黏度随时间

的变化关系。振荡流场中温度升高有利于体系交联形成凝胶。本研究可望为纤维素基压裂液应用于油气

藏开采和减阻剂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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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kinetics of novel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cellulose solution in 

shear crosslinking process 

Yimei Zhu1, Bo Fang1*, Yongjun Lu2, Xiaohui Qiu2, Yuting Liu2, Yue Fan1,  Wei Du1, Xiaofei Han1 , 

Yufeng Qiu1,  Qinggang Zhou1 

(1.Chemical Engineering Rheolog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200237. 2. Langfang Filial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tro 

China, Langfang, Hebei. 065007) 

Abstract: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DE-CMHEC, novel water soluble hydrophobically-modified 

cellulose prepared with carboxymethyl hydroxyethyl cellulose (CMHEC) and 3-Cl-2-hydroxypropyl 

dodecyl dimethyl ammonium acetate (DE), and CMHEC solution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heokinetics of 

the process of organic zirconium crosslinking DE-CMHEC solution was further studi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iscosity of DE-CMHEC water solution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viscosity of 3g/L 

DE-CMHEC solution was 1.9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3g/L CMHEC solution. The change of viscosity 

with time in crosslinking process could be fitted to the 4-parameter crosslinking rheokinetics equation. 

The novel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cellulose DE-CMHEC might be applied in oil and gas recovery and 

drag reduction. 

Key words: carboxymethyl hydroxyethyl cellulose; hydrophobic modification; rheo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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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松弛时间思想的黏弹性流体 N 并联 FENE-P 本构模型研究 * 

李敬法 1  宇波 2**  魏进家 3  孙东亮 2 

（1.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城市油气输配技术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2.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北京 102617；3.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西安 710049） 

摘要：本文对描述黏弹性流体弹性应力应变关系的本构模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松弛时间思

想的 N 并联 FENE-P 本构模型。以双并联 FENE-P 模型为例，对比了 N 并联 FENE-P 模型和只有单一松

弛时间的传统 FENE-P 模型对高分子聚合物溶液表观黏度实验数据的拟合效果。结果表明：N 并联

FENE-P 模型对高分子聚合物溶液表观黏度的拟合效果在整个剪切率范围内均比传统单松弛 FENE-P 模

型更好，尤其当剪切率较大时优势更明显；N 并联 FENE-P 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和通用性，参数可调节性

更好。 

关键词：N 并联 FENE-P 本构模型；黏弹性流体；多松弛时间；表观黏度 

1 引言 

1948 年，英国学者 Toms[1]在第一届国际流变学会议上首次报道了高分子聚合物及其类似物可显著

减小湍流流动的摩擦阻力，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Toms 效应”或添加剂湍流减阻效应。近年来，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值模拟方法逐渐成为研究黏弹性流体湍流减阻机理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黏弹

性流体具有复杂的非牛顿性质和黏弹性效应，与牛顿流体湍流数值模拟不同的是，黏弹性流体湍流减阻

数值模拟还需构建可以准确描述其弹性应力与应变关系的本构模型。但目前用于描述黏弹性流体本构关

系的模型只具有单一松弛时间，与黏弹性流体内部微观结构的真实物理变形不相符，造成黏弹性流体湍

流减阻的理论分析和直接数值模拟、实验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基于此，本文考虑到具有多个松弛时间的

本构模型能够更加真实描述黏弹性流体内部微观结构的松弛变形，而 FENE-P 模型的非线性有限拉伸变

形假设与实际更相符，提出了一种更具一般性的基于多松弛时间思想的 N 并联 FENE-P 本构模型。 

2 基于多松弛时间思想的 N 并联 FENE-P 本构模型的建立 

当 N 个单一 FENE-P 模型进行并联时，N 并联 FENE-P 模型满足“应力为 N 个单一 FENE-P 模型应

力之和，应变与每个单一 FENE-P 模型相等”的特征， 

 
1

V V VV1 V2 ...
N

N i
i=

+ + == + ∑τ τ τ τ 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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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N= = = =D D D D  （2） 

式中，N 表示 N 并联 FENE-P 模型中分支 FENE-P 模型的数目，N≥2，若 N=1 则表示只具有单一松弛时

间的传统 FENE-P 模型； Vτ 表示 N 并联 FENE-P 模型的弹性应力张量； D表示 N 并联 FENE-P 模型的

角变形速率张量， ( )( )T 2= ∇ + ∇D u u ； V1τ 、 V2τ … V Nτ 表示各分支 FENE-P 模型的弹性应力张量； 1D 、

2D … ND 表示各分支 FENE-P 模型的角变形速率张量。 

由 FENE-P 本构模型的表达式可知 N 并联 FENE-P 模型中第 i 个分支 FENE-P 模型的应力张量 Viτ 与

角变形速率张量 iD 满足， 

 ( ) ( )
V

V V 2i i
i i i

i if r f r
λ η∇+ =τ τ D

 
（3） 

式中， iλ 表示第 i 个分支 FENE-P 模型的松弛时间； ( )if r 表示第 i 个分支 FENE-P 模型的非线性拉伸因

子； Viη 分别表示第 i 个分支 FENE-P 模型的动力黏度。 

将式（2）和式（3）代入式（1）中，整理得 N 并联 FENE-P 本构模型的控制方程为， 

 
( ) ( )

V
V V

1 1 1
+ 2i i

i i
i i

N N N

i i if r f r
λ η∇

= = =

=
 
 
 

∑ ∑ ∑τ τ D
 

（4） 

值得指出的是，为便于数值计算，N 并联 FENE-P 本构模型（4）也可拆分成等价的分支模型表达形

式。 

3 N 并联 FENE-P 本构模型的实验验证 

表观黏度是黏弹性流体的一个重要流变参数，为检验本文提出的 N 并联 FENE-P 模型的表观黏度是

否较只具有单一松弛时间的传统本构模型更符合黏弹性流体表观黏度的变化规律，本部分采用 N 并联

FENE-P 模型和传统 FENE-P 本构模型分别对高分子聚合物溶液表观黏度实验数据进行了拟合验证。 

以双并联 FENE-P 模型为例，图 1 给出了 N 并联 FENE-P 模型与传统 FENE-P 模型对高分子聚合物

溶液表观黏度的拟合结果对比，用作对比的数据分别选取了 Ptasinski[2]、Hashmet[3]及 Pumode[4]等文献中

不同浓度的高分子聚合物溶液的表观黏度实验数据。由图 1 可知，在整个剪切率范围 0.1s-1~1000s-1 内本

文提出的 N 并联 FENE-P 模型的表观黏度比传统 FENE-P 模型的表观黏度与实验数据吻合的更好，尤其

在 10s-1~1000s-1 的剪切率范围内 N 并联 FENE-P 模型的优势更加显著。而且，对于不同浓度的高分子聚

合物溶液，本文提出的 N 并联 FENE-P 模型均比只具有单一松弛时间的传统 FENE-P 模型具有优势。与

只具有单一松弛时间的传统 FENE-P 相比，由于 N 并联 FENE-P 模型表观黏度的计算结果受分支模型的

调控，参数可调节性更好，因此更具有一般性和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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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FENE-P: λ1=1、λ1=25、β1=4.3、β2=5.5； 

FENE-P: λ=16、β=9.8 

(b) N-FENE-P: λ1=0.6、λ1=35、β1=7、β2=16； 

FENE-P: λ=30、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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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FENE-P: λ1=0.18、λ1=30、β1=49、β2=350；FENE-P: λ=28、β=399 

图 1 双并联 FENE-P 模型与传统 FENE-P 模型对高分子聚合物表观黏度的拟合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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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parallel FENE-P constitutive model based on multi-relaxation time 

for viscoelastic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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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2.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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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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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paper, a N-parallel FENE-P constitutive model based on multi-relaxation time for 

viscoelastic fluid is proposed. Taking the double parallel FENE-P constitutive model as example, the 

N-parallel FENE-P constitutive model i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FENE-P constitutive model 

which characterized with single relaxation time in describing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polymer solu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ENE-P constitutive model, the proposed N-parallel 

FENE-P constitutive model can describe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the polymer solution more accurate in 

the whole range of shear rate, especially the advantage is more obvious when the shear rate is larger. In 

addition, the proposed one is a more general constitutive model with favorable adjustability of the model 

parameters. 

Key Words：N-parallel FENE-P constitutive model; viscoelastic fluid; multi-relaxation time; apparent 

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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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Wi 数下圆形颗粒在振荡 Oldroyd-B 泊肃叶流中迁移规律研究* 

袁文君  邓建强 **  杨兵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西安 710049） 

摘要：采用有限元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方法结合粘弹分裂格式对低 Wi 数下圆形颗粒在振荡 Oldroyd-B 泊

肃叶流中的运动特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流场振荡幅度 A 和频率 F 对颗粒迁移轨迹、侧向迁移速度、旋

转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圆形颗粒在低频振荡下保持稳态剪切流动下的运动规律，逐渐向孔道中心迁

移；而在中高频振荡下快速旋转，将向靠近一侧的孔道壁面迁移并最终发生碰撞。并且振荡频率越高，

颗粒在靠近壁面时旋转速度越大；而振荡幅度和流体弹性的增大，颗粒在靠近壁面时旋转速度则减小。

振荡条件下流体具有剪切变薄特性将降低颗粒所受升力作用，与流体弹性一起影响颗粒侧向迁移过程。 

关键词：圆形颗粒；Oldroyd-B 流体；振荡剪切；迁移规律；直接数值模拟 

1 引言 

固体颗粒悬浮流动大量存在于石油、化工和食品等工业中，研究其在粘弹性流体中的运动特性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粘弹性具有复杂的流变性，颗粒与流体相互作用的实验研究和解析求解比较困难，

有关颗粒在剪切粘弹性流体中迁移规律的数值模拟研究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1]。 

Huang 等[2]采用有限元方法分别对圆形颗粒在粘弹性泊肃叶流和库埃特流体中的迁移运动进行了数

值模拟研究，发现颗粒的平衡位置受到惯性、孔道阻塞比、流体弹性和剪切变薄特性等的影响。Ko 等[3]

观察到，流体弹性减小了颗粒离开孔道壁面的临界剪切雷诺数，使其产生将较大的升力克服重力，最终

在泊肃叶流中达到一定平衡位置随粘弹性流体迁移。相关结论总结到，流体弹性诱发颗粒向孔道中心迁

移，而剪切变薄特性则促使颗粒靠近孔道壁面[4, 5]。另外，Villone 等[6]探讨了中性悬浮圆形颗粒在粘弹

性泊肃叶流的运动规律，观察到在阻塞比较小时，孔道中心线与壁面之间存在有关颗粒迁移方向的分界

线。当颗粒初始位于分界线与壁面之间时圆形颗粒将向壁面迁移；反之，颗粒则向孔道中心迁移。 

然而，上述研究均为颗粒在稳定剪切粘弹性流体中的迁移。在自然界和工业中还存在着诸如红细胞

在血液中运动、含沙原油泵送输运等颗粒在非稳定剪切粘弹性流体中的运动现象。D’Avino 等[7]研究发

现粘弹性流体在不同幅度振荡剪切下具有不同的力学响应，球形颗粒与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复杂并

呈现出不同迁移轨迹，相关悬浮体系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流变学行为。因此，针对颗粒—粘弹性流体流

变特性的机理问题，颗粒在不同振荡条件下在粘弹性流体中的运动特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有限元任意拉格朗日-欧拉（finite element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FE ALE）方法并

结合粘弹分裂格式（elastic-viscous-split-stress，EVSS），对低 Wi 数下圆形颗粒在 Oldroyd-B 流体中的迁

移运动进行直接数值模拟。研究流场振荡幅度 A 和频率 F 对颗粒迁移轨迹、侧向迁移速度、旋转速度等

的影响规律，为非稳态多相粘弹性体系流变特性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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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学模型 

本文研究的是不可压缩粘弹性流体。假设流体的物性参数为常数，忽略流体重力，流场中的颗粒为

刚性的圆形颗粒，初始位置 , 0py ，直径 D=2r，密度 pρ  等于流体的密度 fρ ，数值模拟对象如图 1 所示。 

2.1 流体控制方程 

流体区域， ( )Ω P t− ，满足的控制方程为： 
 0∇ ⋅ =σ  (1) 

 0∇ ⋅ =u  (2) 
 2 [ ]s pp η− + +σ I D u= τ  (3) 

其中，σ、u=（u, v）、p 分别为应力张量、流体速度、流体压力；I 为统一张量；ηs 为牛顿溶剂粘度；

( )T[ ] = + 2∇ ∇D u u u 为应变速率张量；τp是附加应力张量。 

对于 Oldroyd-B 流体而言，附加应力张量的本构方程为： 

 1 2[ ] [ ]p pλ η λ
∇ ∇ + = + 

 
D u D uτ τ  (4) 

其中，η为流体粘度；λ1和 λ2 分别为常量弛豫时间和推迟时间。符号（ ∇ ）为随体时间导数，定义为： 

 ( )Tp
p p p pt

∇ ∂
= + ⋅∇ − ∇ ⋅ − ⋅∇

∂
u u u

τ
τ τ τ τ  (5) 

2.2 颗粒相控制方程 

颗粒运动控制方程为： 

 
( )P t

ds
∂

= ⋅∫ nF σ  (6) 

 ( ) ( )
( ) pP t

ds
∂

= − × ⋅∫ nT X X σ  (7) 

其中，F 和 T 分别为作用于颗粒表面的合力与转矩；n 为单位法向量；X 和 Xp =（xp，yp）分别为颗粒表

面坐标和颗粒质心坐标。 

2.3 边界条件 

对壁面以及颗粒表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出口流体充分发展，进口速度呈抛物线分布，相应边界

条件如下： 
 2Γ 和 4Γ ： 0u v= =  (8) 

 ( )P t∂ ： ( )× p= + −u V X Xω  (9) 

 3Γ ： 0⋅ =nσ  (10) 

 1Γ ： ( )
221+ sin(2 ) 1in

yu U A πFt
H

  = −     
， 0v =  (11) 

其中， ( ),p p pd dt U V= =V X 、 = d dt =ωΘω k 分别为颗粒移动和转动速度。 inU 为最大入口流速，A 和

F 分别为振荡幅度和频率。 

本文采用 ( ) 1
inU r −

为特征时间进行无量纲计算，定义孔道阻塞比为 D Hβ = ，流动雷诺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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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Re U rρ η= ，粘弹性流体 Weissenberg 数为 1 inWi U rλ= 。相关数值模拟方法的具体公式推导及计算

步骤可参考文献[8]。另外，由于计算介质为粘弹性流体，其变形率张量输运方程具有双曲线型特性，容

易出现大的弹性应力梯度，导致计算不稳定。本文采用粘弹分裂格式[9]（elastic-viscous-split-stress，EVSS）

对应力表达式进行变形，尽量保证动量方程在所有 Wi 数下均呈现椭圆特性，从而获得稳定的数值计算

方法。 

3 模型验证 

本文选取计算区域足够长，以保证颗粒未受到入口流动未充分发展或者接近出口流动的影响。根据

颗粒边界上节点个数的不同，对颗粒运动过程进行了网格无关性验证。其中 3 种典型节点数下，计算区

域内网格数量如表格 1 所示。 

表格 1 典型网格参数（ 1 / 6β = ， , 0 =0.25py H ） 

分组 M1 M2 M3 
颗粒边界节点数 24 28 32 

网格数量 6478 9687 12465 

根据有关振荡流计算时间步长无关性研究[10]，计算时间步长 Δt应小于振荡周期的 1/20。在上述 3

种典型网格参数下，在 Δt = 0.005 下计算得到颗粒在不同振荡剪切流中的运动轨迹（质心），如图 2 所示。

可以观察到，当边界节点数为 28 时，此时计算时间内颗粒运动轨迹接近边界节点数为 32 时的计算结果。

因而，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同时减小计算量，本文选取第 2 组网格参数对圆形颗粒的运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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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网格参数下颗粒在不同振荡剪切流中运动轨迹（ 0.005t∆ = ， 2 1 =0.1λ λ ， 0.2Wi = ，

10Re = ） 

分析图 2 中圆形颗粒在稳定剪切流中迁移轨迹，发现颗粒在此阻塞比下从孔道中心线与壁面之间位

置逐渐向孔道中心迁移。并且运动过程中，颗粒垂直于流动方向的速度越来越小，最终平衡在孔道中心

随粘弹性流体移动。此迁移轨迹与文献[6]中圆形颗粒在粘弹性泊肃叶流中的迁移规律一致。可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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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有限元拉格朗日方法与粘弹分裂格式相结合的方法可以达到相对高的精度，能够较好地定性研究

颗粒在粘弹性流体中的运动过程。 

4 结果及讨论 

在以下研究中固定时间步长 Δt = 0.005，并保持颗粒初始位置 , 0 =0.25py H ，孔道阻塞比 1 / 6β = 、

粘弹性流体 2 1 =0.1λ λ 、流动雷诺数 10Re = 恒定，研究在不同 Wi 数下振荡幅度和频率对圆形颗粒在泊

肃叶流动中迁移轨迹、侧向迁移速度、旋转速度的影响，并探讨颗粒在不同迁移轨迹下的运动规律。 

4.1 振荡频率 F 的影响 

如图 3 所示，一定振幅下（A=0.2）不同 Wi 数时颗粒迁移轨迹随振荡频率 F 的变化情况。可以观察

到，在低频（F=5）振荡下，颗粒保持稳态剪切流动下的运动规律，逐渐向孔道中心迁移；而在中高频

（F=10、15、20）振荡下，颗粒将向靠近一侧的孔道壁面迁移，最终发生碰撞。因此，不同振荡剪切流

中颗粒的迁移与颗粒在稳态剪切流中不同初始位置下的运动[6]具有相同效应。低振荡频率下颗粒靠近孔

道所需时间相对稳态剪切流动所需时间长；振荡频率越高，颗粒与壁面发生碰撞越迅速。可见振荡流将

使孔道中粘弹性介质的剪切粘度降低，随着振荡频率 F 的增加，孔道壁面对颗粒的排斥减小，颗粒将在 

剪切流的作用下向孔道壁面加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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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振幅 A=0.2 时不同振荡频率下颗粒迁移轨迹（a 0.1Wi = ，b 0.3Wi = ） 

对比图 3（a）和 3（b），当流体弹性增强（Wi 增大）时，低频振荡下颗粒运动到孔道中心平衡位置

所需时间变小，中高频振荡下颗粒迁移到与壁面碰撞所需时间增加。流体弹性促使颗粒向孔道中心运动，

与文献[11]结论一致。 

图 4 为在本文计算时间下颗粒在不同振荡频率 F 下垂直于流动方向的平均迁移速度。可见，在低频

振荡下，颗粒在计算时间内最终接近于孔道中心，其 y 方向平均迁移速度差异较小。而在高频（F=15、

20）振荡下，颗粒在计算时间内与孔道壁面发生碰撞，表现出较为明显的 y 方向平均迁移速度差异。特

别地，在中频（F=10）振荡下，较高 Wi 数时颗粒在本文计算时间内未与壁面发生碰撞，但在此迁移速

度下仍具有较大的速度差异。因而，颗粒在孔道中垂直于流动方向的迁移速度，受到流体弹性以及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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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变薄特性的共同影响。流体弹性促进了颗粒在孔道内的自由运动，而振荡剪切变薄特性降低了颗粒

-壁面区域内颗粒所受到的升力，最终表现为中高频振荡下颗粒垂直于流动方向迁移速度相对差随振荡

频率的增大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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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计算时间内不同振荡频率下颗粒垂直于流动方向平均迁移速度（A=0.2） 

4.2 振荡幅度 A 的影响 

图 5为两种振荡频率（F=5和 15）下不同振荡幅度A时颗粒的迁移轨迹。观察到，当振荡幅度（A=0.1、

0.2）较小时，颗粒迁移轨迹受到振荡幅度的影响较小；而当振荡幅度（A=0.3）较大时，低频下颗粒靠

近孔道中心线和高频下颗粒与壁面发生碰撞均减缓。并且对比图 5（a）和 5（b），流体弹性增强（Wi

增大）诱发颗粒向孔道中心运动，与 4.1 中结论一致。分析不同位置时颗粒沿 x 方向运动，大振荡幅度

剪切将使颗粒随流体流动方向迁移速度增大，但由于流体弹性均较小，无论是在低频下靠近孔道中心还

是高频下靠近壁面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将随此运动响应在垂直于流动方向。因而，在大振荡幅度下颗粒最

终表现为随流体沿孔道方向快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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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频率 F=5 和 15 时不同振荡幅度下颗粒迁移轨迹（a 0.1Wi = ，b 0.3Wi = ） 

分析高频下不同振荡幅度时颗粒在靠近壁面（ 0.4py H = ）时的旋转速度，如图 6 所示。可见，颗粒在

靠近壁面运动过程中始终逆时针方向旋转。振荡频率 F 越高，颗粒在靠近壁面时旋转速度越大；而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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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 A 增大，颗粒在靠近壁面时旋转速度则减小。并且在计算条件下，振荡频率 F 对旋转速度的影响比

振荡幅度 A 对旋转速度的影响更为显著；流体弹性越大（Wi 增大），颗粒旋转速度将减小。结合图 3 和

图 5 颗粒在高频振荡下的运动轨迹研究可知，颗粒旋转速度越大，颗粒与壁面碰撞的夹角越小，颗粒在

旋转过程中产生了指向孔道壁面的马格纳斯力。 

 

图 9 高频下不同振荡幅度对颗粒旋转速度的影响（ 0.4py H =  位置时） 

4.3 不同迁移方向运动分析 

图 7为颗粒在高频下向孔道壁面迁移和低频下向孔道中心迁移两种典型运动的流线和颗粒表面压力

分布情况。由图 7（a）可以观察到，受泊肃叶流分布的影响，当颗粒靠近孔道壁面迁移时附近流场速度

梯度较大；而向孔道中心迁移时颗粒周围流场速度梯度较小。因而，颗粒在靠近孔道壁面过程中受到了

更大的流场剪切力，旋转速度更大；在向孔道中心迁移过程中，流体对颗粒的直接作用力更大，旋转速

度较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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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运动方向下颗粒运动分析（a 流线，b 颗粒表面压力） 

由图 7（b）可以观察到，受粘弹性流体流动影响，圆形颗粒表面压力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匀特性。

当颗粒靠近孔道壁面迁移时，因流场剪切力作用，颗粒表面压差较大；而当颗粒靠近孔道中心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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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压力较小。因而，如上分析两者的旋转速度如上分析存在较大差异。根据颗粒运动的方向角以及表

面压强分布情况，颗粒在不同位置时其表面压差作用方向不同。当靠近于壁面迁移时，颗粒表面垂直于

流动方向的压差较大，颗粒将会以较大侧向迁移速度趋向于壁面；而当向孔道中心迁移时，颗粒表面压

差主要作用于顺流方向，颗粒将以较大速度随流体流动并逐渐靠近孔道中心。 

5 结论 

本文应用有限元任意拉格朗日一欧拉方法结合粘弹分裂格式，在低 Wi 数下分析了流场振荡频率 F

和振荡幅度 A 对圆形颗粒在粘弹性泊肃叶流中的运动特性的影响。相关结果表明： 

（1） 在低频振荡下，颗粒保持稳态剪切流动下的运动规律，逐渐向孔道中心迁移；而在中高频

振荡下，颗粒将向靠近一侧的孔道壁面迁移，最终发生碰撞。 

（2） 振荡频率越高，颗粒在靠近壁面时旋转速度越大；而振荡幅度和流体弹性的增大将使颗粒

在靠近壁面时旋转速度减小。 

（3） 振荡条件下流体的剪切变薄特性降低了颗粒-壁面区域内颗粒所受到的升力，与流体弹性

一起影响颗粒侧向迁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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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of a circular particle in oscillatory Oldroyd-B Poiseuille flow 

at low Weissenberg number 

WENJUN Yuan, JIANQIANG Deng*, BING Ya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A finite element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 (ALE) particle mover combined with an 

elastic-viscous-stress-split (EVSS) Galerkin formulation is used to solve the motions of solid particle in 

oscillatory Oldroyd-B Poiseuille flow at low Weissenberg number. The effects of oscillation frequency and 

amplitude on particle trajectory, lateral migration velocity and angular velocity have been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low frequency flow, the particle keeps its original zigzag motion for nonoscillatory 

shear flow and migrates to the centerline as moving forward; while in relative high frequency flow, the 

particle moves toward to the channel wall nearby and knocks on it eventually. It has been indicated that 

the angular velocity increases with the oscillation frequency as the particle approaches to the channel wall, 

while the increasing oscillation amplitude and fluid elasticity reduce the angular velocity. The oscillatory 

shear flow with the effect of shear thinning decreases the lift force between particle surface and channel 

wall, and affects the lateral migration of particle with fluid elasticity. 

Key Words：circular particle; Oldroyd-B fluid; oscillatory shear; migration; 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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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流场对盲文显示 ER 微阀门恢复性能的影响* 

李宇飞 1  徐鲁宁 1**  韩立 1  刘亚永 1  沈容 2  陆坤权 2 

（1.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微纳加工研究部，北京 100190；2.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国家凝聚

态物理实验室，软物质物理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摘要：用于盲文显示的 ER 微阀门受盲文标准限制，具有微通道、小流量的特点。在去除工作电场后，

极性分子型电流变液（ERF）中固相颗粒结链集聚后不能及时恢复至初始分散状态；平板式 ER 微阀门

在长时间工作后出现了阀门自主恢复时间加长，恢复性能变差的问题。针对该问题，本论文研究了拉伸

流场对长时间工作后 ER 微阀门恢复时间的影响，发现拉伸流场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阀门的恢复性能，

进而保证阀门使用的持久性。 

关键词：ER 阀门；持久性；拉伸流场；收敛流道 

1 引言 

现有盲文输出手段存在显示内容少，价格昂贵的不足，无法满足视障群体的自学需求。ER 阀门的

微流道、小体积特征[1-7]，以及极性分子型 ERF 更强的屈服强度[8]，为实现大显示容量、低成本，阀门

密度为 A4 幅面纸上布置近 6 千阀门的面阵盲文显示器提供了可能性[9-11]。ER 阀门的响应时间决定了盲

文凸点显示速度，以及盲文显示器页面更新时间；进而影响着面阵盲文电子书的应用体验。而 ER 阀门

的响应时间取决于自身的恢复性能。由盲文国家标准可知，盲文显示过程所需的 ERF 交换流量很小，

只有 1-2 微升。如何利用仅有的小流量来消除微流道阻力，及阀门工作后 ER 在电场作用下形成的类固

体结构具有的残余应力对 ER 阀门恢复性能的影响，是 ER 阀门实际应用于面阵盲文显示器之前必须要

解决的问题之一。与剪切流场相比，拉伸流场对分散固相颗粒具有更高的效率[12-16]。本文通过实验，研

究了拉伸流场对 ER 阀门恢复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将拉伸流场引入 ER 阀门设计是解决 ER 阀

门恢复性能问题的有效手段。 

2 使用原材料、设备及仪器 

实验采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制的 C-T-O 极性分子型电流变液。颗粒体积分数为 30%，分散相

为液压油。ER 阀门的工作电场由天津东文高压电源厂的高压直流电源（DW-P303-1AC）提供，输出电

压范围在 0V～30kV；阀门的进、出口压力采用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的压力传感器

（JYB-KO-PW2GZG）检测，量程为 0-500kPa；由直流电源（XD17110A-120）提供 24V 工作电压，并

通过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I）的数据采集系统（NI PXIe-6361 X Series）实时采集，单通道采样率

为 2 MS/s，满足实验要求。 

3 实验装置及测试方法 

实验搭建了一套如图 1 所示的 ER 微阀门装置。活塞为施压源，阀门流道连通上、下两个腔体，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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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内部充满极性分子型 ERF，流道入口压力 ip 与出口压力 op 之差即为阀门压降；阀门流道在两电极之

间，两电极上接有直流电源，用于对流道中的 ER 施加电场。 

   
  图 1    ER 阀门测试装置原理图          图 2    ER 阀门收敛流道几何参数示意图 

图 2 给出了用于产生拉伸流场的收敛流道形式。阀门流道中入口角 1θ 和出口角 2θ 同为 118 度，入

口高度 1h 和出口高度 2h 也相同，流道截面尺寸为电极间距h（1mm）×电极宽度（1mm，图中没有体现），

电极长度 L 为 11mm。通过活塞施压能够使流体发生流动，进而在入口端和出口端产生一定强度的拉伸

流场，其对流道中团聚的 ERF 固相颗粒产生强烈的混合分散作用，进而使 ERF 保持较稳定的性能，改

善阀门的使用持久性。 

4 实验结果与讨论 

理想状态下，在去除电场后，ER 阀门会迅速恢复到零场状态。但在实验过程中，实验装置在工作

一段时间、去除电场之后，上下腔体间的 ER 没有立即流通，阀门的总恢复时间（从去掉电压到上下腔

体压力平衡所用时间）明显变长，阀门的恢复性能变差。如图 3 所示，我们将持续施加 2kV/mm 直流电

场 3h 和 1h 后的阀门恢复情况进行对比，阀门持续工作 3 小时、去掉电场后，介电颗粒结链、集聚之后

导致阀门阻滞，出现了约 5-6s 的阻滞时间，总恢复时间明显变长；阀门持续工作 1h、去除电场后，结

链、集聚的介电颗粒较少，阀门几乎没有发生阻滞，总恢复时间短。该实验说明阀门在持续工作较长时

间、去除电场之后，阀门流道没有恢复到初始零场状态，仍然存在残余应力，导致阀门的恢复性能出现

问题。 

ER 阀门恢复性能变差的问题将会严重影响阀门使用的持久性，为此我们进行拉伸流场实验：准备

两套流场参数相同的阀门装置，在每次实验开始前，给 1 号阀门的流道施加拉伸流场，2 号阀门装置不

施加拉伸流场；两装置每次在 2kV/mm 电场下持续工作 12 小时，在去电场之前将两装置阀门压降调整

至 100kPa，同时去掉两阀门装置中的电场，观察两阀门的恢复情况；之后反复进行实验，来研究拉伸流

场对长时间工作阀门的恢复性能的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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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持续施加 2kV/mm 电场后阀门的恢复情况（a 为 1h 后，b 为 3h 后） 

图 4 给出了两阀门在去电场后的阀门恢复情况。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发现：1 号阀门在整个四次实验

过程中恢复情况没有明显变化，去电场后阀门压降下降呈阶梯状，即在去电场后阀门上下腔体的压力会

迅速达到新的平衡，阀门展现出良好的恢复能力，能够正常使用；2 号阀门的恢复情况在前两次实验中

与 1 号阀门没有明显区别，去电场后阀门恢复较迅速，当进行至第三次实验时，2 号阀门的阀门压降在

去电场后呈现斜坡状的缓慢下降趋势，恢复时间变长，此时阀门流道已经出现阻滞，第四次实验的阀门

恢复时间更长，此时阀门流道的阻滞情况非常明显，阀门已经不能正常使用。 

 
图 4    阀门去电场后的恢复情况(a 为 1 号阀门，b 为 2 号阀门) 

5 结论 

实验证明，在去掉电场后，极性分子型 ER 的平板式微阀门中结链、集聚的介电颗粒不能及时恢复

零场状态，仍然存在残余应力，进而导致阀门流道阻滞、恢复性能变差，这一问题将会影响阀门的使用

持久性。对阀门流道间的 ER 施加拉伸流场有助于通过高效分散机制冲散长时间工作后结链、集聚的介

电颗粒，缩短 ER 阀门恢复时间，提高 ER 阀门恢复性能，增强 ER 阀门使用持久性。拉伸流场各影响

参数对阀门恢复时间的影响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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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elongation flow field on recovery performance of micro 

ER valves for braille display 

Yufei LI1, Luning XU1*, Li HAN1, Yayong Liu1, Rong SHEN2, Kunquan LU2. 

(1. Nano-micro Fabric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2. Beijing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Key 

Laboratory of Soft Matter Physics, Institute of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Braille standard, the ER micro valves for Braille displa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cro channel and micro flux. After removing the electric field, the aggregated 

particals in polar molecule dominated ER fluids had no ability to restore to the the original dispersing state 

in a short period by themselves., The restore period of micro ER valve becomes longer, and its 

restorability becomes poor. The influence of an elongational flow field on the restore period of micro ER 

valve was experimental studied in this paper. It was proved that the micro ER valves for Braille display 

with an elongational flow field have a good restorability and meet the demand of durability. 

Key Words：ER Valve; Durability; Elongational Flow Field; Convergent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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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砂减阻双向功能型压裂液体系及流变性研究 * 

王丽伟 1,2**  卢拥军 1,2  邱晓慧 1,2  翟文 1,2  刘玉婷 1,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2.中国石油油气藏改造重点实验室，廊坊 065007） 

摘要：稠化剂是储层改造液中的关键添加剂，根据目前致密油气大规模改造的需求，合成了速溶的携砂

减阻双向功能型稠化剂及配套交联剂，低浓度下具有良好的减阻性能，高浓度下具有良好的耐温耐剪切

性能，形成了滑溜水体系及冻胶压裂液体系。考察了双向功能型稠化剂的配伍性能，滑溜水的减阻性能，

冻胶压裂液的交联耐温性能、携砂能力及破胶液性能。滑溜水的减阻率能够达到 70%以上，冻胶压裂液

破胶后几乎无残渣，伤害低，配制简单，可以实施连续混配、大液量、大排量施工。 

关键词：功能型压裂液；携砂性；减阻；滑溜水；冻胶；压裂过程流变性 

0引言 

近年来，针对面临的特殊岩性、复杂储集类型、复杂裂缝形态、异常条件等情况，储层改造液技术

需要新的突破。低渗特低渗储层渗透率低，伤害严重，储层改造效果差；体积改造技术
【1】的发展，带

来储层改造规模和施工排量的提高，需提高用水效率、降低作业成本，并对液体低浓度、无残渣、低摩

阻、强携带提出更高的性能需求；特别是近两年油价下跌严重，成本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储层改造的关键

问题。 

从一般的压裂液作用行为看，常规压裂液在破胶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聚合物残渣，破胶残渣会堵

塞支撑裂缝的孔喉,滤饼会减小裂缝的有效宽度,伤害导流能力,严重的裂缝伤害甚至导致压裂施工无效，

如果减少聚合物的使用，降低压裂液的粘度，又会导致对支撑剂的携带能力不足，无法有效的支撑井下

裂缝。为此，进一步研发压裂液体系，改善压裂液携砂与摩阻流变特性，从压裂液增稠剂入手，研究结

构性水溶液的高效减阻作用及悬浮携带作用。本文研究的携砂减阻双向功能型压裂液体系，在较低浓度

下可以用作滑溜水使用，具有良好的减阻作用；提高浓度，可以作为冻胶压裂液使用，具有良好的携砂

性能，满足不同温度储层的压裂改造。特别是对于致密油气、低渗特低渗储层，为了达到更好的改造效

果，改造规模逐渐加大，压裂液中滑溜水的比例较常规压裂有所提高，采用双向功能型压裂液体系，滑

溜水及冻胶压裂液属于同一体系，在提高性能的同时提高了液体效率，方便现场操作。 

1 稠化减阻剂结构与携砂流变性设计 

稠化剂是压裂液体系中的核心技术，决定着压裂液的耐温能力及粘弹性能。滑溜水中的减阻剂也可

以说是稠化剂，它不仅可以降低流体在管道中湍流阻力，同时还能够提高水的携砂能力。常规的减阻剂

通过长链高分子结构可以改变流体与管壁之间的相互作用，抑制横向流，其吸收的湍流能量可以转换，

增强轴向流，减少流动能量损耗，从而降低摩阻
【2】，但不具备良好的交联性能及携砂性能，交联形成的

冻胶和高效交联技术，通过对聚丙烯酰胺类聚合物进行分子设计，优化减阻基团、交联基团及耐温基团，

合成过程中控制反应条件，形成一定分子量的聚丙烯酰胺类稠化剂，既能够满足在低浓度下减阻、又能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重大科技项目 “井筒工作液新材料新体系基础研究” 课题 

国家 863 项目“致密砂岩气高效钻井与压裂改造关键技术” （项目编号 2013AA06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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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满足在较高浓度下交联携砂的压裂过程流变性需求。 

2 压裂液体系与过程流变性测试方法 

压裂液是压裂作业实施过程的重要介质，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压裂施工的成败。压裂液在整个施

工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用过程流变来阐述，从最初的溶解能力、溶解后的基液粘度，到施工时的减阻耐温

性能、对支撑剂的悬浮性能，再到施工完成后高分子降解、压裂液返排能力，均与压裂液流变性能息息

相关，因此液体在每个过程中的表现都至关重要。 

2.1 水溶性及其粘度表征 

    水基压裂液所选用的稠化剂在水中必须能够溶解或溶胀而形成溶液，并且分散均匀，具有一定的粘

度。任何一种水溶性稠化剂存在一个共同的结构特点，那就是均含有亲水性基团，并且其水溶性与分子

结构、结晶度、分子、温度、搅拌速度及压力等因素相关。本文研究的速溶稠化剂为一种乳液状态，采

用吴茵混调器进行溶解，溶解温度为 20℃，转速为 3000 转/min。溶解后的粘度测量：在低浓度下（浓

度小于 0.15%）采用毛细管粘度计进行测量；浓度大于 0.15%采用六速旋转粘度计进行测量。 

2.2 管路摩阻流变测试方法 

随着储层改造越来越多大液量、大排量的实施，压裂液的摩阻问题逐步受到更多关注。摩阻是模拟

现场施工时管路中液体流动时的剪切速率，在室内同样的剪切速率下测试管路中流体流动时的状态，从

而模拟液体现场施工时的摩阻，确定降阻剂的优劣。可视化压裂支撑剂裂缝剖面大型物模装置是一台多

功能流体测试装置，既可以测试管路摩阻，还可以模拟支撑剂在裂缝中的展布状态。采用该设备的管路

部分，其长度为 4m，内径为 0.46cm，对双向功能型稠化剂及常用减阻剂进行测试，比较不同减阻剂的

减阻率，为压裂液优选及优化提供依据。 

2.3 压裂液耐温耐剪切性能与携砂性能测试方法 

双向功能型压裂液作为冻胶压裂液使用，其耐温耐剪切性能及携砂性能是其重要的检测指标，根据

标准 SY/T5107-2005“水基压裂液性能试验方法”，使用 HAAKE 公司的 RS-600 旋转粘度计，对其耐温耐

剪切性能进行检测，剪切速率为 170s-1。压裂液携砂性能采用单颗粒沉降速率测试方法，在 250ml 量筒

中加入被测液体，液体中不能含有气泡，影响支撑剂的沉降，然后投入 40 目中密度陶粒，测试陶粒的

沉降速率。 

2.4 压裂液破胶过程流变测试 

双向功能型稠化剂为聚丙烯酰胺类高分子，无论是作为滑溜水还是作为冻胶压裂液使用，必须对其

进行氧化，破坏其结构，降低粘度，将高分子聚合物降解成聚合单体或低分子聚合物，才能利于压后返

排，进一步降低储层伤害。这也是压裂液在整过施工作业过程中完成使命的最后一个步骤，同时也是至

关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压后效果。该压裂液体系采用的破胶剂为最常用的过硫酸铵氧化剂，采用两种

方式评价其破胶过程：一种是静态破胶方式，根据不同的压裂液配方，将破胶剂加入到压裂液中，放入

恒温水浴，观测不同时间压裂液降解过程，测试破胶液粘度；一种是动态破胶流变测试方法，向压裂液

中加入破胶剂，采用旋转粘度计进行测试，实时观测压裂液流变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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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认识 

3.1 水溶增粘性能 

随着大液量、大排量、大规模的体积改造的实施，稠化剂必须具有良好的水溶性能，迅速溶解，才

能实现连续混配。采用吴茵混调器在 3000 转/min 条件下观察稠化剂 FAD-15 在不同浓度下的溶解情况，

见图 1。由数据可知该稠化剂在 1 分钟以内就可以达到最终粘度的 90%以上，现场连续混配实施通常提

供 1～5 分钟的溶胀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溶液的性能完全可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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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稠化剂的速溶性能 

3.2 配伍性能 

    在 500ml 水中和 500ml 1%的 KCl 溶液中加入 1%的稠化剂搅拌均匀，制成两种基液。将两种基液各

自分成 5 份，每份 100ml，分别在两种不同的基液中加入不同组合的常用助排剂、防膨剂、起泡剂、防

垢剂等添加剂，然后放入 90℃水浴中，观察 24h，未发现任何颜色变化、分层现象、气泡产生、沉淀产

生等异常现象，说明该稠化剂与其它添加剂具有良好的配伍性能。 

3.3 减阻流变性能 

目前，在储层改造方面作为减阻剂使用的高分子聚合物主要有生物基多糖、高相对分子质量的聚丙

烯酰胺等
【3】。生物基多糖具有环境友好和可生物降解的优点

【4】，主要有压裂常用的瓜尔胶和黄原胶，使

用浓度通常在 0.08-0.1%。聚丙烯酰胺减阻剂是目前页岩气滑溜水压裂应用的最为广泛的水溶性减阻剂
【5】，

它能以任何比例溶于水，是一种线团结构的长链大分子，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和减阻性能。双向功能型

压裂液采用乳液状稠化剂，更容易实现大规模压裂改造，提高施工效率。为考察该稠化剂压裂液减阻性

能，利用可视化压裂支撑剂裂缝剖面大型物模装置开展流动实验，对黄原胶、FAD-15、FA-30、FR-WH、

WFR-1五种减阻剂分别开展了减阻流动测试，浓度均为0.08%，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剪切速率12000s-1

条件下，减阻效果最好的是 FA-30，能够达到 71.63%，该减阻剂为廊坊分院专门研究的耐盐性减阻剂；

其次为 FAD-15，减阻率为 70.19%；然后是 WFR-1、FR-WH，减阻率分别为 68.4%和 67.32%，这两种

减阻剂是市场上常用的减阻剂，也具有较好的减阻效果，另外黄原胶也具有较好的减阻效果，减阻率为

68.4%。可见，FAD-15 具有很好的减阻效果，在现场施工过程中，更有利于降低施工泵压，提高施工排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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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2000s-1 剪切速率条件下减阻能力对比 
减阻剂名称 黄原胶 FA-30 FAD-15 FR-WH WFR-1 
减阻率，% 68.4 71.63 70.19 67.32 68.4 

 

3.4 交联及耐温流变性能 

双向功能型压裂液体系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做冻胶压裂液使用。根据该稠化剂特点，研发了配

套有机锆交联剂和调理剂，与稠化剂分子中的交联基团结合，形成三维网状结构（见图 2），延迟时间可

控在 20s～3min 之内，冻胶可调挂（见图 3）。该体系属于酸性交联，无需防膨剂，自身具有防膨效果，

添加剂种类较少，配制方便。交联后的压裂液具有良好耐温耐剪切性能，可适用于 50～160℃的低、中、

高温的储层改造。耐温耐剪切实验采用高温高压流变仪 RS6000 进行，剪切速率为 170 s-1，每个温度下

剪切后的粘度均在 100mPa.s 以上，具有很好的耐温耐剪切性能。 

    
 

             图 2 冻胶网状结构              图 3 交联冻胶 

  
图 4 100℃耐温耐剪切曲线            图 5 160℃耐温耐剪切曲线 

3.5 携砂能力 

    携砂能力是压裂液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携砂能力越强，压裂液所能携带的支撑剂越多，支撑剂在

裂缝中的分布越均匀。针对双向功能型压裂液体系 120℃配方，对其基液及冻胶分别进行了支撑剂单颗

粒沉降实验[6-8]，并对冻胶进行体积比为 35%中密度陶粒的沉降实验。在室温下，基液的单颗粒支撑剂

沉降速率为 0.13mm/s，冻胶的单颗粒支撑剂沉降速率为 2×10-3 mm/s；35%陶粒在冻胶中放置 1 小时的

沉降情况见图 6，几乎没有沉降现象。压裂液静态悬砂实验支撑剂的自然沉降速率小于 8×10-3mm/s 时，

悬砂性能较好[9]。因此，该双向功能型压裂液冻胶体系可以满足现场施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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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破胶过程流变 

压裂液破胶不彻底造成的残胶对支撑裂缝的伤害严重，还会影响返排效果，加大对储层的伤害。根

据不同温度条件及破胶时间需求，向压裂液中加入过硫酸铵，其浓度在 0.002%～0.05%范围内，即可保

证破胶后粘度小于 3mPa.s。为模拟现场实施过程，以 100℃压裂液配方为例，向压裂液中加入 0.01%过

硫酸铵，采用 RS-600 旋转粘度计测试粘度的变化过程，见图 7。由图可知，与静态破胶实验方法相比，

动态破胶更快，粘度下降迅速，因此，在现场施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动态条件下破胶剂的加量及压裂

液破胶状态。 

破胶液残渣含量小于 10mg/l，几乎没有残渣；破胶液的表面张力为 25.9mN/m，界面张力为 1.21 mN/m，

较低的表界面张力，有利于施工完成后的快速返排，进一步降低储层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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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放置 1h，35%中密度陶粒沉降现象 图 7 加入 0.01%APS 的耐温耐剪切曲线 

4 结论 

（1）通过分子结构设计，优化功能型基团，合成了携砂减阻双向功能型稠化剂及高效交联剂，低

浓度下形成减阻滑溜水体系，高浓度下形成冻胶压裂液体系，在大规模施工过程中方便现场实施，提高

液体效率及施工效率。 

（2）采用过程流变实验方法，对压裂液在每个阶段的流变性能进行评价。滑溜水体系减阻率大于

70%，配方简单，使用方便，可采用连续混配作业方式；冻胶压裂液体系属于酸性交联体系，添加剂种

类少，几乎无残渣，低伤害，具有良好的携砂性能，可适用于 50～160℃的低、中、高温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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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对于壁纸胶硬化行为的影响 * 

陈飞跃 1**  Gunther Arnold 2** 

（1.奥地利安东帕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上海 201103；2.Anton Paar Gemany GmbH，德国 D-73760） 

摘要：我们在流变仪平台上开发了一个全新的湿度模块,它包括带湿度传感器的对流辐射炉和外接的模块

化湿度发生器,能够通过流变仪的软件程序控制炉腔内的相对湿度和温度。对于壁纸胶,我们研究了在不

同湿度下的硬化行为。尽管使用标准的平行板转子测试体现了壁纸胶在干燥过程的一般趋势,但改良的环

型转子,全部样品更大程度的受到周围空气相对湿度的影响,能更好的表征壁纸胶的硬化过程。 

关键词：胶黏剂；湿度；硬化；流变学； 环型测量夹具； 

1 引言 

市售的壁纸胶主要由甲基纤维素组成。纤维素醚的亲水性使其能够分散在冷水中形成凝胶。凝胶的

干燥引起胶粘剂材料的硬化。当壁纸胶用于裱糊时，硬化过程表明墙纸粘到了墙上。该过程取决于胶粘

剂中的水含量，而含水量是受环境的相对湿度影响。因此，我们将一种市售的壁纸胶与水混合（浓度为

2.5 g / 100 g），研究了相对湿度对于壁纸胶的流变行为的影响。 

2 实验 

本实验采用的是配置有高性能对流辐射控温系统（CTD 180，Humidity Ready）的 MCR 流变仪（Anton 

Paar GmbH,奥地利）；湿度发生器 MHG100（ProUmid GmbH & Co. KG, 德国）。测量转子为平行板 PP50

（直径为 50mm）或环形转子 PPR32/28（外径为 32mm，内径为 28mm）。所有测试的温度为 25℃。  

3 实验结果和讨论 

3.1 相对湿度控制性能 

CTD 180 是一个高性能对流辐射控温系统，采用 Pletier 的控温原理，它可以分别将相对湿度在 5～

95%和温度在 5～120 ℃范围内进行控制。一个外接的模块化湿度发生器（MHG100）对流入 CTD 180

腔内的气体进行湿度控制。通过使用 MHG 的控制软件，可以预设恒定的相对湿度或相对湿度随时间的

变化。 

图１显示了在 40 °C 恒温条件下相对湿度从 10～90%的逐阶增加，每一阶增加 30%相对湿度，每一

阶固定平衡时间为 18 分钟，最后再将相对湿度降到 10%。 从图１可见,该组合可以程序地控制测量腔

内的相对湿度。 

                                                             
**通讯作者，陈飞跃，E-mail:phil.chen@anton-pa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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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TD 180 程序湿度控制        图 2 在相对湿度为 30 %时，壁纸胶应变扫描曲线 

3.2 使用标准的 PP50 平行板转子进行应变扫描 

对于壁纸胶样品，预设相对湿度为 30 %，温度为 25 °C, 振荡角频率为 10 rad/s，应变从 0.01 ～100 %

（对数变化，每个数量级取 5 个点），实验结果见图 2。可以看出,在线性粘弹区内，弹性模量 G′始终小

于黏性模量 G″，所考察的壁纸胶的黏性性行为占主导地位。当应变约为 10 %时，样品进入非线性区，

即临界应变为 10%。考虑到线性粘弹区的频率依赖性,以下的实验取 1%的应变。 

3.3 不同相对湿度下壁纸胶的时间扫描 

采用平行板 PP50 的测量转子,固定角频率为 10 rad/s，应变为 1 %，温度为 25 °C。将 CTD180 的相

对湿度分别设置成 10 %，30 %和 50 %，对壁纸胶样品分别做时间扫描,实验结果见图 3。可见,在时间扫

描一段时间以后，出现 G′ 和 G″的交点，即凝胶化点。这给出了壁纸胶硬化过程的信息，同时该交点和

模量曲线的斜率均受到相对湿度的影响（图 3）。当相对湿度分别为 10%,30%和 50%时，G′ 和 G″的交

点出现在 8 分钟，10 分钟和 17 分钟，即随着相对湿度的提高，壁纸胶硬化得越慢。 

     

图 3 不同相对湿度下（10 % - 红色; 30 % - 灰色;            图 4 壁纸胶的加湿曲线 

50 % - 黑色），壁纸胶的时间扫描曲线 

此外，我们还可以表征壁纸胶在硬化之后加湿过程中的黏弹行为。我们将已经部分硬化的壁纸胶样

品，采用相同的振荡时间扫描的条件做加湿的实验。首先将 CTD180 的相对湿度设定为 10%，做 84 分

钟的时间扫描,然后我们迅速将相对湿度调整为 80%, 持续 26 分钟,G′ 和 G″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见图 4。

我们可以看出增加湿度后,随着 G′ 和 G″随时间的增加而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壁纸胶在吸水的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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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强度减弱。 

当使用平行板转子进行测量时,只有转子边缘的一小部分样品与外界空气接触。因此，可能出现只有

边缘的样品发生硬化,而中间大多数的材料并没有受到影响。图 5 显示了平行板转子壁纸胶在硬化测量后

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边缘的样品完全硬化,在上下平板之间形成了一张膜,而当中大部分样品仍然是流

体。也就是说,使用标准的平行板转子,流变行为的变化主要是由边缘样品的硬化引起的。 

      

图 5 相对湿度 10 %，平行板转子硬化后的照片                图 6 改良的环型转子 

3.4 改良的 PPR32/28 环型转子及其测试结果 

考虑到标准的平行板的缺陷，我们设计了的环型转子。它包括两个空心圆筒，当它们上下相互靠近

时，会形成外径为 32 mm，内径为 28 mm 的环型（图 6）。上部的圆筒有三个矩形凹槽，沿周长隔 60°

分布。这些凹槽允许从圆筒内部进行刮样。因为有凹槽的存在，所以只有一半的环形间隙可以填满样品

并进行流变测量。当决定 CSS 系数（扭矩和剪切应力的转化系数）时,转子与样品的接触面积只有环形

的一半，因此该转子的 CSS 系数应该为无凹槽转子的二分之一。 

对于 PPR32/28 环型转子,我们选用角频率 10 rad/s，应变 0.1 %，温度为 25 °C，将 CTD180 的相对

湿度分别设置成 10 %，65 %和 80 %，对壁纸胶样品做时间扫描,实验结果见图 7。相比于平行板系统，

改良的环型转子有着更高的表面积与体积之比。再加上其样品的体积少，所以整个样品将更多得受环境

条件的影响。图 7给出了G′ 和G″关于时间和相对湿度的函数。曲线初始阶段的测量值有着较大的波动。

偏差的原因在于样品体积少，使得扭矩信号接近 MCR 的最小扭矩。随着时间的延长，G′ 和 G″ 有明显

的升高,这意味着样品发生了硬化。对于不同相对湿度的测试,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相对湿度增加,硬化会延

迟,这说明在潮湿的外界条件下,硬化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与使用平行板转子的测试类似，实验表征

了相对湿度对于壁纸胶的硬化过程的影响。 

与平行板转子测试的结果相反，即使在 80 %的高相对湿度下，我们仍然能观察到 G′ 和 G″的增加，

这表明硬化过程跟测量转子有关。这取决于水从样品中心向外层迁移和水在样品与外界空气界面上蒸发

速率的平衡。在高相对湿度情况下,蒸发速率低,因此外层将被来自样品中心的水分润湿。相反,低相对湿

度使得蒸发速率提高,导致样品从外层向中心变干燥。如果使用平行板转子进行测试,可以认为在高的相

对湿度下,样品体积比较大,使得只有边缘的样品被润湿。如果使用改良的环型转子进行测试，与使用 PP50

相比,样品体积降低到约 1/20,而样品与环境空气的接触面只降低了约 1/3。因此，即使高相对湿度时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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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速率很低,但整个样品仍然可以实现干燥和硬化。因此，使用改良的环型转子,不仅可以体现小部分样

品的转变，还可以体现在干燥过程中壁纸胶的综合行为。 

 
图 7 不同相对湿度下（10 % - 红色; 65 % - 灰色; 80 % - 黑色）G′和 G″随时间变化的函数 

4 小结 

使用可进行湿度控制的 CTD 180，可以表征壁纸胶在硬化过程中的行为。改良的环型转子比平行板

转子更有优势。 

 

Influence of relative humidity on the hardening of wallpaper paste 

FEIYUE Chen1*, GUNTHER Arnold 2* 

(1. Anton Paar GmbH Shanghai Rep. office, Shanghai 201103, China; 2. Anton Paar Germany GmbH, 

D-73760 Ostfildern, Germany)  

Abstract: A humidity cell consists of modified Peltier Convection temperature device and external 

modular humidity generator is developed based on MCR Rheometer platform. Relative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in the chamber can be controlled by rheometer software directly. This setup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n the hardening behavior of wallpaper paste. Comparing with 

traditional parallel plate, the modified ring geometry shows the advantage of determining the properties of 

samples which change their behavior due to interactions at their interface to the ambient air.  

Key Words：adhesives; relative humidity; hardening; rheology; ring geometry. 



 

202 
 

粒子填充高分子复杂体系的流变学 * 

郑强 **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浙江杭州 310027） 

摘要：填充高分子体系的流变行为复杂多变，随着填料体积分数ϕ的增加，填充体系由简单的粘性流体

转变为高弹性固体。众所周知，在低粒子含量区，填充体系的增强效应主要归因于熔体流中固体内含物

的流体力学作用。而在高粒子含量区，粒子间的直接接触控制形变，难以用简单的流体力学方程描述，

而至今仍然缺乏基于真实结构的理论模型。填充体系在低频区的类液-类固转变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可能的机理包括：(1) 粒子表面吸附分子链的松弛变慢；(2) 粒子间长链的桥结；(3) 低中粒子含量下粒

子“拥挤网络”的形成；(4) 高粒子含量下粒子间的胶体与摩擦相互作用等。然而，我们将证明，所谓的

类固和类液行为都有共同的机理，根据所提出的“两相模型”可以描述不同纳米填料填充聚合物熔体的线

性动态流变行为。 

关键词：粒子填充高分子复杂体系；流变学；两相模型 

粒子填充高分子(PFP)广泛应用于橡胶、塑料、涂料等领域，但在使役中易发生结构变化与功能衰

减。PFP 结构形成与性能演化机制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基本科学问题，而其结构与性能稳定化更是产业

界长期关注的工程技术问题。因此，粒子填充改性高分子(PFP)结构-流变-性能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应用价值。长期以来的研究，仍无法就“补强效应”、“LTS 转变”、“时间-浓度叠加(TCS)原理”等若干

基础科学问题达成共识。针对“补强效应”的静水力学(孤立粒子)、动态粒子簇聚集(粒子聚集体)、逾渗(粒

子网络)等模型，在基本假设上相互矛盾，且均忽略粒子的应变放大效应，故适用范围有限；针对“PFP

熔体随粒子含量增大而在低频区呈现 LTS 转变”的高分子受限、瞬态网络、粒子网络等机理，均高估粒

子的黏弹性贡献，难以从高分子运动特性、粒子-高分子界面作用等角度给予合理解释；现有的三类“TCS

原理”(类液体模量平移法、类固体模量/频率双平移法、全组成频率平移法)的研究方法相互矛盾，结论

相互冲突，无法给出清楚的 PFP 补强效应和动态流变的物理图像。这些理论无法纳入 PFP 非均质化结

构、多尺度分子弛豫、应变放大效应等近年来越来越清楚的科学事实。 

基于已有界面或粒子-粒子相互作用理论、模拟结果与实测数据严重不符的事实，首次提出 PFP“流

变两相”模型。将吸附链视为“粒子相”的必要组成与黏弹性来源，用“粒子相”、“高分子本体相”对 PFP

复杂的非均质结构及多尺度分子弛豫特性进行简化处理；认为吸附链与纳米粒子协同运动，提供“粒子

相”复模量，“粒子相”通过应变放大作用而影响“高分子本体相”复模量。应用该模型，发现：①组成各异

的 PFP 材料，其 LTS 转变均服从“粒子聚集-拥堵-玻璃化转变”这一普适性路径，提供了“补强效应”普适

性的关键证据；②提供了类液、类固同源性物理机制的关键证据，且在忽略“粒子相”动力学前提下得到

能够同时描述类液、类固行为的第四类 TCS 原理；③在模型中引入应变依赖性参数，揭示了高分子解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51333004, 50728302, 20774085)资助。 

**通讯作者，郑强，E-mail：zhengqiang@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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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结对 Payne 效应(应变依赖性非线性流变)的决定性贡献及“粒子相”的应变放大作用。 

 

Rheology of Particle-filled Polymeric Complex Systems  

QIANG Zheng* 

(Department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Filled polymers exhibit a diverse range of rheological properties, varying from simple viscous 

fluids to highly elastic solids with increasing filler volume fraction ϕ. The effect of filling on rheology is 

well-known in the range of small ϕ where the reinforcement could be attributed to hydrodynamic effects 

caused by the solid inclusions in the melt stream. For high ϕ where direct particle contacts dominate the 

deformation, a straightforward solution of hydrodynamic equations is difficult and theoretical models 

based on the realistic structural ideas are still missing so far. The liquid-like to solid-like transition at the 

low-frequency zone has been ascribed to the slowdown of chain relaxation due to polymer adsorption on 

the surface of particles, the long-lived chain bridges between the particles, the jammed network of 

interacting particles at low and intermediate ϕ, or the colloidal and frictional interactions as well as 

breakdown of lubricated indirect contacts between particles at ϕ high enough. We will show, however, the 

so-called liquid-like and solid-like behaviors share the common mechanism, in the framework of a 

proposed “two phase model” applied to linear dynamic rheology of polymer melts filled with a wide range 

of nanosized fillers. 

Key Words：filled polymer systems; rheological behavior; two-phas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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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阳离子 Gemini 表面活性剂/水杨酸钠胶束体系流变性* 

熊家培 1  方波 1**  卢拥军 2  邱晓惠 2  王丽伟 2  刘玉婷 2  王梁元 1  金雷平 1 

（1.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流变学研究室，上海 200237； 2. 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廊坊 065007） 

摘要：本文研究了新型阳离子 Gemini 表面活性剂羟丙撑油酸酰胺丙基二甲基双季铵盐(18-HP-18)、水杨

酸钠（NaSal）和醋酸（AA）形成粘弹性胶束体系流变性。结果表明，该体系为含粘弹环、应力过冲、

正触变和反触变性的新型粘弹性阳离子胶束体系，可望丰富粘弹性的胶束体系的研究和应用。 

关键词：触变环；反触变性；粘弹性胶束；Gemini 型表面活性剂 

1 引言 

不同浓度表面活性剂在水溶液中可形成不同形态的胶束体系[1-3]。阳离子、阴离子、两性等表面活

性剂均可与适当的反离子形成粘弹性胶束体系[4]。Gemini 型表面活性剂[5-7]较传统表面活性剂具有更高

的表面活性，在较低浓度即可形成粘弹性蠕虫状胶束。触变性是结构材料的依时特性，反映出材料受力

后结构的变化过程[8]。本文以油酸酰胺丙基二甲基叔胺、甲醇、冰醋酸等原料，制备了新型阳离子 Gemini

表面活性剂——羟丙撑油酸酰胺丙基二甲基双联季铵盐（18-HP-18），并与反离子水杨酸钠复配获得到

粘弹性良好的胶束体系 18-HP-18/NaSal/AA（2%/0.5%/0.04%），研究了胶束体系的触变性、粘弹性和微

观结构。 

2 实验 

实验仪器为为奥地利 Anton Paar 公司的 MCR 302 型旋转流变仪，采用锥板测试系统（CP50-1/s，

cone angle 0.995°，diameter 49.979mm，plate distance 0.1mm）；FEI 公司的环境冷冻扫描电镜 FEI  

Quanta200。羟丙撑油酸酰胺丙基二甲基双联季铵盐（自制，以油酸酰胺丙基二甲基叔胺、甲醇、冰醋

酸等原料合成）；冰乙酸，AR，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水杨酸钠，AR，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3、结果与讨论 

3.1 触变环 

变剪切速率模式下研究体系的触变性，剪切速率从 0 升至 50s-1，时间为 60s。再由 50s-1 降至 0，时

间 60s。不同浓度体系的测试结果如图 1 所示。 

对于低浓度体系，其形成的胶束聚集体数量有限，因而缠绕产生的空间网络结构较弱，对于施加的

剪切应力，除表现出一定的应力过冲外，反触变性较弱。当 18-HP-18 浓度增加至 2%时，大量的胶束聚

集体相互影响，使体系的空间结构增强。该体系在施加的剪切速率下，结构恢复的速率大于结构被破坏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2013AA0648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273072）；国家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计划项目（201310251014） 

**通讯作者，方波，fangbo@ec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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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率，说明胶束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较强，适当的剪切反而促进了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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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质量浓度 18-HP-18/NaSal 胶束体系触变性 

3.2 粘弹性和微观结构   

对体系的粘弹性模量随频率的变化结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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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质量浓度 18-HP-18/NaSal 胶束体系频率扫描 

由图 2 可知，频率扫描模式下，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体系的弹性模量 G’先略有增加，后保持不变；

黏性模量 G’’先略有下降，后保持不变。高浓度体系的模量 G’(7.59Pa)、G’’(0.35Pa)均高于低浓度体系

的模量 G’(2.19Pa)、G’’(0.30 Pa)。随着 18-HP-18 质量分数的增加，胶束的聚集数增加，网状结构也更

强，因而模量会增加。 

对于体系 18-HP-18/NaSal/AA（2%/0.5%/0.04%）的环境冷冻扫描电镜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体系18-HP-18/NaSal/AA（2%/0.5%/0.04%）冷冻扫描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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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18-HP-18/NaSal/AA（2%/0.5%/0.04%）体系具有清晰可见的网状结构，体系胶束结构

以相互缠绕的棒状胶束为主。18-HP-18/NaSal/AA（2%/0.5%/0.04%）体系粘弹性主要来源于体系中表面

活性剂分子间具有相互缠绕、紧密缔合的作用力，这与实验中体系属于粘弹性流体相吻合。 

3. 结论 

新型阳离子 Gemini 表面活性剂 18-HP-18 可与水杨酸钠、醋酸复配形成粘弹性胶束新体系，合适的

组成为 18-HP-18/NaSal/AA（2%/0.5%/0.04%）。流变分析表明该体系具有特殊的触变性，为含粘弹环、

应力过冲正触变性和反触变环的滞后环；环境冷冻扫描电镜显示该体系具有较强的空间网状结构。该体

系可望丰富粘弹性胶束体系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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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y on novel cationic Gemini surfactant/NaSal micelle system 

JIAPEI XIONG1, BO FANG1*, YONGJUN LU2, XIAOHUI QIU2, LIWEI WANG2, YUTING LIU2, 

LIANGYUAN WANG1, LEIPING JIN1 

(1. Chemical Engineering Rheology Laboratory, Chem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2. China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Langfang branch, Langfang 065007) 

Abstract: The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a novel Gemini cationic micelle system was firstly 

investigated .The micelle system is composed of the cationic Gemini surfactant hydroxypropyl brace oleic 

acid amide propyl dimethyl double quaternary ammonium salt (18-HP-18), NaSal and AA. Rheological 

tests show that: the system is a micelle system with a property of thixotropy, which contains a visco-elastic 

loop, stress overshoot, positive thixotropy and anti-thixotropy. Therefore, the investigation is going to 

enrich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viscoelastic micelle system. 

Key Words: thixotropy loop; anti-thixotropy; visco-elastic micelle; Gemini surfa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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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加-卸载模式下(La0.5Ce0.5)65Al10Co25 非晶合金纳米压痕蠕变的 

变形性质 * 

刘映良  曾楠  张围  李帅  龙志林  许福 ** 

（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湘潭 411105） 

摘要：非晶合金的非晶态结构使其表现出独特的流变力学行为，对非晶合金的室温流变变形性质进

行细致刻画有助于了解非晶合金的微观结构，进而揭示其变形机理。本文通过多级加-卸载模式下的纳

米压痕蠕变实验，捕捉到了(La0.5Ce0.5)65Al10Co25 非晶合金在各阶段的蠕变变形，揭示了各阶段的变形性

质。结果表明，非晶合金的蠕变包含可回复的黏弹性变形和不可回复的黏性流动部分，卸载后的蠕变回

复为黏弹性变形部分；在第二次加载至蠕变荷载后，产生的流变变形主要为可回复的黏弹性变形，即二

次加载时，材料未发现有明显的黏性流动变形；黏性流动部分的变形呈现非线性的性质，无法用单一的

牛顿黏壶进行描述。 

关键词：非晶合金；纳米压痕；蠕变；变形性质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非晶合金流变单元模型理论[1-3]的日趋完善，非晶合金流变力学行为表征已经成为探

索非晶态结构的重要方法。传统的流变测试方法在非晶合金高温流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

大部分非晶合金的室温塑性变形很小，表征材料的室温流变力学行为十分困难，这使得针对非晶合金室

温流变的研究受到限制。由于具备无损性、高精度等优点，基于纳米压痕的力学行为表征特别适应于尺

寸受限、室温脆性、率相关性不显著的非晶合金等材料的流变力学行为研究。研究者们采用球形或平面

压头纳米压痕方法捕捉到了非晶合金的黏弹性变形行为细节，提出了非晶合金的流变单元模型等理论

[4-7]；对非晶合金的系列纳米压痕蠕变实验研究同样产生了大量的信息，人们从率相关性[8]、载荷相关性

[9]、应力指数[10]、流变参数[11]等方面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探究非晶合金的结构信息和演化规律。与黏

弹性纳米压痕变形行为相比，荷载、压入深度更大的纳米压痕蠕变通常包含了更多不同性质的变形行为。

为了更细致地识别非晶合金的流变力学行为细节，本文设计了一种更为精细的加载流程，用以区分非晶

合金纳米压痕蠕变变形中可回复的黏弹性和不可回复的黏性流动部分，这对于理解非晶合金的纳米压痕

蠕变变形性质，发展更适合描述非晶合金流变行为的流变模型具有重要作用。 

2 实验 

选取玻璃玻璃转变温度较低(Tg=427 K)的(La0.5Ce0.5)65Al10Co25
[12]非晶合金(简记为 LaCe-MG)作为主

要实验材料。棒状样品直径约为12 mm ，线切割成3mm高的短柱，由环氧树脂冷镶后，采用 200-500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401176)、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14JJ3078)和 2015 年地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201510530012)资助。 

**通讯作者，许福，xufu@x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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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各级金相水砂纸逐级手工打磨，之后用金刚石研磨膏和研磨液进行抛光处理得到镜面表面，并于丙

酮中超声清洗去除表面杂物。 
本文采用的纳米压痕设备为美国 Hysitron 公司的 TriboIndenter 微纳米综合力学测试系统。选取金刚

石带球头的圆锥形压头，球头的曲率半径出厂标定为1 μm，经熔融硅标准样品校核，实际实验时球头

曲率半径为0.42 μm。对 LaCe-MG 的加载历程如图 1 所示。蠕变载荷 maxP 取1、1.5、3、6 mN 等 4

个载荷级别，对每个载荷级别，加载速率 P 分别取1、5、20 、 150 mN s− ，卸载速率与加载速率相同。

整个实验历程包括：加载至 maxP →保载(Hold 1)→卸载至 maxP 的 1%→保载(Hold 2)→二次加载至 maxP →

保载(Hold 3)→卸载至 maxP 的 1%→保载(Hold 4)→完全卸载。在进行了多次尝试后，综合分析设备数据

点的采集数量和温度漂移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后，蠕变实验时间(Hold 阶段保载时间 Ht )选定为4 s 。 

为排除实验设备可能导致的蠕变假象，取用标准熔融硅样品进行了部分上述实验。对于标准样品，

取 maxP 为1 mN ， P 为 1100 mN s− 进行了历程为加载→保载→卸载→保载→完全卸载的实验。每一条

件下的实验至少重复 4 次，且在系统的温度漂移系数小于 10.05 nm s− 并稳定后开始实验，实验温度时

环境温度为23 1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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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  
图 1 LaCe-MG 加载历程示意图 

3 结果 

图 2(b)为熔融硅在图 2(a)所示加载历程作用时对应的压入位移-时间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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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熔融硅标准样品加载历程; (b)相应的 h-t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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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看到，对于熔融硅样品，即使在极高的加载速率( -1100 mN sP = )时，预设的 maxP 没有出现

过冲现象，表明设备具有比较良好的工作性能。同时，Hold 1 阶段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蠕变现象，在 Hold 

2 中也未观测到明显的蠕变回复现象。由此可见，熔融硅材料在纳米压痕过程中发生的变形没有明显的

率相关性，这一现象与 Dub 等[13]报道的一致，同时排除本实验由于加载系统的柔度或加载方案出现假

性蠕变现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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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加载速率为(a) 11 mN s− ; (b) 15 mN s− ; (c) 120 mN s− ; (d) 150 mN s− 的蠕变曲线族 

图 3 给出了 LaCe-MG 在不同 maxP 和 P 时全过程的 P h− 实验结果。当 P 相同时，不同 maxP 作用下

的 P h− 曲线在第一加载阶段重合较好，表明实验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所有实验均未出现加载过冲现象，

都能达到预设的 maxP 且在各 Hold 阶段保持稳定，从而确保纳米压痕蠕变的稳定进行。值得注意的是，

在压入过程中，P h− 曲线在选取的所有 P 下没有出现锯齿(pop-in)现象，基于 Schuh 等[14]对锯齿流变现

象的研究可以认为，本实验对应的 LaCe-MG 在纳米压痕加载阶段的塑性变形是以一种较为均匀的方式

开展的。在卸载阶段，各 P 对应的卸载曲线的初始阶段没有出现“鼻尖”效应，说明虽然设定的 Hold 时

间较短，但蠕变变形已经趋于稳态。基于以上对 P h− 曲线的直观分析，结合对熔融硅的实验结果可以

认为，本实验设计的加载模式能捕捉到非晶合金较为稳定的蠕变现象。 

图 4(a)给出了 LaCe-MG 在 max 1 mNP = 、 -120 mN sP = 由图 1 的加载历程得到的h t− 实验曲线。

与图 2 熔融硅的实验曲线不同，LaCe-MG 在各 Hold 阶段均表现出流变变形特征。 



 

211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a)

t, s

h(
t),

 n
m

LaCe-MG
Pmax=1 mN
P =20 mN s-1

  

  

D
C

B

A

o
o

o

ht

hp0+hpη

hr

he

hr+hpη

he+hp0

h(
t)

t

(b)

o

 
图 4 (a) max 1 mNP = 、 -120 mN sP = 的实验曲线; (b)前两个 Hold 及加、卸载阶段的实验曲线示意图 

图 4(b)为前两个 Hold 阶段及相应加、卸载的h t− 实验曲线示意图。对于采用锥形压头的纳米压痕

实验，当施加载荷较大时，加载过程中的变形通常包括瞬时弹性和塑性变形 eh 、 p0h 以及相应的黏弹性

变形、黏性流动等。为简化起见，借鉴纳米压痕蠕变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加载阶段仅考虑发生瞬时变

形 eh 和 p0h ，这种处理方式相当于假定加载阶段为阶跃加载模式。图 4(b)中，AB 段对应加载历程中 Hold 

1 的h t− 曲线，以 A 点对应的材料状态为初始研究对象，AB 段发生的变形将包括黏弹性变形 rh 、黏性

流动 pηh ，B 点开始卸载时，BC 段中瞬时弹性变形 eh 回复，CD 段对应 Hold 2 的蠕变回复阶段，此时，

AB 段发生的黏弹性变形 rh 在相同的时间内回复，D 点时的残余变形为不可回复的塑性变形和 AB 段发

生的黏性流动之和 p0 pηh h+ 。由此可见，通过图 1 所示的加载历程及对应给阶段的h t− 曲线，不仅可以

清晰地区分纳米压痕蠕变过程中的不同机理所对应的材料流变变形行为，同时，结合相应的流变模型，

可以探讨 A 点前材料的加载、弛豫历史对后续各阶段蠕变变形行为的影响，从而了解非晶合金材料蠕变

与微观结构的内在联系。 

本文以 max 6 mNP = 、 15 mN sP = 的蠕变实验数据为例，图 6 为各 Hold 阶段蠕变h t− 曲线及相

应分析，为便于比较，4 个 Hold 阶段的时间坐标和蠕变位移均进行了归零平移处理。 

图 6 中，Hold 1 对应的曲线为常规纳米压痕蠕变实验中所通常采用的蠕变h t− 实验曲线。从该段

曲线可以看到，纳米压痕蠕变一般包括两个阶段，即瞬态和稳态阶段。大部分的蠕变变形在瞬态阶段

( 1 s� 内)发生，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Hold 2 对应第一次卸载后的保持阶段，此时的载荷为 maxP 的

1%( 60 μN )，此阶段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蠕变回复。由于加、卸载速率相同，可以认为 Hold 2 发生的蠕

变回复对应于 Hold 1 阶段发生的可回复的黏弹性变形部分。Hold 3 为二次加载至 maxP 时对应的蠕变，

Hold 4 为二次卸载至 maxP 的 1%时的蠕变回复。首先看到，Hold 2 和 Hold 4 两阶段的蠕变回复曲线基本

完全重合，且 Hold 3 与 Hold 4 的实验曲线进行对应叠加时，得到的 Hold 3+Hold 4 的数据点基本在

( ) 0h t = 附近，这一方面说明第二次加载-保载(Hold 3)发生的蠕变变形具有可回复的黏弹性性质，基本

没有发生黏性流动变形；同时，Hold 2 和 Hold 4 曲线基本完全重合的特点表明，二次加载对蠕变变形中

的黏弹性部分产生的影响很小。考虑到 Hold 1 和 Hold 3 的应力状态相近，以 Hold 3 对应的黏弹性蠕变

视为 Hold 1 发生的蠕变变形中的黏弹性变形部分，通过 Hold 1-Hold 3 得到了 Hold 1 阶段发生的不可回

复的黏性流动变形并同样绘于图 6 中。从 Hold 1-Hold 3 得到的h t− 曲线可以看到，黏性流动变形同样

表现出瞬态和稳态两阶段特性，且该部分变形呈现非线性性质，因为无法用单一的牛顿黏壶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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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ax 6 mNP = 、 15 mN sP = 时 LaCe-MG 各阶段纳米压痕蠕变行为及分析 

4 结论 

通过多级加-卸载模式下的纳米压痕蠕变实验，捕捉到了 LaCe-MG 在各阶段的蠕变变形，揭示了各

阶段的变形性质。结果表明，在与常规纳米压痕蠕变实验对应的第一蠕变阶段，材料产生的流变变形包

含可回复的黏弹性变形和不可回复的黏性流动部分，卸载后的变形主要为可回复的黏弹性变形部分；在

第二次加载至蠕变荷载后，产生的流变变形主要为可回复的黏弹性变形，即二次加载时，材料未发现有

明显的黏性流动变形；黏性流动部分的变形呈现非线性的性质，无法用单一的牛顿黏壶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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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ormation properties of nanoindentation creep in (La0.5Ce0.5)65Al10Co25 

metallic glass under multi-stage loading and unloading mode 

FU Xu* , NAN Zeng, YINGlIANG Liu, WEI Zhang, SHUAI Li, ZHILIN Long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Owing to the amorphous structure, metallic glass exhibit unique rheological behavior. 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metallic glas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amorphous alloy, so as to reveal the deformation mechanism. In this paper, the creep deformation of the 

(La0.5Ce0.5)65Al10Co25 metallic glass at various stages was captured by nanoindentation creep test under 

multi-stage loading and unloading mod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eep of metallic glass containing recoverable 

viscoelastic deformation and unrecoverable flow part. After unloading, the creep recovery deformation is 

viscoelastic. In the second loading stage while holding at the creep load, the generated rheological deformation 

is recoverable viscoelastic, namely during the secondary loading period, material is not found to have obvious 

viscous flow deformation. Furthermore, the viscous flow part is nonlinear, and cannot be described by single 

Newton dash-pot. 

Key Words：metallic glass; nanoindentation; creep; deformation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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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应力流体非线性流变学研究* 

杨凯 1,2**  俞炜 1** 

（1.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流变学研究所，上海 200240；2.英国马尔文仪器公司，上海 200233） 

摘要：大振幅振荡剪切（LAOS）是表征和研究屈服应力流体屈服应力和液固转变过程的重要方法，但

是由于屈服转变过程中复杂的非线性粘弹性，通过 LAOS 确定的屈服应力和瞬态应力扫描确定的屈服应

力存在一定的差别[1]。本文通过对应力-应变速率的 Lissajaous 曲线进行分析，提出一种新的确定屈服应

力方法，发现该方法确定的屈服应力与瞬态应力扫描方法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大振幅振荡剪切；屈服应力；应力-平均应变速率；非线性粘弹性  

表征屈服应力体系常用的方法是瞬态应力扫描，采用不同时间的应力扫描，将剪切应力与剪切速率

作图，在剪切应力出现平台的可以确定为屈服应力[2]。大振幅振荡剪切（LAOS）也是一种研究和表征

屈服应力的方法，通常使用应力振幅扫描，弹性模量和粘性模量交点对应的应力确定为屈服应力，或者

使用粘性模量峰值对应的应力振幅确定为屈服应力，或者使用弹性应力（G’γ0）曲线的最大值确定为屈

服应力[3]。但是所有的分析方法结果都和瞬态应力扫描的结果又一定的差异。本文通过大振幅振荡剪切

（LAOS）中的应力-应变速率 Lissajaous 曲线进行分析，提出一种新的确定屈服应力方法，并和瞬态应

力扫描的方法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两种方法确定屈服应力的具有一致性。 

样品为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和辛基联苯腈(8CB)的共混物， PDMS 与 8CB 的质量比为 80：20。

采用 Kinexus ultra 高级旋转流变仪（英国马尔文仪器公司），测量夹具为直径为 40mm 平行板，间隙 0.5mm，

上下板贴砂纸形成粗糙表面，防止滑移。实验温度 38℃，动态应力振幅扫描，振荡频率是 0.05Hz，应

力振幅范围 0.1 Pa – 500 Pa。 

图 1 是动态应力振幅扫描测试过程中特定频率和特定应力振幅下的应力-应变速率 Lissajaous 曲线。

如图 1 所示，对应力-应变速率 Lissajaous 曲线平均可以得到平均应力-应变速率（σ γ�  ）曲线和应力-

平均应变速率（σ γ� ）曲线。然后分别在平均应力-应变速率曲线和应力-平均应变速率曲线找出最大

值，即最大平均应力处的最大应变速率和最大平均应变速率和最大应力。 

图 2 是 8CB/PDMS20/80 样品的应力扫描和动态应力振幅扫描的结果对比。空心的曲线表示瞬态应

力扫描的剪切应力和剪切速率关系，可以看出，在应力扫描时间不同，在屈服之前，表现出固体的行为，

在屈服应力处，不同扫描时间的剪切应力平台基本一致，可以确定屈服应力为 15Pa。在剪切应力大于屈

服应力后，不同扫描时间的剪切应力和剪切速率结果重合，表现出液体的特性。实心的曲线是大振幅振

荡剪切测试的结果，从最大应力（即应力振幅）与最大平均应变速率的曲线具有和瞬态应力扫描曲线的

相似的屈服转变，即在屈服应力处有一个平台，而且平台对应的剪切应力与瞬态应力扫描曲线确定的屈

服应力平台一致。而通过平均应力-应变速率曲线确定的最大平均应力与最大应变速率曲线在屈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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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瞬态应力扫描结果一致，但在屈服应力附近没有明显的平台，在 33Pa 附近曲线有一个转变。从最

大应力和最大应变速率曲线来看，在屈服应力附近也没有明显的平台，在 25Pa 附近有一个转变。所以

通过最大平均应变速率和最大应力曲线转变可以确定屈服应力，而且屈服转变趋势与瞬态应力扫描的屈

服转变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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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力-应变速率Lissajaous曲线                图 2 8CB/PDMS20/80样品的应力扫描和态

应力振幅扫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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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viscoelasticity of yield stress fluid  

KAI YANG1,2, WEI Yu1* 

(1. Advanced Rheology Institute,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Malvern Instruments (China),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Large amplitude oscillation shear (LAOS)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yielding 

and flow behavior of yield stress fluids. However, the yield stress determined by LAOS are difficult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compared with most common method shear stress ramp measurement. 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yield str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tress-mean strain rate plot and 

we proved that this method can obtain a consistent yield stress with the shear stress ramp measurement. 

Key Words：LAOS; yield stress; stress-mean strain rate; nonlinear viscoe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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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后钢筋混凝土蠕变性能分析 * 

沈晴晴 1,2  罗迎社 1,2**  李钟一 1,2 

（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流变力学与材料工程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4 

2.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工程流变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在火灾试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火灾后钢筋混凝土进行蠕变试验模拟，得出应力-应变曲线，并将

其与物理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且在此次试验过程中发现弹性变形降温现象，开展了探索性研究；为

火灾后结构剩余强度、灾害评估及火灾后重建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火灾；钢筋混凝土；蠕变；应力-应变；弹性降温 

Creep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after fire 

QINGQING Shen1,2 , YINGSHE Luo 1,2* , ZHONGYI Li1,2 

(1. Institute of Rheological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P.R.China,410004  

2.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rheology of hunan provinc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P.R.China,410004 ）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ire test, through the simulation of the creep test of reinforced concrete after fire, 

the stress - strain curves were concluded, which were also compared with the physical test results. And 

also elastic deformation and cooling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experiment was found, exploratory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which provid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idual strength structure, 

disaster assessment after fire, and rebuilt after the fire. 

Keywords: fire; reinforced concrete; creep; stress-strain; elastic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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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弹性颗粒在低雷诺数牛顿流体中的动力学研究 * 

胡小玲 1, 2  宋奎 1, 2** 

（1.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湘潭 411105；2.湘潭大学流变力学研究所，湘潭 411105） 

摘要：粘弹性颗粒常用来模拟细胞，以研究流场中细胞的力学性能，这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粘弹性颗粒性能受环境因素和外在激励影响较大，其刚度和阻尼特性会随温度和所受荷载频率的改变而

改变，产生复杂的力学性能，利用简洁、准确的公式描述其力-变形关系，确定其力学性能参数，是非

常重要的问题。本工作研究低雷诺数牛顿流体流动中粘弹性颗粒的动力学行为，通过低雷诺数流动理论

导出了粘弹性颗粒在流场中的受力和变形结果。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对粘弹性颗粒进行有限元分析，研究

了不同粘弹性能颗粒的受力变形结果。在数值结果与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等效刚度和阻尼模型探讨了

颗粒所表现的动力学行为。建立了等效阻尼和刚度系数与颗粒大小、粘弹性能参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证

实颗粒的阻尼能力和刚度分别与粘性和弹性成正相关性。该研究可拓展为非牛顿流体中粘弹性颗粒的动

力学问题，进而对颗粒增强复合材料的加工成型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粘弹性颗粒；低雷诺数流动；牛顿流体；等效刚度和阻尼模型 

 

The Dynamics Study of Viscoelastic Particles in Low Reynolds Number 

Newtonian Fluid Flows 

XIAOLING Hu1, 2, KUI Song1, 2* 

(1.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2.Institute of Rheological Mechanic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Viscoelastic particles are often used to simulate the cells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cells in the flow field,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ine. The 

viscoelastic property of the particles is significant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The stiffness and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will change with the temperature and loading 

frequency, which leads to complex mechanical properties, so it is important to describe the 

force-deformation relationship with concise and accurate formula, and then determine the mechanical 

parameters. In this work, the dynamic behaviors of viscoelastic particles in low Reynolds number 

Newtonian fluid flows are studied, and the force and deformation results of the particle are derived with 

the low Reynolds number flow theory.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s are don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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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he force-deformation results of the particle with different viscoelastic properties are studied. 

The dynamic behaviors of the particle are further studied with the equivalent stiffness and damping model 

based on the numerical and theoretical results. The relationship, which the equivalent damping and 

stiffness coefficients are functions of the particle sizes and particle viscoelastic parameters,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and confirm that the damping capacity and stiffness of the particl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article viscosity and elasticity. This work can be extended to the dynamic problem of 

viscoelastic particles in non-Newtonian fluid flows, and then it also has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cessing and 

molding of particle reinforced composites.  

Key Words：Viscoelastic particles; Low Reynolds number flows; Newtonian fluid; Equivalent stiffness 

and damp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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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流变学来认识高分子的结晶行为* 

俞炜**  聂智军  何鹏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流变学研究所, 上海 200240） 

摘要：我们将结晶高分子看作一个悬浮体系，基于粒子悬浮体系的流变学理论，发展了研究高分子结晶

过程的流变学新方法。 

关键词：高分子结晶；流变   

高分子材料的结晶通常可以采用热分析、光学显微镜和 SAXS/WAXS 等方法来研究，不同方法所适

用的空间尺度存在明显差别，热分析和 SAXS/WAXS 等方法所研究的片晶尺寸在几个纳米，偏光显微镜

只能看到微米级的晶体，而在介于二者之间的空间尺度上晶体的生长与发展却很难研究。我们将结晶高

分子看作一个颗粒悬浮在无定形聚合物基体中，利用粒子悬浮体系的流变学理论，分离了流体力学贡献

和团聚体贡献。通过流体力学贡献提出了确定球晶体积分数的流变学方法，该方法与所采用的频率无关

（图 1），而且与 DSC 所表征的相对结晶度有很好的对应关系。通过团聚体贡献，发现了烯烃嵌段共聚

物体系介观相分离行为对其结晶行为的影响。 

 

图 1 不同温度下烯烃嵌段共聚物的相对结晶度的对比。 

How to underst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olymers from rheology 

Wei Yu*,  Zhijun Nie,  Peng He 

(Advanced Rheology Institute,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semicrystalline polymer was regarded as a suspension in this work. Based on the 
rheological model of suspensions, we developed a new rheological method to stud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olymers. 
Key Words：polymer crystallization; r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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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处理对 TA2 合金表面激光熔覆自润滑耐磨复合涂层组织和力学性能

影响 *
 

刘秀波 1,2,**  尹健 1,2  罗迎社 1,2  

（2.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流变力学与材料工程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4 

2.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工程流变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拟以 40% Ti-25.2% TiC-34.8% WS2（Wt.%）复合合金粉末为原料，采用激光熔覆技术在 TA2 合

金表面制备自润滑耐磨复合涂层。将涂层在 500 ℃真空分别保温 1 h 和 2 h 以研究热处理对钛基自润滑

耐磨复合涂层的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未经过热处理和经过热处理涂层的主要物相均

为：α-Ti，(Ti,W)C1-x，TiC，Ti2SC 和 TiS。相比未经过热处理涂层的显微硬度（1049.8 HV0.5），经过

热处理 1 h 和 2 h 涂层的显微硬度（1143.3 HV0.5 和 1162.7 HV0.5）有所上升。热处理 1 h 和 2 h 涂层的

摩擦系数和磨损率分别为 0.29 和 6.66×10-5 mm3·N-1·m-1 以及 0.29 和 5.65×10-5 mm3·N-1·m-1，相比于

未热处理涂层（0.32 和 18.92×10-5 mm3·N-1·m-1）的耐磨减摩性能得到提升，磨损机理主要表现为磨粒

磨损。热处理时长对涂层显微硬度和摩擦学性能影响较小。 

关键词：激光熔覆；TA2 合金；时效处理；力学性能 

 

Effect of Aging Treatment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Laser Cladding Self-lubricating Anti-wear Composite 

Coating on TA2 Alloy 

XIUBO Liu1,2 *,  JIAN Yin1,2 , YINGSHE Luo 1,2 

(2. Institute of Rheological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P.R.China,410004  

3.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Rheology of Hunan Provinc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P.R.China,410004 ）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eat treatment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i-based self-lubricating anti-wear composite coatings, the 40% Ti-25.2% TiC-34.8% WS2 (Wt.%) 

composite coatings were fabricated on TA2 alloy by laser cladding, and the coatings were heated at 500 ℃ 

for 1 h and 2 h, respectivel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icrohardness of coatings with heat treatment f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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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nd 2 h (1143.3 HV0.5 and 1162.7 HV0.5) have been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compared with the 

coating without heat treatment (1049.8 HV0.5).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wear rate of those coatings 

with are 0.29 and 6.66×10-5 mm3·N-1·m-1, 0.29 and 5.65×10-5 mm3·N-1·m-1,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ating without heat treatment (0.32 and 18.92×10-5 mm3·N-1·m-1), those coatings with heat treatment 

present excellent anti-wear and friction reduction properties and the wear mechanism are slightly abrasive 

wear. The time of heat treatment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microhardness and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Key words: Laser cladding; TA2 alloy; Aging; Mechan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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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升温时稀疏CTAC表面活性剂溶液剪切黏度变化的动力及能量分析 * 

徐娜 1  魏进家 1**  川口靖夫 2 

（1.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 710049；2. 东京理科大学, 日本千叶 278-8510） 

摘要：在恒定的剪切速率下、持续升温，对稀疏 CTAC/NaSal 表面活性剂溶液进行流变测试，发现不同

剪切速率下，即便升温速度相同，同一溶液内分子自组装结构变化的差异也很大。首次发现黏度变化的

“双峰”现象，其形成条件为：溶液浓度 1.25-2.50 mmol/L、剪切速率 5 s-1、升温速度 0.0033-0.0333 ºC/s。

建立了棒状胶束尺寸变化速度与温度和剪切速率之间的关系式，可以发现不管是剪切还是温度，对胶束

尺寸变化的作用都具有两面性，因此，试验条件下胶束尺寸大小实际上取决于剪切和温度两种作用的“匹

配程度”。此外，引进总自由能变的概念，从能量角度分析了剪切和温度对表面活性剂胶束溶液的协同

作用。 

关键词：表面活性剂；稀疏；自组装结构转变；“双峰”现象；总自由能变 

1 引言 

表面活性剂分子会随着溶液浓度的升高依次自组装形成球状、棒状、蠕虫状、囊泡状、网状等各种

形式的胶束结构，胶束的形成是表面活性剂分子相互积聚的结果。表面活性分子的积聚结果（胶束种类）

受到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但对于某一给定的表面活性剂溶液来说，剪切强度和温度是影响表面活性剂

分子积聚过程及结果的两个主要因素。当剪切条件或温度条件发生变化时，溶液中表面活性剂分子积聚

形式就会发生改变，胶束种类及尺寸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将这种现象分别对应称为剪切诱导和温

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目前为止，不管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验测试，各国学者对于剪切诱导和温度诱导

胶束结构变化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以期对表面活性剂减阻机理有更深入的理解[1-4]。 

事实上，不管是剪切诱导作用还是温度诱导作用，虽然作用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向溶液进行能

量输入。基于此，本文在剪切和温度的协同诱导作用下测试表面活性剂溶液中胶束结构的变化，以期从

能量的角度将剪切和温度对胶束结构的两种不同的诱导作用进行统一，并以能量大小为尺度对两种作用

的强度进行衡量。通过对两种诱导作用的统一，就能够在剪切或温度单独诱导作用下的胶束结构变化之

间建立联系，有助于我们对表面活性剂减阻机理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2 实验设置 

试验采用美国 TA 公司生产的 AR1500ex 型流变仪测试表面活性剂溶液的剪切黏度，并且鉴于所测

试的溶液非常稀疏，采用了对低扭矩测试极其敏感的同轴双圆筒夹具（如图 1 所示）。同轴双圆筒夹具

中外筒固定作为定子，内筒连接流变仪感应器作为转子，各部分详细尺寸见表 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51225601)资助。 



 

225 
 

 

图 1  同轴双圆筒夹具结构示意图 

表 1  同轴双圆筒夹具尺寸 

R1/mm R2/mm R3/mm H/mm h/mm V/mL 

15.1 16 17.5 53 2 11.65 

本文选择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CTAC，山东福斯特化工有限公司）与反离子

盐水杨酸钠（NaSal，宜兴市申光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的配合溶液作为试验测试的对象。CTAC 与 NaSal

均为纯度（含量）大于 99%的分析纯，未做进一步纯化处理，于室温下（约 25 ºC）直接溶于蒸馏水，

配置成等摩尔浓度的溶液，溶液浓度范围从 0.94 mmol/L（300 ppm）到 3.13 mmol/L（1000 ppm）。虽然

稀疏，但所有浓度均超过 CTAC/NaSal 溶液系统的第二临界胶束浓度值（CMCⅡ）
[5]，因此室温下所有

溶液中胶束的形态主要是球状和棒状。测试前所有溶液至少静置 3 天以达到平衡状态。 

流变仪的测试模式为“温度斜坡”模式（temperature ramp mode），即在恒定的剪切速率下，使溶液的

温度从 10 ºC 持续升高到 60 ºC，同时测试表面活性剂溶液的剪切黏度。不同的测试过程所设置的剪切速

率及升温速度不同，施加的剪切速率范围为 1 s-1 到 300 s-1，升温速度范围为 0.0033 ºC/s 到 0.0333 ºC/s

（本文用“ºC/s”作为升温速度的单位，1 ºC/s 表示每秒钟温度升高 1 ºC）。 

3 剪切和温度诱导作用的两面性 

剪切对胶束结构变化的诱导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剪切作用的施加，强迫表面活性剂分子定向

运动，并提高分子之间相互碰撞的机率，从而促进分子之间相互连接、积聚而形成胶束，导致溶液剪切

黏度升高（剪切增稠）。从这个角度讲，剪切作用能够促进胶束结构尺寸增大。另一方面，在过分强烈

的剪切作用下，部分甚至全部胶束结构会被撕裂、扯断，最终变成单分子或非常简单的小尺寸胶束（例

如球状胶束）结构，经过足够长时间之后，溶液中所有的表面活性剂分子链和剩余胶束结构的排列都指

向剪切流动方向，溶液剪切黏度降到最低（接近水的黏度）（剪切稀变）。这是剪切作用抑制胶束结构尺

寸增大的方面。 

同样，温度对胶束结构变化的诱导作用也具有两面性。关于温度对胶束结构尺寸增长的抑制作用可

以用 Andrade 方程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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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TEKeT /ηη =  

式中， ( )Tη 为溶液在温度为 T 时的黏度，Pa.s； K 为物性常数， ( )∞→= TK η ；R 为摩尔气体常数， 

J/(mol.K)；
ηE 为黏流活化能，J。 

根据 Andrade 方程，随温度升高，黏度下降。这是因为，随温度升高，表面活性剂分子无规则热运

动变得越来越剧烈，为了更利于运动，单个分子占据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在分子周围形成很多“空洞”，

分子间距变大，不利于胶束结构的形成，限制了溶液黏度的升高。与此同时，强烈的分子无规则热运动

使得已经存在的胶束结构变得不稳定，分子之间的连接无法限制分子的运动时，胶束结构解体，导致胶

束结构平均尺寸下降，溶液黏度下降。 

但是另一方面，表面活性剂分子无规则热运动的加剧也有对胶束结构尺寸增长有利的一面：分子无

规则热运动的加剧能够抵抗剪切对于分子单方向的驱动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剪切作用对于胶束

结构的破坏性；分子热运动加剧导致分子间距变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分子之间的内摩擦力，有利于分

子之间连接形成胶束；使得胶束的轮廓长度（contour length）变长。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胶束结构尺寸的

增长，使得溶液黏度有增大的趋势。这是温度诱导作用对胶束尺寸增长的促进作用。有趣的一点是，不

需要有剪切作用而直接通过升温，温度诱导对胶束增长的抑制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但是如果离开了剪

切作用，温度诱导对胶束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无法直接现在出来。 

本质上，剪切诱导和温度诱导都是两种能量输入作用，都是通过改变表面活性剂分子的运动速度来

影响胶束结构的形成和转变。只不过升温是在微观上给分子提供热能，使分子更加主动的进行无规则热

运动；而施加剪切是给溶液提供一种宏观上的动能，分子是被动的提高运动速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

中所有对于剪切和温度诱导作用的分析、比较都是在两者强度相差不多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两者中任

何一方的作用强度比另一方强很多，那弱的一方将被掩盖而无法直观地体现出来。 

4 建立剪切流场中胶束尺寸随时间变化关系式 

由于球状及囊泡状胶束的球状外形，使得它们在受到剪切时能够自由旋转，表现出各向同性的特性；

另外，受所选择的溶液浓度影响，常温下测试溶液中这两种胶束的存在数量都很少，因此它们对我们所

测试的剪切黏度的影响很小。鉴于以上原因，在建立胶束尺寸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式时，我们主要考虑棒

状胶束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整体胶束尺寸的影响。 

不管表面活性剂溶液是处于静止状态还是剪切状态下，除了做线性移动外，棒状胶束还做自由旋转

运动。如果记录其一段时间内的旋转轨迹并将轨迹相互覆盖做成轨迹云，会发现其旋转轨迹云是以胶束

中心为球心的圆球，假设此球体的半径为 R，那么棒状胶束长度即为 2R。当对表面活性剂溶液施加速率

为γ的剪切作用时，可以建立如图 2 所示的剪切流场。取流场中任意一个棒状胶束作为研究目标，视其

为静止，并将此研究目标所对应的轨迹云球体中心作为纵轴零点建立坐标系。随着剪切的进行，距离目

标球 y 处的流体流动速度为γ y，于是从 y 到 y+dy 区域内流体的体积流量为 ydyγ ，假设溶液中棒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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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平均数量密度为 ρ，那么在 y 到 y+dy 区域内流经目标球的轨迹云球体数量即为 ydyγρ  。当流经目标

球的轨迹云球中心与目标球中心之间距离不超过 2R 时，胶束之间发生碰撞，对应的碰撞频率为 

22
0 42 RydyF R

collide γργρ ∫ ==  

其中部分碰撞导致流经胶束与目标胶束之间首尾相连，使得目标胶束长度从 2R 变为 4R，对应的轨

迹云球体半径变为 2R（如图 3 所示），假设所有碰撞中导致胶束之间发生连接的可能性为 αm，那么可以

计算出碰撞中胶束发生连接的频率为 

24 RFF mcollidemngcrosslinki γραα ==  

同时，由于剪切的拉扯作用，目标胶束也可能发生断裂（如图 3 所示）。假设对于长度为 2R 的胶

束来说，任意一点处发生剪切断裂的可能性为 αb，那么对于整个胶束来说断裂发生的概率则为 2αbR。

根据文献[6-8]，在没有剪切作用的情况下，对于长度为2R的胶束在任意处发生断裂需要的时间为1/(2kR)，

其中 k 为常数，与表面活性剂种类有关，且受温度影响非常大。而在剪切作用下，胶束内部存在拉伸应

力 ε，则长度为 2R 的胶束在任意处发生断裂需要的时间变为 1/[2kR(2Rε)]。由于在剪切作用下胶束始终

保持自由旋转，所以需要计算胶束内部的平均拉伸应力。如图 4 所示，假设某一时刻剪切方向与胶束指

向之间夹角为 θ，那么胶束内部产生的平均拉伸应力可积分计算为 

( )γπ
θ

θθγ
ε π

π




/2
cos

2
0

2
0 ==

∫
∫

d
d

 

将上式结果代入 1/[2kR(2Rε)]可得剪切速率为γ时长度为 2R 的胶束在任意处发生断裂需要的时间

为 ( )28/ Rkγπ  ，对应的断裂频率为 

πγ /8 2RkFbreak =  
最后可得整个胶束在任意一点处发生断裂的频率为 

πγαα /162 2RkFF bbreakbbreaking ==  

因为胶束之间发生连接或胶束断裂导致的胶束尺寸变化都是与 R 成倍数关系，因此可以将胶束尺

寸随时间的变化写为 

( )παραγ /44/ 2 kRRFFdtdR bmbreakingngcrosslinki −=−=   

 

图 2  剪切速率为γ时表面活性剂胶束溶液剪切流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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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棒状胶束之间连接-断裂示意图 

 

图 4  剪切作用下棒状胶束内部产生的拉伸应力示意图 

根据得到的 dR/dt 关系式，剪切的施加和温度的改变是通过改变参数 αm 和 αb 的值来影响胶束长度

的增长（dR/dt>0）或缩短（dR/dt<0）的。事实上，随着剪切速率或温度的升高，αm 和 αb 都是增大的，

这也正好体现了剪切或温度对胶束结构变化诱导作用的两面性，即促进作用体现在 αm 的增长，而抑制

作用体现在 αb 的增长。但是随着剪切速率或温度的升高，αb 的增大要比 αm 快得多，最终当剪切速率或

温度过高时，由于 αb 过大，导致所有的胶束结构都解体为表面活性剂单分子。此外，当胶束尺寸 R 不

断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由于游离胶束数量密度 ρ 的持续下降，导致 dR/dt=0，胶束停止生长。当剪切速

率或温度改变时，αm和 αb不断变化，ρ和 R 也相应地发生改变，引起胶束尺寸变化速度 dR/dt 不断改变，

最终导致剪切黏度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通过建立式 dR/dt 关系式，我们将剪切速率和温度对胶束结构

变化的不同诱导作用统一到一个关系式中。 

5 试验结果分析 

5．1 动力分析 

如图 5 所示是浓度为 1.25 mmol/L（400 ppm）的表面活性剂溶液、升温速度为 0.0167 ºC/s 时、在

不同剪切速率下的黏度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温度不断升高，即使在非常低的剪切速率下（1 

s-1），在低温区（10-38 ºC）溶液仍出现明显的剪切增稠；当剪切速率增大到 5 s-1 之后，在更宽的温度范

围内（10-44 ºC）溶液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增稠，并且黏度曲线上出现了两个增稠峰；随着剪切速率进一

步增大（10-50 s-1），溶液的增稠幅度逐渐下降，并且此时黏度曲线上出现了一个“平顶”；当剪切速率达

到 100 s-1以上时，溶液只在高温区有很微弱的增稠。根据测试条件，图中所有曲线的变化规律都反应的

是在剪切和温度的协同诱导作用下胶束结构的变化特性，而导致各曲线之间巨大差异的原因正是剪切和

温度诱导作用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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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剪切速率下随温度升高剪切黏度曲线[浓度为 1.25 mmol/L（400 ppm），升温速度为 0.0167 ºC/s] 

已知黏度随胶束尺寸幂率增长[9]，即剪切黏度越高说明溶液中胶束结构平均尺寸越大，反过来，胶

束尺寸越大必然对应着越高的黏度。由此，在黏度与胶束尺寸之间对应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我们已

经建立的 dR/dt 胶束尺寸变化关系式对图 5 中不同曲线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 

当剪切速率和温度均恒定时，剪切黏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或降低（|dR/dt|>0）之后，最终达到

动态稳定（dR/dt=0）；而当剪切速率恒定、温度持续上升时，因为 dR/dt 式中参数 αm和 αb的不断变化，

使所得到的剪切黏度曲线与剪切速率和温度都恒定时的相比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在较低剪切速率下（低于 100 s-1），测试起始阶段温度相对低，此时 αm 和 αb均不是很大，但因为

胶束尺寸 R 比较小，且胶束密度 ρ相对较大，使得 dR/dt 持续为正值，胶束尺寸增大，黏度也相应地变

大。但由于温度的持续生高，αb迅速变大，加上 R 的增大和 ρ的减小，使得 dR/dt 很快降为 0，胶束停

止生长，黏度不再变大。这之后，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升高，在不同的剪切速率作用下，dR/dt 的变化出

现了三种不同的情形（如图 6 所示）。第一种情形：在非常低的剪切速率下（1 s-1）（图 6 中 1γ 的情形），

dR/dt 持续为负值，因为相比于高温对胶束尺寸增长非常强的抑制作用，剪切对胶束尺寸增长的促进作

用太弱，即 αb随温度的增大过于迅速而远大于 αm，即使随着胶束的不断解体导致参数 ρ增大、R 减小，

也无法弥补 αm 和 αb 之间持续增大的差距，最终到达临界温度时，所有胶束解体才使得 dR/dt 第二次变

为 0。第二种情形：当剪切速率升高到 5 s-1 时（图 6 中 2γ 的情形），剪切对胶束尺寸增长的促进作用略

微增强，即 αm 略有增大，因此同样的升温情况下，虽然 dR/dt 同样变为负值但其值略大，黏度的下降速

度变缓，并且当胶束尺寸 R 下降到一定程度后，dR/dt 变为正值，胶束尺寸开始增大，黏度上升；但当

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αm 和 αb之间的差距又变得过大，于是 dR/dt 的变化重复剪切速率为 1 s-1时的情

形。因为 dR/dt 在正负值之间的多次转变，就形成了黏度曲线上的两个增稠峰。第三种情形：当剪切速

率相对较高时（10 s-1，30 s-1，50 s-1）（图 6 中 3γ 的情形），由于剪切对胶束尺寸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强，

αm 的值相对较大，使得 dR/dt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能够维持在 0 附近，于是黏度曲线上形成一个“平顶”，

同样，当温度超过一定值后，dR/dt 持续为负直至所有胶束被破坏。对于非常高的剪切速率情况下（100-300 

s-1）（图 6 中 4γ 的情形），在剪切的起始阶段温度较低，此时剪切对胶束尺寸增长的抑制作用占据上风，

同样导致 αb 远大于 αm，因此 dR/dt 持续小于 0，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 αm 和 αb之间的差距变小，且 R

变得非常小而 ρ相对较大，使得 dR/dt 短暂变为正值，溶液出现短暂而微弱的增稠。 



 

230 
 

 

图 6  对图 5 中不同曲线的简化和归类（γ：剪切速率；T：温度；dR/dt：胶束尺寸随时间变化速度；

Tc：胶束因高温被完全破坏时对应的临界温度） 

5．2 “双峰”曲线形成条件的试验研究 

图 5 所有曲线中，剪切速率为 5 s-1时形成的“双峰”曲线最为特别，曲线形成过程中对应的胶束结构

的转变也最为复杂，据我们所知这个现象在流变试验中是第一次被观测到。 

为了验“双峰”现象的重复性，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升温速度为 0.0167 ºC/s、剪切速率为 5 s-1），

我们对浓度为 0.78 mmol/L（250 ppm）、0.94 mmol/L（300 ppm）、1.09 mmol/L（350 ppm）、1.56 mmol/L

（500 ppm）、1.88 mmol/L（600 ppm）、2.19 mmol/L（700 ppm）、2.50 mmol/L（800 ppm）、3.13 mmol/L

（1000 ppm）的溶液进行了相同的测试。结果显示，对于在浓度范围为 1.25 mmol/L（400 ppm）到 2.50 

mmol/L（800 ppm）内的溶液来说，测试均得到了相似的“双峰”曲线，甚至当升温速度改变时，“双峰”

现象仍然很稳定，然而当剪切速率改变时，“双峰”消失。如图 7 所示是浓度为 600 ppm 和 800 ppm 的溶

液在不同的升温速度下所测得的“双峰”曲线。对于此浓度范围外的溶液来说，试验中没有得到“双峰”曲

线，为此我们还在 5 s-1 附近的剪切速率：1 s-1、3 s-1、7 s-1、10 s-1 和不同的升温速度下对这些溶液进行

了反复测试，结果同样没有得到“双峰”曲线，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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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剪切速率为 5 s-1时，浓度为 1.88 mmol/L（600 ppm）（a）和 2.50 mmol/L（800 ppm）（b）的溶液

在不同升温速度下测得的“双峰”曲线（部分曲线的第一个峰不完整，但是根据曲线的形状可以推断认定

为“双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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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剪切速率为 5 s-1、升温速度为 0.0167 ºC/s 时黏度曲线上不出现“双峰”的溶液（以浓度为 400 ppm

溶液对应的“双峰”黏度曲线作为对比） 

分别对比图 7(a)和(b)中曲线可以发现，随着升温速度的降低，“双峰”中的第二个峰逐渐升高、左移，

相比之下，第一个峰的升高和移动幅度却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升温速度为 0.0333 ºC/s 时所得两个浓度

溶液的黏度曲线上，与第一个峰相比第二个峰都非常小。受到流变仪对温度控制精确度的影响，我们的

试验中最快的升温速度设置为 0.0333 ºC/s。但根据图 7 中曲线变化趋势可以推断出：当升温速度更高时

（高于 0.0333 ºC/s），两个浓度溶液的“双峰”曲线上第二个峰都将消失；与此相反的是，在更低的升温速

度下（低于 0.0033 ºC/s），两个浓度溶液的“双峰”曲线上第一个峰都将消失。相似地，在图 8 中所有曲线

上变化最明显的仍然是第二个峰。通过对比这些只有一个增稠峰的曲线可以发现：低浓度溶液黏度曲线

上第二个峰是缺失的，而高浓度溶液黏度曲线上则缺失的是第一个峰。由此，“双峰”曲线上不同的峰在

升温速度和溶液浓度所组成的坐标系中的分布情况可以归纳为图 9。根据图 9，理论上“双峰”现象可以

发生在坐标系的第一象限（较高的升温速度和溶液浓度）和第三象限（较低的升温速度和溶液浓度），

但在实际的试验测试中，结合剪切作用条件，“双峰”现象只能发生在第一象限（原因在下文给出）。 

 

图 9  “双峰”曲线上不同的峰形成所对应的升温速度和溶液浓度条件（Pf-r：升温速度为 r 时出现第一个

峰；Ps-r：升温速度为 r 时出现第二个峰；Pf-C：溶液浓度为 C 时出现第一个峰；Ps-C：溶液浓度为 C

时出现第二个峰）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得出“双峰”曲线的出现条件：溶液浓度范围为 1.25 mmol/L（400 ppm）-2.50 

mmol/L（800 ppm）、施加的剪切速率为 5 s-1、升温速度为 0.0033-0.0333 ºC/s。从浓度角度讲，不同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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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溶液中棒状胶束的数量密度 ρ是不同的。对于浓度过低的溶液来说，随温度升高 αb持续增大，在形

成第一个增稠峰之后，因为 ρ非常小，导致 dR/dt 无法二次转变为正值，于是无法形成第二个增稠峰；

而对于浓度过高的溶液来说，ρ很大，过大的密度导致较低的温度下胶束运动困难，于是 αm 非常小，dR/dt

过低，使得测试初始阶段溶液增稠过于缓慢，造成第一个增稠峰的缺失。从剪切速率角度讲，正如我们

在上一节对图 5 的分析，只有在适当强度的剪切作用下，即合适的 αm和 αb下，“双峰”曲线才能形成。

图 5 中低剪切速率 1 s-1时形成的单峰黏度曲线应该是缺失第二个峰，而剪切速率高于 100 s-1时形成的单

峰黏度曲线应该是缺失第一个峰。从升温速度角度讲，溶液中表面活性剂分子的热运动要足够活跃但又

不能过于活跃，再结合剪切作用才能实现胶束结构的多次转变，从而形成“双峰”曲线。对升温速度的要

求本质上还是要求有合适大小的 αm和 αb。升温速度过慢时，初始阶段表面活性剂分子热运动不够活跃，

αm 过低，无法形成第一个增稠峰；升温过快时，在形成第一个增稠峰之后，αb 随温度增长过快，导致胶

束结构来不及进行二次增长即被高温破坏掉，从而造成黏度曲线上第二个增稠峰的缺失。“双峰”曲线上

不同的峰形成所需要的剪切速率、溶液浓度以及升温速度条件归纳如下图 10 所示。 

 

图 10 “双峰”黏度曲线上不同的峰形成所需要的剪切速率（γ）、溶液浓度（C）以及升温速度（r）条件 

5．3 “双峰”曲线形成的能量分析 

因为“双峰”曲线上的两个增稠峰所存在的溶液条件是不同的，那么两个峰所对应的胶束结构肯定也

是不同的。根据文献[10]，静态浓厚高分子溶液中大分子链之间存在两种缠结类型：一是呈无规则团状

的柔性分子相互扭曲成结，形成具有几何拓扑结构的几何缠结；二是几条大分子链局部地充分地相互接

近，形成强烈的物理相互交换作用（如 van de Waals 作用等）而“交联”，如示意图 11 所示。不管是哪种

缠结方式，都是因分子热运动产生，因此也会因为分子的热运动而被破坏，其中分子链相互交联时需要

克服的阻力更大，因此溶液中分子链之间的缠结以几何缠结为主，而当溶液受到剪切或处于高温状态时，

分子链之间的交联增多。由此，我们推测“双峰”曲线上不同的峰所对应的不同胶束结构可能是由于胶束

之间的缠结方式转变造成的：第一个增稠峰中类似于几何缠结的结构较多，而随着温度的升高和剪切的

进行，胶束之间发生局部交联，使得胶束结构能够更稳定，从而能限制不断加剧的分子无规则热运动，

来实现溶液的增稠。另外，两个增稠峰对应的胶束结构不同也可能是由于胶束结构的空间构造以及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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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连接的疏密程度不同引起的，或者由胶束之间的缠结方式、胶束结构的空间构造等影响因素共同影

响造成的。 

 

图 11  高分子链的两种缠结方式：（a）几何缠结；（b）交联 

观察可以发现，图 7 中的两组曲线都可以分段简化为三个部分（如图 12 所示），其中因为图 7 中第

一个增稠峰的左半边都很短甚至是缺失的，在简化过程中将这部分暂时去掉，不作分析。通过绘制

logη(T)-1/T 图（图 13）可以发现，不管升温速度怎么变化，图 13 中 A 部分或 C 部分对应的黏度值分别

满足关系式 logη(T)∝1/T，与 Andrade 方程相吻合，因此可以将 A 部分和 C 部分对应的胶束溶液分别看

作是均一相。B 部分对应的黏度值虽然也与温度成线性关系，但线性比例系数却随升温速度不同而发生

改变。因此，随剪切的进行，可以将胶束溶液看作是从 A 相经过 B 过渡态转变为 C 相，即第一个增稠

峰右半侧对应的胶束溶液可看作是均一的 A 相，而第二个增稠峰右半侧对应的胶束溶液可看作是均一的

C 相，但 A 相与 C 相对应的胶束结构不同，过渡态 B 是同时包含 A 相与 C 相胶束结构的混合胶束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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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将图 7 中的两组“双峰”曲线分段简化为 A、B、C 三个部分（由于曲线的第一个增稠峰左半部分

都很短甚至缺失，此图中将其略去，暂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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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2 中 A 和 C 两部分黏度的对数与温度的倒数之间的关系（以图 7(a)中对应的黏度曲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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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双峰”曲线能够最全面的反应剪切和温度协同诱导作用下胶束结构的变化过程，我们还是借助

“双峰”曲线来对剪切和温度的协同诱导作用从能量角度进行衡量。 

在“双峰”曲线上令胶束结构尺寸变化速度为 0（dR/dt=0）的点有四个，即第一个峰顶点、两个峰的

连接点、第二个峰顶点以及胶束在高温下被完全破坏的临界温度处，将这四个点视为“双峰”曲线的特征

点，并依次命名为 P1-P4，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双峰”曲线的四个特征点（dR/dt=0）：第一个峰顶点（P1），两个峰的连接点（P2），第二个峰顶

点（P3），胶束在高温下被完全破坏的临界温度处（P4） 

为了对剪切和温度的协同诱导作用从能量角度进行衡量，我们引入总自由能（F）的概念。温度不

变时，伴随着相变的溶液内部总自由能变化曲线如图 15 所示，假设相变是从 a 相变为 b 相，那么第一

个谷底对应的溶液中只存在 a 相，第二个谷底则表示溶液中 b 相开始生成，两个谷底之间是两相之间相

互转变阶段。结合上一节图 12 中对“双峰”曲线对应的胶束结构从相 A 经过渡态 B 到相 C 的转变过程分

析，就能确定 A、B、C 三部分在总自由能变化曲线上的分布，以及“双峰”曲线的四个特征点的位置：

P1、P2位于第一个谷底，P3、P4 位于第二个谷底，如图 15 所示。 

 
图 15  表面活性剂胶束溶液的总自由能曲线 

需要注意的是，图 15 中总自由能变化曲线上任意一点处对应的溶液都是处于热动力平衡状态的，

且整个相变过程中溶液的温度维持恒定，但是我们的试验中，温度是持续升高的，溶液始终都处于热动

力不平衡状态，但是在“双峰”曲线的四个特征点处有 dR/dt=0，因此我们将所有特征点处对应的溶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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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定义为“准平衡”状态，并将对应的溶液中自由能定义为“准总自由能”（F′）。当温度不断升高时，相同

胶束结构状态下，溶液中的总自由能是不断升高的；根据上文的分析，因为“双峰”曲线上第二个增稠峰

比第一个增稠峰更能适应强的剪切和温度协同诱导作用，换句话说，当温度不断升高时，第二个增稠峰

比第一个增稠峰更容易形成也更稳定，因此随着温度升高，总自由能变化曲线上特征点 P1和 P2 所在的

第二个谷底要越来越低于 P3 和 P4 所在的第一个谷底；此外，随温度升高，A 相和 C 相所对应的胶束结

构都越来越容易形成，因此总自由能变化曲线上的两个谷底在图 15 所示坐标系内逐渐左移。根据以上

分析可以绘制出不同温度下的“准总自由能”变化曲线，以及 “双峰”曲线上的 A、B、C 三部分和四个特

征点的位置，如图 16 所示。 

 
图 16  不断升温下“准总自由能”变化曲线以及 “双峰”曲线上的 A、B、C 三部分和不同特征点的位置 

    对于不同升温速度下的“双峰”曲线，两个增稠峰的相对大小和相对位置都会发生改变，因此“双峰”

曲线的特征点在“准总自由能”变化曲线上的相对位置就会发生改变，如图 17 所示。对于只出现一个增

稠峰的黏度曲线，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在“双峰”曲线的四个特征点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两个特征点，

从而确定不同条件下形成的单增稠峰曲线所对应的“准总自由能”变化曲线。 

 

图 17  不同升温速度（r）时“双峰”曲线的特征点在“准总自由能”变化曲线上的位置变化 

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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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剪切和温度的协同诱导作用下测试表面活性剂溶液的剪切黏度变化，从能量的角度将剪切和温度

对胶束结构的两种不同的诱导作用进行统一和衡量，建立了胶束结构尺寸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式，分析了

剪切和温度的协同诱导作用下不同情况的胶束结构变化，主要结论如下： 

（1）剪切和温度对胶束结构变化的诱导作用都具有两面性。通过建立胶束结构尺寸随时间的变化

关系式，将剪切和温度的不同诱导作用以能量的形式进行统一和衡量。 

（2）尽管非常稀疏，在很低的剪切速率下，表面活性剂溶液依然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剪切增稠。

相同升温速度下，同样的溶液在不同剪切速率下得到的剪切黏度曲线变化非常大，其中“双峰”现象是第

一次被发现，是由胶束结构尺寸变化速度随测试条件多次正、负转变形成的特殊现象。（3）对于试验中

的溶液，“双峰”曲线的形成条件为：溶液浓度为 1.25 mmol/L（400 ppm）-2.50 mmol/L（800 ppm）、剪

切速率为 5 s-1、升温速度为 0.0033-0.0333 ºC/s。不同测试条件下形成的单个增稠峰是缺失了“双峰”中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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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d Energy Analysis on the Viscosity Transitions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under Shear for Dilute CTAC Surfactant 

Solutions  

NA Xu1, JINJIA Wei1*, YASUO Kawaguchi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ultiphase Flow in Power Engineer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kyo 

University of Science, Noda, Chiba, 278-8510, Japan) 

Abstract: Quite dilute CTAC/NaSal surfactant solution has been investigated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under shear. Different shear rates induce very different assembly transitions for the same solution with 

same temperature increasing rate (r). A special “two peaks” phenomenon appears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concentration of 1.25-2.50 mmol/L, shear rate of 5 s-1 and r of 0.0033-0.0333 ºC/s. An 

equation is establishe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nge in rodlike micelle size with time 

(dR/dt) and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hear and tempera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either effect of shear or 

temperature has two aspects on dR/dt, therefore, the micellar size actually depends on the 

“matching-degree” of the two effects under ou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Besides, the total free energy 

change in the surfactant solution system is analyzed to study the simultaneous effects of shear and 

temperature from energy viewpoint.  

Key Words：surfactant; dilute; self-assembly transition; “two peaks” phenomenon; total free energ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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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AC 表面活性剂溶液剪切黏度流变测试：特征时间，滞后现象及拟合

关系式 * 

徐娜 1  魏进家 1**  川口靖夫 2 

（1.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 710049；2. 东京理科大学，日本千叶 278-8510） 

摘要：CTAC 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浓度、温度以及测试时施加的剪切速率都对黏度变化特征时间的长度有

影响。通过实验测试和数学推导均证明了特征时间对剪切速率存在幂率依赖性，满足关系式：

PIn
PIt ,

, γ∝ ，其中幂指数 nI 和 nP均小于 0，随其它测试条件在-1 附近变化，均随温度升高而明显变大。

溶液浓度对特征时间的影响较剪切速率和温度要小得多。证明了温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的存在，

且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对温度变化速度和剪切速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幂率依赖性；温度变化越快和剪切速

率越高时，都会导致越强烈的滞后性。建立了平衡黏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式。 

关键词：表面活性剂溶液；特征时间；滞后现象；黏度关系式 

1 引言 

表面活性剂分子会随着溶液浓度的升高依次自组装形成球状、棒状、蠕虫状、囊泡状、网状等各种

形式的胶束结构，胶束的形成是表面活性剂分子相互积聚的结果。表面活性分子的积聚结果（胶束种类）

受到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但对于某一给定的表面活性剂溶液来说，剪切强度和温度是影响表面活性剂

分子积聚过程及结果的两个主要因素。当剪切条件或温度条件发生变化时，溶液中表面活性剂分子积聚

形式就会发生改变，胶束种类及尺寸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将这种现象分别对应称为剪切诱导和温

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目前为止，不管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验测试，各国学者对于剪切诱导和温度诱导

胶束结构变化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以期对表面活性剂减阻机理有更深入的理解[1-4]。 

文献[5]中我们通过建立剪切流场中胶束结构尺寸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式，以及测试剪切和温度协同

诱导作用下剪切黏度的不同变化，将剪切和温度对胶束结构变化的两种不同的诱导作用从能量角度进行

了统一和衡量，建立了能量与胶束结构变化之间的联系。本文借助文献[5]中建立的胶束结构尺寸变化速

度关系式、以及更进一步的流变试验测试来研究胶束结构变化的特征时间，从时间角度对剪切诱导作用

和温度诱导作用进行比较和衡量。此外，在剪切和温度的协同诱导测试中，我们发现了温度诱导作用下

胶束结构变化的滞后现象，本文将以时间为尺度衡量剪切和温度变化导致的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从而

对剪切诱导作用和温度诱导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最后，考虑到以往对表面活性剂稀溶液的湍流研究

中，多数研究者采用溶剂黏度作为溶液黏度来进行相关计算，不可避免的会将误差引入到研究结果中，

因此我们将尝试建立平衡黏度与溶液浓度、剪切速率以及温度之间的关系式，为其它的表面活性剂湍流

研究提供更精确的黏度计算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51225601)资助。 



 

239 
 

2 实验设置 

试验采用美国 TA 公司生产的 AR1500ex 型流变仪测试表面活性剂溶液的剪切黏度，并且鉴于所测

试的溶液非常稀疏，采用了对低扭矩测试极其敏感的同轴双圆筒夹具（如图 1 所示）。同轴双圆筒夹具

中外筒固定作为定子，内筒连接流变仪感应器作为转子，各部分详细尺寸见表 1。 

 

图 1  同轴双圆筒夹具结构示意图 

表 1  同轴双圆筒夹具尺寸 

R1/mm R2/mm R3/mm H/mm h/mm V/mL 

15.1 16 17.5 53 2 11.65 

本文选择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CTAC，山东福斯特化工有限公司）与反离子

盐水杨酸钠（NaSal，宜兴市申光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的配合溶液作为所有试验测试的对象。CTAC 与

NaSal 均为纯度（含量）大于 99%的分析纯，未做进一步纯化处理，于室温下（约 25 ºC）直接溶于蒸馏

水，配置成等摩尔浓度的溶液，溶液浓度范围从 0.94 mmol/L（300 ppm）到 3.13 mmol/L（1000 ppm）。

虽然稀疏，但所有浓度均超过 CTAC/NaSal 溶液系统的第二临界胶束浓度值（CMCⅡ）
[6]，因此室温下

所有溶液中胶束的形态主要是球状和棒状。测试前所有溶液至少静置 3 天以达到平衡状态。 

流变仪的测试模式采用“温度斜坡”模式（temperature ramp mode）和“峰值保持”模式（peak hold 

mode）。“温度斜坡”模式即在恒定的剪切速率下，使溶液的温度从 10 ºC 持续升高到 60 ºC，然后不做任

何停顿，再将溶液的温度从 60 ºC 降低到 10 ºC，同时测试表面活性剂溶液的剪切黏度。不同的测试过程

所设置的剪切速率及温度变化的速度不同，施加的剪切速率范围为 1 s-1 到 300 s-1，温度变化速度范围为

0.0033 ºC/s 到 0.0333 ºC/s（本文用“ºC/s”作为升温速度的单位，1 ºC/s 表示每秒钟温度升高 1 ºC）。“峰值

保持”模式下，单次测试过程中剪切速率和温度都设为恒定，试验持续 10000 秒，黏度值每隔 1 秒取值

一次。对于不同的测试过程，剪切速率或温度不同，剪切速率分别设为 1 s-1、5 s-1、10 s-1 和 30 s-1；温

度分别设为 15 ºC、20 ºC 和 25 ºC。 

1   特征时间与剪切速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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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面活性剂溶液来说，通常有两个特征时间被用来衡量剪切诱导胶束结构的发展。一个是剪切

“诱导时间”（tI），即从施加剪切到溶液的剪切黏度开始出现显著增大的时间段（文献[7]中阶段Ⅰ和Ⅱ的

时间长度之和）；第二个是剪切“平衡时间”（tP），即从施加剪切到溶液黏度达到动态平衡的时间段（文

献[7]中阶段Ⅰ-Ⅳ的时间长度之和）。总结以往文献中对特征时间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两个特征时间的

长短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测试所使用的流变仪夹具类型、表面活性剂溶液浓度、剪切速率、反离子

盐的种类等。此外，根据我们的研究，温度对两个的特征时间的影响也非常大。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

我们只关注剪切诱导和温度诱导作用对不同浓度表面活性剂溶液胶束结构变化特征时间的影响。 

关于特征时间与剪切速率之间的关系，很多试验研究已经证明随着剪切速率的升高，两个特征时间

都会显著降低，特征时间与剪切速率之间满足幂率关系： PIn
PIt ,

, γ∝ [8-10]。虽然特征时间对剪切速率的

幂率依赖性在试验中得到了证实，但是到目前为止两者之间的幂率关系并没有得到数学上的验证，为此

我们尝试进行这方面的数学推导。在文献[5]中我们建立了如下的胶束结构尺寸与温度、剪切速率、浓度

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式： 

                              ( )παραγ /44/ 2 kRRdtdR bm −=                               (1) 

式中，R 为胶束的一半长度，m；t 为时间，s；γ为剪切速率，s-1；αm为胶束碰撞之后发生粘连、缠结

的可能性；αb 为胶束在剪切作用下任意一点处发生断裂的可能性；ρ为胶束数量密度，1/m3；k 为胶束

断裂常数。  

上式(1)中，随着剪切的进行或者温度发生改变时，参数 αm，αb 和 ρ 会随时间 t 发生改变。但是当

剪切速率和温度都恒定时，这三个参数的变化很小，忽略这三个参数随时间的变化，并假设经过时间 t

胶束结构尺寸 R 从 R0变化为 Rt，于是对关系式(1)可进行如下积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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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时间 t 与剪切速率γ之间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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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3)可得，时间与剪切速率之间存在反比关系。特征时间只是时间 t 的两个特殊点，因此 tI和 tP

与剪切速率也成反比关系，这与其他研究者的试验结论完全吻合。但当剪切速率和温度等测试条件发生

变化时，参数 αm，αb 和 ρ随时间 t 并不恒定，于是导致关系式 PIn
PIt ,

, γ∝ 中指数 nI 和 nP在-1 附近变

化。 

至此，特征时间与剪切速率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确，但是因为研究难度比较大，温度诱导对特征

时间的影响目前为止没有定量的表达式，下一节中我们将对此进行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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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测试剪切诱导作用和温度诱导作用对特征时间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从时间尺度上衡量剪切和温度两种诱导作用对胶束结构变化的影响，在“峰值保持”模式

下，我们对浓度为 0.94 mmol/L（300 ppm）、1.88 mmol/L（600 ppm）、2.50 mmol/L（800 ppm）及 3.13 

mmol/L（1000 ppm）的表面活性剂溶液分别在温度 15 ºC、20 ºC 及 25 ºC 和剪切速率 1 s-1、5 s-1、10 s-1

及 30 s-1 下进行了特征时间的测试。从黏度曲线上对特征时间取值的方法与文献[9]中相同，如图 2 所示，

即剪切诱导时间 tI 为黏度曲线出现明显升高前、后曲线上两条切线的交点对应的时间；平衡时间 tP为黏

度曲线达到动态平衡时黏度平均值直线与黏度曲线的第一个交点（按时间顺序）对应的时间。考虑到测

试误差和取值误差，为了提高结果的准确性，相同测试重复进行三次以上，并且每次都从相同母液中重

新取样。测试结果如图 3 所示，图中诱导时间和平衡时间与剪切速率之间的拟合关系均满足幂率关系式 

PIn
PIt ,

, γ∝ ，此外图中各拟合直线的斜率（即幂率关系式 PIn
PIt ,

, γ∝ 中的幂指数 nI 和 nP）随浓度的

变化规律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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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剪切黏度曲线上诱导时间（tI）和平衡时间（tP）的取值方法示意图（以 2.50 mmol/L（800 ppm）

溶液的剪切黏度曲线为例）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0.94 1.88 2.50 3.13 (mmol/L)

15 °C

In
du

ct
io

n 
tim

e (
s)

 (×
10

-1
)

20 °C 25 °C

Shear rate (s-1)  
(a) 



 

242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Pl
at

ea
u 

tim
e (

s)
 (×

10
-3
)

0.94 1.88 2.50 3.13 (mmol/L)

15 °C 25 °C

 

20 °C

Shear rate (s-1)  
(b) 

图 3  剪切诱导时间 tI（a）和平衡时间 tP（b）与剪切速率γ之间的关系（采用幂率关系式 PIn
PIt ,

, γ∝

进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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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3 中各拟合直线的斜率（即幂率关系式 PIn
PIt ,

, γ∝ 中的幂指数 nI和 nP）随浓度变化规律 

从图 4 可以发现，对于四个浓度的溶液来说，诱导时间的幂指数 nI在 15 ºC 时都约为-1.3，20 ºC 时

都约为-1.2，25 ºC 时都约为-0.8，基本不受浓度变化的影响。很明显，温度对 nI 的影响非常大，即温度

越高时对应的 nI也越大，也就是说随温度升高，剪切速率对诱导时间的影响幅度逐渐下降（注意，所有

nI均为负值）。相比之下，四个浓度溶液的平衡时间幂指数 nP在 15 ºC 时都约为-0.85，20 ºC时都约为-0.81，

25 ºC 时都约为-0.79，都比相同条件下的 nI要略大，尽管也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但是增大的幅度比 nI的

要小得多，而且浓度变化对 nP的影响同样也非常小。 

首先我们分析相同测试条件下幂指数 nI 比 nP略小的原因。通过文献[7]中的分析研究我们知道，胶

束的剪切诱导结构变化强烈依赖于剪切历史，即胶束后续的结构变化受到之前剪切诱导历史作用的影响

非常大。根据定义，诱导时间代表着剪切诱导引起黏度显著变化的历史时间长度，而平衡时间则代表着

表面活性剂溶液内部建立测试条件下强度最强、结构最完美胶束结构所需要的时间长度，也就是说两个

特征时间是对剪切诱导胶束结构变化历史不同阶段的衡量。剪切诱导时间通常只有几百秒甚至更短[7]，

而平衡时间一般是几千秒甚至更长[7]，所以诱导时间所反映的剪切诱导历史比平衡时间的要短得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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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剪切诱导胶束结构形成的不同阶段剪切作用的影响力不同，随着剪切历史作用的不断积累，两个特

征时间与剪切速率之间的依赖关系自然不同，由此导致相同条件下的幂率指数 nI 和 nP 之间存在差异。

而 nI 比 nP 略小，即诱导阶段剪切速率对胶束结构变化的影响较其它阶段的明显，原因在于：一是在剪

切诱导阶段，溶液中没有明显的、持久稳定的剪切诱导胶束结构形成 （见文献[7]中对剪切黏度在阶段

Ⅰ和Ⅱ对应的胶束结构变化的分析），剪切作用对于触发胶束诱导结构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因此诱导时

间的长短主要依赖于剪切作用的强弱，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二是由于剪切诱导阶段持续时间很短，即

便其他因素对诱导时间有影响也无法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由于胶束结构的变化对测试条件非常敏感，那么两个幂率指数 nI 和 nP必然会随测试条件改变而发

生变化，两个幂指数随温度升高而变大的原因如下：当温度升高时，溶液内分子无规则热运动逐渐加剧，

这与剪切作用对溶液单方向的驱动作用相冲突，从而逐渐削弱了剪切作用对胶束诱导结构形成的影响，

于是幂指数 nI 和 nP都逐渐增大。而 nI比 nP的增大幅度大得多的原因为：根据前文我们对温度和剪切两

种诱导作用的机理分析可知，从能量作用角度讲两种诱导作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温度的升高比剪切

的施加更直接影响分子的运动，又因为剪切速率的作用在胶束结构变化的诱导阶段起关键作用，那么温

度的升高对剪切作用的削弱作用在诱导阶段表现必然最为明显，由此 nI 随温度升高而变大的幅度比 nP

的要大。 

在以上分析及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将特征时间、剪切速率以及温度之间的关系用示意图 5 总结表示。 

 

图 5  胶束结构尺寸（R）、时间（t）、剪切速率（γ）以及温度（T）之间的关系 

5 剪切诱导和温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 

5.1 温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 

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或减小，蠕虫状胶束溶液中常显示出流变“滞后”现象[11,12]，这种滞后现象本质

上是由分子运动滞后于剪切的诱导作用所造成的。因此，理论上，类似的滞后现象同样会发生在有温度

变化的试验测试中，因为温度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到分子的运动速度。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我们

首次测试了表面活性剂溶液中由温度变化引发的胶束结构变化滞后现象。流变测试是在“温度斜坡”模式

下，将剪切速率设定为 5 s-1，在 10 ºC 到 60 ºC 的温度范围内以相同的速度先升温后降温。  

通过升温-降温试验我们发现，当升温试验中形成“双峰”黏度曲线的条件都满足时，降温测试时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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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曲线上却没有类似的双增稠峰出现。文献[5]中我们已经证实黏度曲线上双增稠峰的形成需要满足溶液

的浓度范围条件、剪切速率条件以及升温速度条件，而降温测试与升温测试条件的不同有两点：一是降

温测试时温度是降低的，二是降温测试与升温测试溶液的初始状态是不同的。针对第一个测试条件的不

同，根据我们对“双峰”黏度曲线形成机理的分析可知，在相同的温度范围内，升温与降温对于胶束结构

变化影响的区别只在于：升温时是令分子运动速度由低到高，而降温时则相反，因此升温与降温过程的

不同并不会对双增稠峰的形成造成实质的影响。那么第二个测试条件的不同应该就是造成降温时无法形

成“双峰”的原因。“双峰”的形成对溶液的浓度有一定的要求，也即对溶液中胶束的初始尺寸及密度有一

定的要求，而降温阶段初始时，因为高温溶液中所有的胶束被完全破坏，相当于极稀的胶束溶液，因此

本质上并不满足“双峰”形成所需要的溶液浓度条件，故而导致降温阶段无法形成双增稠峰。 

如图 6 所示为 2.50 mmol/L（800 ppm）溶液的部分升温-降温测试结果。从图中可以发现，随着温

度变化速度的降低，升温曲线与降温曲线的重合度越来越高，但是降温曲线上胶束诱导结构开始恢复的

临界温度（Tc-D）永远低于升温曲线上胶束因高温而被完全破坏时的临界温度（Tc-I）（如表 2 所示），

由此便验证了一点：温度变化也会导致胶束结构变化的滞后性。 我们将温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导

致的升温曲线与降温曲线之间形成的不规则圈称为“黏度变化滞后圈”（viscosity variation hysteresis circle，

VVH circle），如图 6(d)中红色虚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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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浓度为 2.50 mmol/L（800 ppm）的表面活性剂溶液在不同温度变化速度下的升温（I）-降温（D）

剪切黏度曲线（剪切速率均为 5 s-1；（d）中“VVH circle”为“黏度变化滞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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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图 6 中升温、降温曲线的临界温度值（升温曲线：胶束因高温被完全破坏点处温度值，Tc-I；降温

曲线：胶束剪切诱导结构开始恢复点处温度值，Tc-D） 

Curve Tc-I (ºC)  Tc-D (ºC) 
0.0167 ºC/s 46 31 
0.0067 ºC/s 45 33 
0.0017 ºC/s 42 35 
0.0011 ºC/s 42 35 

观察图 6 还会发现，剪切黏度在升温速度快时比升温速度慢时整体上要小，但是在降温速度快时却

比降温速度慢时整体上要大，这种现象还是由于温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造成的。我们知道，剪切

作用下表面活性剂分子会形成诱导结构，导致剪切黏度明显增大。在相同的剪切速率下，当升温速度很

快时，表面活性剂分子热运动速度的升高跟不上温度的升高，胶束剪切诱导结构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

态便因高温而逐渐解体，最终被高温完全破坏，因此剪切黏度在升温速度快时比升温速度慢时整体上要

小。相反地，降温试验中，随着温度的降低，高温下被完全破坏的胶束结构逐渐恢复，剪切黏度也随之

开始升高；但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下降，表面活性剂分子的热运动速度也逐渐变缓，于是胶束结构的恢复

速度下降，导致黏度增大的速度也下降。在相同的剪切速率下，当降温速度很快时，表面活性剂分子热

运动速度的下降跟不上温度的下降，仍然以较高的速度连接形成胶束结构，于是剪切黏度仍然以较高的

速度升高。所以剪切黏度在降温速度快时比降温速度慢时整体上要大。 

此外，随着温度变化速度的降低，表 2 中两个临界温度之间的差值变得越来越小，说明胶束结构变

化的滞后性在逐渐改善。即便我们没有进行更低速度（低于 0.0011 ºC/s）的升温-降温测试，也可以推测

出，当温度变化速度足够慢时，“黏度变化滞后圈”将会消失，升温黏度曲线与降温黏度曲线将会完全重

合。但由于试验条件下无法实现此假设，试验中温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将永远存在。 

5.2 剪切速率和温度变化速度与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的关系 

要想定量上描述剪切速率和温度变化与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将滞后性具体化。

考虑到滞后现象实际上是指，当溶液条件改变时，胶束结构变化的实际状态比理想状态的偏离程度，我

们用总自由能变（ΔF）来代替和衡量滞后性，即溶液中的总自由能变越大，说明胶束变化滞后性越严重。 

通过对浓度为 0.94 mmol/L（300 ppm）、1.88 mmol/L（600 ppm）和 2.50 mmol/L（800 ppm）的表

面活性剂溶液进行升温-降温测试，可以获得每组升-降温曲线的两个临界温度 Tc-I 和 Tc-D，进而得到两

者之间的差值 ΔT。在计算 ΔT 的过程中剪切速率的施加导致的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就被移除了，即 ΔT

反映出来的完全是温度变化导致的溶液的两个状态（Tc-I 和 Tc-D 处两个状态）下的总自由能变。于是温

差 ΔT 对应的时间差 Δt 就能够计算出来，即 Δt =ΔT/r。理论上，只有当温度无限缓慢地改变时，才能使

溶液中总自由能变保持为 0，即胶束结构需要无限缓慢地从一个温度状态转变为另一个温度状态，才能

保证溶液中的总自由能不变，因此时间差 Δt 越小时对应的溶液中由温度变化引起的总自由能变 ΔF(ΔT)

越大，即 ( ) tF T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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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 所示为三组溶液在不同温度变化速度（r）时测得的时间差 Δt，可见 Δt 随 r 的升高而逐渐降

低，且 Δt 与 r 之间满足幂率关系 bart =∆ ，其中 a 和 b 为常数。表 3 是图 7 中三条拟合曲线对应的拟

合系数 a 和 b 的值。 

1E-3 0.01

1000

10000  0.94  1.88  2.50 (mmol/L)

∆ t
 (s

)

r (°C/s)
 

图 7  时间差（Δt）与温度变化速度（r）之间满足幂率关系： bart =∆ （a 和 b 为常数） 

表 3  图 7 中三条拟合曲线对应的拟合系数 a 和 b 的值 

Concentration 
(mmol/L) 

a b 

0.94 207.3276 -0.3648 
1.88 119.7150 -0.5146 
2.50 45.05887 -0.7212 

另外，Δt 和 r 之间的反比关系还可以利用式(3)来定性证明。对于温度变化速度为 r 的一个升温—

降温测试过程来说，定义升温阶段溶液中胶束的初始尺寸为 R0,I，剪切诱导胶束结构被完全破坏后溶液

中胶束的尺寸为 Rt,I（注意，常说的“高温时胶束结构被完全破坏”指的是剪切诱导形成的胶束结构因高

温而全部解缠，但此时溶液中仍然还含有胶束）；降温阶段溶液中胶束的初始尺寸为 R0,D，试验结束时

形成的胶束结构尺寸为 Rt,D。于是可以利用式(3)可以计算 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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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式(4)中，R0,I对于相同浓度的溶液的测试来说都是相同的；Rt,I和 R0,D 应该是相等的，且对所有溶

液来说应该都是恒定的；而 Rt,D 是会随 r 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如图 8 所示是浓度为 1.88 mmol/L（600 ppm）

和 2.50 mmol/L（800 ppm）两组溶液在不同降温速度下的剪切黏度曲线。分别对比图 8 中两组曲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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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降温越快，试验结束溶液温度降低到 10 ºC 时对应的剪切黏度越高，因此试验结束时对应的胶束

结构尺寸 Rt,D随 r 的升高而增大。另外，式(3)中参数 αm、αb和 ρ的值虽然会随温度变化而发生改变，但

它们与温度变化速度没有直接关系。由此可以从数学上定性证明时间差 Δt 是随温度变化速度 r 升高而降

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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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浓度为 1.88 mmol/L（600 ppm）（a）和 2.50 mmol/L（800 ppm）（b）的两组溶液在不同降温

速度下的剪切黏度曲线 

由关系式 ( ) tF T ∆∝∆ ∆ /1 和 bart =∆ 可以得出 ( )
b

T rF −
∆ ∝∆ (-b>0)，即温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

与温度变化速度之间存在幂率关系，且温度变化速度越快时，所诱导引发的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越强烈。

除此之外，通过表 3 还能发现，拟合系数 b 随浓度的升高而降低，这意味着 ΔF(ΔT)随 r 的改变对浓度高

的溶液来说要更强烈，但这并不是说在相同的 r 下浓度越高的溶液中就一定会表现出越大的 ΔF(ΔT)（见

图 7）。 

至于剪切速率γ与剪切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 ( )γF∆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平衡时间 tP 来衡量。当

表面活性剂溶液被施加一个恒定的剪切速率作用时，剪切的起始过程是瞬间完成的，之后整个黏度的变

化过程都属于剪切的施加所引起的溶液中总自由能变化的释放，但是直到黏度最后达到动态平衡，溶液

中仍然有一部分自由能变未释放出来，这部分自由能变（ ( )γF∆ ）即代表着剪切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

性。类似地，平衡时间 tP 与 ( )γF∆ 之间满足关系式 ( ) PtF /1∝∆ γ 。作为一个特征时间，前文中已经对平

衡时间与剪切速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两者之间存在幂率关系： Pn
Pt

−∝ γ ，因此可得关系式：
 

( )
PnF -γγ  ∝∆ (-nP>0)，即剪切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与剪切速率之间存在幂率关系，且剪切速率越大

所诱导引发的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越强烈。根据图 3(b)， ( )γF∆ 随温度大致上是降低的，对浓度没有恒

定的依赖性，不管是温度还是浓度对 ( )γF∆ 的影响都比剪切速率的要小的多。 

总而言之，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对温度变化速度和剪切速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幂率依赖性；温度变化

越快和剪切速率越高时，都会导致越强烈的滞后性，如图 9 所示。本质上，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是胶束

的一种动态黏弹性行为。当表面活性剂溶液得到能量时，不管是温度升高提供的热能还是施加剪切提供

的动能，溶液内部胶束的微观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来适应新的溶液环境，其中剪切诱导胶束结构的

形成就是这种适应行为的结果。在胶束结构对环境的适应过程结束后，仍然会有一部分能量作为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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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和保存在溶液中而不会被体现到胶束的结构变化中去。在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湍流试验中，“滞后性”

所代表的能量在溶液中的储存和释放会对湍流有“修正”作用，这可能是导致表面活性剂溶液产生湍流减

阻效应的原因之一。 

在湍流流动中，流体的流动阻力主要是由尺度大小随机、运动随机的漩涡（湍流涡）造成的。湍流

涡的尺度具有很宽的变化范围，而在不同尺度湍流涡的局部又分布着不同大小的湍动能；湍动能又会不

断的从大尺度湍流涡向小尺度湍流涡传递，最终在最小尺度（耗散尺度或称为科尔莫戈罗夫尺度）的湍

流涡处由于黏性的作用而转变为耗散热。表面活性剂减阻流动中，在高剪切速率区，胶束剪切诱导网状

结构发生形变，同时吸收小尺度湍流涡所包含的湍动能并进行储存，其中，具有耗散尺度的最小湍流涡

将被完全吸收而湮灭。在此过程中，由于胶束行为具有滞后性，胶束网状结构形变实际吸收的湍动能往

往要比其发生此形变所需能量的理论值要大得多。在此之后，当这些发生形变的储能胶束网状结构扩散

或对流运动到低剪切速率区时，胶束网状结构会逐渐松弛，并将其储存的能量（例如，以弹性应力波的

形式）释放给大尺度湍流涡。经过以上过程，小尺度湍流涡被抑制，且某一小尺度以下的湍流涡将不复

存在，而大尺度湍流涡增多。在此过程中，表面活性剂胶束网状结构起到类似于“缓冲器”的作用，抑制

能量从大尺度涡逐渐向小尺度涡传递并最终耗散的传递过程，从而起到湍流减阻作用。 

  
图 9  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即总自由能变，ΔF）与温度变化速度（r）、剪切速率（γ）、溶液浓度（C）

以及温度（T）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6 建立平衡黏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式 

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湍流研究，都是针对湍流的充分发展阶段，那么计算时需要的溶液黏度对应的应

该是流变测试中的平衡黏度。根据在“峰值保持”模式下的试验测试结果，我们针对平衡黏度及其影响因

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拟合工作。 

测试发现平衡黏度对剪切速率存在幂率依赖性（如图 10 所示），但是两者的幂率拟合关系系数 A 和

B 却随溶液的温度和浓度不断变化，如表 4 所示。同时，测试结果显示平衡黏度与溶液浓度之间存在线

性关系，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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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平衡黏度与剪切速率（γ）之间的幂率关系（采用关系式 BAγη = 进行拟合） 

表 4  图 10 中拟合曲线的拟合系数值 

Temperature 
(ºC) 

Concentration 
(mmol/L) 

A B 

15 

0.94 0.06571 -0.2931 
1.88 0.09952 -0.2783 
2.50 0.1014 -0.2625 
3.13 0.1173 -0.2549 

20 

0.94 0.05393 -0.3949 
1.88 0.08169 -0.3752 
2.50 0.09043 -0.3655 
3.13 0.09754 -0.3457 

25 

0.94 0.04666 -0.4851 
1.88 0.07008 -0.4720 
2.50 0.07660 -0.4626 
3.13 0.08182 -0.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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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平衡黏度与溶液浓度之间的关系 



 

250 
 

平衡黏度与剪切速率、温度以及浓度之间的关系是由黏度变化的机理所决定的。表面活性剂溶液剪

切黏度的升高是由于溶液中胶束剪切诱导结构的形成导致的，而胶束剪切诱导结构的形成又源自剪切作

用下表面活性剂分子之间的碰撞、连接和积聚。当施加的剪切速率不断升高时，尽管溶液中分子碰撞会

加剧，但因为微观尺度上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远远小于宏观尺度上的剪切作用力，过强的剪切作用最

终会破坏分子之间的连接，导致平衡黏度的不断下降。当溶液的浓度升高时，溶液中表面活性剂分子的

密度升高，提高了分子之间相互碰撞和连接的机率，相同剪切速率下（且剪切速率足够大时），溶液的

平衡黏度会升高。而当温度升高时，根据 Andrade 公式，平衡黏度会降低（文献[5]已对原因做过解释）。

所以说，剪切速率的降低（即 1/γ的增大）、浓度的升高（C）和温度的降低（即 1/T 的增大）对平衡黏

度的增大的影响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建立如下平衡黏度与剪切速率、溶液浓度和温度之间的关

系式： 

                          ( ) ( ) ( )222 /-
111 /,, γβαγγβαγη ++++= CTCTCT                   (5) 

式中， ( )CT ,,γη  为溶液在剪切速率为γ、温度为 T、浓度为 C 时的平衡黏度，Pa.s；α1,2，β1,2，γ1,2为

常数。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确定式(5)中常数 α1,2、β1,2和 γ1,2 的值，并将计算结果代入式(5)可得： 

( ) ( ) ( )8051.0-02111.0/5749.702236.001857.0/4391.0,, CTCTCT +++= γγη       (6) 

比较平衡黏度的试验测试值与用式(6)所得的计算值可以发现，计算值与实验值吻合较好，计算值

的标准偏差为 9.5%，最大误差不超过 20%，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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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平衡黏度的试验值与计算值比较 

7 结论 

（1）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浓度、温度以及测试时施加的剪切速率都对特征时间的长度都有影响。通

过实验测试和数学推导均证明了特征时间对剪切速率存在幂率依赖性，满足关系式： PIn
PIt ,

, γ∝ ，其

中幂指数 nI和 nP均小于 0，随其它测试条件在-1 附近变化，均随温度升高而明显变大，且温度对 nI的

影响比对 nP的明显得多。溶液浓度对特征时间的影响较剪切速率和温度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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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升温-降温测试验证“双峰”现象在降温试验中不会发生；证明了温度诱导胶束结构变化滞

后性的存在。 

（3）证明了胶束结构变化滞后性对温度变化速度和剪切速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幂率依赖性；温度变

化越快和剪切速率越高时，都会导致越强烈的滞后性。 

（4）建立了平衡黏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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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y Test on Shear Viscosity of CTAC Surfactant Solution: 

Characteristic Time, Hysteresis Phenomenon and Fitting Equation 

NA Xu1, JINJIA Wei1*, YASUO Kawaguchi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ultiphase Flow in Power Engineer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kyo 

University of Science, Noda, Chiba, 278-8510, Japan) 

Abstract: The concentration, temperature and shear rate have influences on the characteristic time of 

shear viscosity in CTAC surfactant solution. It was mathema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prov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time has a power law dependence on shear rate, consistent with the form PIn
PIt ,

, γ∝ . The 

power exponent varies around -1 and increases with temperature. By contrast, concentration influences the 

characteristic time little. The temperature-induced viscosity variation hysteresis phenomenon is studied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found that the hysteresis shows apparent power law dependence on both temperature 

varying rate (r) and shear rate, and the higher r or shear rate leads to the severer hysteresis. Finally an 

equation is established to describe the correlation relation between viscosity and the influencing 

parameters of shear rate, temperature and concentration.  

Key Words：surfactant solution; characteristic time; hysteresis phenomenon; viscosity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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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狭缝流变测试装置的研制 * 

黄宇刚**  刘跃军 

（湖南工业大学，株洲 412007） 

摘要：为了弥补现有的聚合物熔体流变性能表征工具的不足，实现压力流中聚合物熔体动态黏弹性的测

试表征，研制了一种直线移动式环形狭缝流变测试装置。它主要包括有中间通孔的料筒、在料筒的通孔

中滑动的挤压柱塞杆、在料筒的通孔内沿通孔中心线安装的中心棒，中心棒与料筒之间的环形缝隙构成

测试腔，中心棒上设置有测力装置直接测量其周围流体的切向力。该流变装置综合并扩展了毛细管流变

仪与旋转流变仪的测试功能。采用通用原料聚丙烯 PP 为样品，结合平行板式旋转流变仪，对自制的环

形狭缝流变仪进行了动态流变测试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自制的直线移动式环形狭缝流变测试装置具有

较好的可靠性，能够完成聚合物熔体在压力流状态下的动态流变测试。 

关键词：动态流变性；测试装置；环形狭缝；聚丙烯 

1 引言 

黏弹性是聚合物熔体区别于其它常见流体如气流、水流等最显著的行为特点。由于在稳态流动中聚

合物熔体的弹性响应不随时间变化，使得其弹性难以被量化表征。如果让熔体的流动随着时间变化，熔

体弹性形变的时间导数就能像黏性形变速率一样不为零，从而使熔体的弹性得以在流动中展现。正是基

于这一理念，对熔体施加交变作用的动态流变测试被研究人员广泛应用于聚合物熔体动态流变行为及其

黏弹特性的分析中[1-2]。 

常用流变仪所采用的测试方法目前主要有以下 4 种：a、同轴圆筒式，两个同轴圆筒，一个固定、

另一个转动，使得两个同轴圆筒间环形缝隙中的流体作环形流动；b、毛细管式，在毛细管的入口与出

口处构造一定的流体压力差迫使流体从毛细管中挤出； c、锥板或平行板转子式，上下两个转子，一个

固定、另一个转动，两转子间隙处的样品发生剪切流动；d、密炼式，转子在腔体内旋转，搅动腔体中

的样品作湍流运动。目前毛细管式流变测试法不能进行动态测试；同轴圆筒式流变测试与锥板或平行板

转子式流变测试中,样品在旋转流变仪测试环境中的状态（包括剪切速率、流动方式）与在许多典型生产

加工过程（例如塑料的挤出、注塑、涂料的涂刷、油墨的丝网印刷）中的状态截然不同，限制了动态振

荡测试数据对材料生产加工的指导作用；密炼式流变测试法中样品的流动状态复杂，不便于剪切速率及

剪切应力等物理量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让流变测试模拟在典型加工过程中材料的流动状态，实现加工状态下的聚合物材料的流

变特性表征，本文设计了一种轴向移动式环形缝隙流变仪。 

2 表征物理模型的设计 

动态剪切流通常有两种叠加方式，如图 1 所示。图 1a 为平行叠加方式，即熔体在上板的拖曳作用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14K03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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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做稳定的剪切层流的同时，沿流动方向上做振动剪切流动，稳定流动方向与动态剪切流动方向重合（平

行）。图 1b 为垂直叠加方式，熔体在上板的拖曳作用下做稳定的剪切层流的同时，沿流动的垂直方向上

做振动剪切流动，即叠加的振动剪切流的流动方向与稳定层流的流动方向垂直。 

       
(a) 平行叠加                        (b) 垂直叠加 

图 1 拖曳流叠加动态剪切流的两种叠加方式 

考虑到加工过程中熔体流动行为分析的考察对象在于流动方向上，并且，压力流中熔体在不同方向

上的受力状态存在差异，本文采用在流动方向上平行叠加振动剪切流的方式来进行加工流场中熔体流变

行为的表征，以避免熔体在流动方向与其它方向之间的物性差异影响表征结果。为此，设计了在聚合物

熔体的压力流场叠加周期性交变流动的物理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 压力流中动态流变测试模型 

流道中的聚合物熔体一方面在挤压作用下（Q 为挤压流量）做压力流流动，另一方面受单侧壁面振

动作用的带动做动态剪切流动，从而叠加后形成的组合流场包含了 2个成分：纯振动剪切流和纯压力流。 

3 动态流变行为测试装置的研制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中确定的压力流平行叠加振动剪切流的物理模型，设计了在聚合物熔体的压力流

场中叠加周期性交变流动的动态流变表征测试方案，如图 3 所示。 

考虑到狭缝流道加工与安装定位的实现难度，将物理模型中的矩形狭缝在具体实施方案中改为环形

Q γ=γ0sin(ω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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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缝，如图 4 所示。为保证测试精度，环形狭缝的长宽比应不小于 48.5[3] 

          

图 3 动态流变测试方案示意图             图 4 狭缝流道图示 

研制的直线移动式环形狭缝流变测试装置如图 5 所示[4]。它包括内有圆柱形中间通孔的料筒、在料

筒的通孔中滑动的挤压柱塞杆、在料筒的通孔内沿通孔中心线安装且与挤压柱塞杆不干涉的中心棒、安

装于料筒周围的温度控制器；中心棒与料筒之间的环形缝隙构成测试腔；测试腔内可流动的试样在挤压

柱塞杆或中心棒的驱动下按设定的形式流动；设置于料筒壁孔中的熔体压力传感器测量测试腔中流体沿

垂直于流动方向的法向压力，切向力由中心棒包含的切向力测量装置测得。 

 

  (a) 结构示意图                         (b) 现场照片 

图 5 直线移动式环形狭缝流变测试装置 

图中：1-料筒，2-挤压柱塞杆，3-中心棒，4-前罩，5-前罩力传感器，6-中间测量体，7-后罩力传感器，

8-后罩，9-温度控制器，10-样品 

熔体在压力流中的动态流变行为分析可以分解为环形狭缝内的纯振动剪切流与纯压力流两部分来

进行。以中心轴线为 z 轴、料筒自顶向下的方向为正向，以中心轴线为径向 r 坐标的起始位置、沿料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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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径方向为 r 轴方向，以料筒的圆周方向为周向 θ 坐标方向，以中间测量体的中心为坐标原点 O，测

试中控制中心棒的动态运动波形为 z(t)=Z0sin(ωt)，并由中间测量体测得样品对中心棒的动态反作用波形

Fz(t) =Fz
0sin(ωt+φ)。纯振动剪切流的流变行为表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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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R 为中心棒半径、L 为中间测量体的长度，R 为料筒孔径。 

考虑样品在挤压状态下的流变行为特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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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壁面上的表观剪切速率 2
6

WH
Q

a =γ ，W 为环形缝隙的周长、H 为缝隙宽度。 

                                      

4 流变测试装置的实验验证 

考察了聚丙烯（PP）的动态流变行为，并在旋转流变仪 AR2000ex（美国 TA 公司）上以等同实验

条件进行验证。测试参数见表 1。 

表 1 动态流变实验参数 

物理量 自制流变装置下 旋转流变仪下 

熔体温度 200 °C 200 °C 

振动频率 20、10、15、25、30  

Hz 

125.6、62.8、942、188.4 rad/s 

振动幅度 0.1mm 10 % 

图 6 为直线移动式环形狭缝流变测试装置对聚丙烯（PP）进行纯动态流变实验的测试结果，其中带

圆形符号的红线为纯振动剪切流，带矩形符号的黑线为旋转流变仪的扭转震荡剪切流。 
由图可知，PP 的复数模量随测试频率的增大依次递增，而损耗角随测试频率的增大逐渐减小。这

与已有研究文献[5-6]中的相关研究结论吻合。数据图线后续的偏差，主要是由于纯振动剪切一定时间后

环形狭缝测试流道内的熔体样品因剪切热等作用，使得熔体粘弹性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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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复数模量测试结果                        （b） 损耗角测试结果 

图 6 直线移动式环形狭缝流变测试装置上 PP熔体的动态流变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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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阻尼橡胶隔振支座的研究* 

赵录杰 1  余淼 1**  綦松 1  浮洁 1 

（1.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摘要： 高阻尼橡胶隔振支座在楼房、桥梁与机械隔振领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内对它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在天然橡胶中掺杂微米级金属颗粒的方法成功制备出高阻尼橡胶材料，并设计制

作了相应的隔振支座。通过对其动态性能的测试表明，该隔振支座的阻尼比在 1Hz-30Hz 的宽频带范围

内均大于 0.2；与同种类型的高阻尼橡胶隔振支座相比，其阻尼比最大增加量可达 68%。 

关键词：高阻尼橡胶隔振支座；微米级金属颗粒；阻尼比；宽频带 

1 橡胶隔振器及其测试系统 

 

将质量分数为 70%的天然橡胶与 30%的微米级羰基铁粉均匀混合，通过硫化工艺制作高阻尼橡胶隔

振器。利用静/动态测试系统对制备的器件与同款未掺杂金属颗粒的橡胶隔振支座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了

测试，获得了宽频条件下两款橡胶隔振器的阻尼比。 

2 测试结果 

 

掺杂金属颗粒的橡胶隔振支座与同款未掺杂的隔振支座相比，其阻尼比有了明显的提升。在低频条

件下阻尼比的提高尤为明显，其最大增加量可达 68%。此外，掺杂金属颗粒后，橡胶隔振器的阻尼比在

宽频带(1Hz-30Hz)内更加稳定，阻尼比均大于 0.2。因此通过向天然橡胶中掺杂微米级的金属颗粒实现

了高阻尼橡胶隔振支座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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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载荷作用下填充橡胶的热力耦合分析 * 

罗文波 1 ,2**  尹博渊 1  胡小玲 1  黄友剑 1  

（1.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湘潭 411105；2.岩土力学与工程安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湘潭大学），

湘潭 411105） 

炭黑填充橡胶因其卓越的超弹性和阻尼特性，广泛应用于土木工程、机械工程、汽车工程和航空航

天工程，其力学行为复杂，本构方程通常需要考虑超弹性、黏弹性和软化特性。为了准确描述动态载荷

作用下的本构行为，需要进行动态力学性能测试，我们对填充橡胶进行温度扫描、频率扫描和应变幅值

扫描的动态力学测试，采用 Kraus 模型描述其动态力学性能。依黏弹性理论，分析材料在循环载荷作用

下的黏滞损耗，通过热传导分析，得到圆柱试样动态压缩载荷作用下的温度场，并与红外测试结果相比

较。结果表明，炭黑填充橡胶满足热流变简单特性，不同温度下的动态黏弹性能曲线通过平移技术可以

得到主曲线；同时 Kraus 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材料动态黏弹性能的 Payne 效应和频率相关性，黏滞损耗

温度场的理论计算结果与红外测试结果吻合良好。 

 

0 1 2 3 4
10

100

1000

10000

2 D Eπ ′′= ∆

 

 

 ∆ / %

D 
/ (

J/m
3 )

 Test
 Model

T=23oC
f =50Hz
Prestrain:10%

 
图 1 填充橡胶动态拉伸损耗模量随应变幅值的变化   图 2 填充橡胶动态拉伸黏滞损耗（模型 vs.试验） 

0 600 1200 1800
0

4

8

12

16

20

24

28

32
 
Frequency f 
   f       test     model            f     test     model   
10Hz           30Hz      
50Hz           70Hz      

 
 

∆T
 / 

o C

  t/s

Dynamic strain amplitude  ∆=5%;  Pre-strain ε0=-20%

 
图3. 填充橡胶动态压缩试样的红外热像温度场      图4 动态压缩橡胶圆柱表面温升（模型vs.试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572275)资助。 

**通讯作者，罗文波，E-mail: luowenbo@xtu.edu.cn 



 

260 
 

参考文献 

[1] Xiaoling Hu, Wenbo Luo, Xiu Liu, Ming Li, Youjian Huang, Jiling Bu. Temperature- and 

frequency-dependent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carbon black filled natural rubber[J]. Plastics, Rubber and 

Composites: Macromolecular Engineering, 2013, 42(10):416-420.  

[2] Wenbo Luo, Xiaoling Hu, Chuhong Wang, Qifu Li. Frequency and strain amplitude dependent dynamic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hysteresis loss of CB-filled vulcanized natural rubb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2010,52(2):168-174. 

[3] 刘秀, 罗文波, 李明. 流变简单材料力学性能主曲线的构建新方法[J]. 固体力学学报, 2015,36(3): 

223-232. 

 

Thermomechanical coupling effects of carbon black filled rubber under 

cyclic loading 

Wenbo Luo1,2, Boyuan Yin1, Xiaoling Hu1*, Youjian Huang1*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4, China; 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Geo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Safet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Due to its excellent hyperelasticity and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carbon black filled rubber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ivi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utomotive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Many constitutive models have been proposed to reproduce the complex mechanical 

behavior of filled rubbers, such as hyperelasticity, viscoelasticity, and softening effects. In order to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constitutive behavior under dynamic loading, the dynamic mechanical tests with 

temperature sweeps, frequency sweeps and strain amplitude sweeps are performed; the Kraus model is 

adopted to describe the dynam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viscoelasticity, the 

hysteresis loss energy under cyclic loading is analytically calculated; moreover, the temperature field of a 

rubber cylinder which subjected to cyclic compression is obtained by heat conduction analysis. The model 

prediction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infrared measurements.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carbon black filled 

rubber is thermorheologically simple, its dynamical property curves can be shifted into a master curve. 

Furthermore Kraus model can better describe the Payne effect and frequency dependent dynamic 

viscoelastic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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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ial rheology of regenerated silk fibroin at oil/water interface 

Ying Chen1*, Xue-Feng Yuan2, 1* 

1.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China 

2. School of Chemist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Biomaterials based on regenerated silk fibroin have been reported due to the excellent mechanical property, 
the biocompatibility and the biodegradability of silk fibroin. This work report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interfaces of hexadecane oil and aqueous silk fibroin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scillatory shear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at such interfaces, which were found to be solid and gel-like. Silk fibroin 
molecules were absorbed onto the interface within the first 10 minutes, after which a slow continuous 
gelation process of the silk film was observed.  

Introduction 

Bombyx Mori silk is mostly known as a textile material discovered in China over 5000 years ago. Silk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materials known to the world. It is also biocompatible and biodegradable [1-3]. 
Although there had been records of its use as medical sutures historically, the huge potential of silk as an 
excellent biomaterial in modern medicine is yet to be explored.  Natural filaments of silk cocoons contain 
mostly silk fibroin and sericin [4]. Silk fibroin is a polypeptide composed of repetitive sequence of amino 
acids [5]. The mechanical strength of cocoon filaments can be attributed to sheets of silk fibroin molecules. 
Sericin molecules bind the silk fibroin sheets together to form bundles of fibril. As a resul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elasticity of cocoon filaments. Sericin had been reported to trigger allergic responses, 
which are not favorable in biomaterials [6, 7].  Removal of sericin became necessary before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silk fibroin. Silk fibroin can also been seen as co-block polymers containing 
hydrophilic and hydrophobic building blocks. How silk fibroin performs at interfaces i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as multiphase systems are commonly seen in biological system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lk worms were removed from the inside of cocoons, which were then cut into roughly 1cm by 1cm 
pieces. Such pieces of cocoons were first boiled in sodium carbonate to remove the glue-like sericin, and 
dissolved in aqueous lithium bromide solution.  The resulting regenerated silk fibroin solution usually 
contained 6-7% dry weight. Lower concentrations were achieved by dilution with deionized water.  
Discovery Hybrid Rheometer-2 (TA Instrument) was used to perform all interfacial shear experiments 
(shown in Figure 1). The regenerated aqueous silk fibroin solutions were first loaded into a PTFE reservoir. 
The du Noüy ring was then lowered to the surface of the silk fibroin solution, so the diamond-shaped edge 
of the ring sit right at the air-water interface.  0.5ml of hexdecan oil was loaded drop by drop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silk fibroin solution. Interfacial shear experiments were started after 3 minutes following the 
oil loading, to allow spreading of the oil film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interface. A set of three experiments, 
dynamic time, dynamic strain and dynamic frequency sweeps, were conducted at the aqueous/oil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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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hotos of a&b. the du Noüy ring; c. the sample reservoir; d. the DHR-2 

rheometer with double wall ring geometry. 

Interfacial tension at aqueous silk fibroin solution and hexadecane oil was measured with a Wilhelmy plate. As 

the silk fibroin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from 2wt%, 3.5wt% to 5wt%, the interfacial tension decreased from 42.15, 

39.83 to 29.74 mN/m.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dynamic time sweep was performed at fixed strain (0.2%) and fix frequency (0.628 rad/s)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moduli at the interface over time. The moduli readings using 3.5wt% silk fibroin solution as 
sub-phase are reported in Figure 2. The G’ curve is always higher than the G’’ curve, which indicates a 
more solid-like interface. G’ increases first abruptly and then more gradually reaching a plateau after 
5000s. The initial spike of G’ could reflect the ongoing adsorption of the fibroin molecules onto the 
surface. The following gradual increase of G’ is proof of a slow gelation process at the interface. Such 
behavio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from [8]. 
Following the dynamic time sweep, dynamic strain (fix frequency at 0.628rad/s) and frequency (fix strain 
at 0.2%) tests were performed. Figure 3 showed higher surface storage modulus Gs’ indicating a more 
solid-like interface. Overall, the moduli curves shift upwards as silk fibroin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in the 
sub-phase. Such shifting can be attributed to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fibroin molecules adsorbed at the 
interface, and agrees with the interfacial tension measurements. Wang et al.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linear 
viscoelastic regime lay below 1% of strain, which agrees with our results [8]. Yang et al. observed that, in 
oscillatory frequency tests, moduli curves were parallel [9]. Figure 3 showed parallel moduli curves, 
which agrees with the findings of Yang et al. [9]. The 2wt% subphase showed moduli values within the 
same order of magnitude over the frequency range from 0.1 to 2 rad/s. However, for the 3.5wt% and 5wt% 
subphases, the moduli curves showed tendency to converge at the low frequency end, which suggested an 
increasing relaxation time as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as the relaxation time is calculated by taking the 
reverse of the cross-over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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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rface moduli at 3.5wt% silk fibroin solution/hexadecane oil interface. 
 

 

Figure 3. Surface moduli tested over: Left, a range of strain at a fix frequency; Right, a range of frequency at a 
fixed strain, at interfaces of hexadecane oil and silk fibroin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Conclusions 

Interfacial shear rheology at regenerated silk fibroin and hexadecane oil interface was reported. The 
dynamic time sweep test showed an on-going gelation process as the silk fibroin molecules were absorbed 
onto the oil/water interface. The interface was always more solid-like as the surface storage moduli 
showed consistent higher values compared with the surface loss moduli. Parallel muduli curves were 
observed in the dynamic frequency tests, suggesting gel-like inte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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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载铁路路基疲劳-蠕变交互损伤本构方程研究
*
 

张 杰**  饶秋华**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长沙 410075 

本文针对重载铁路路基长期承受列车重复荷载和静载的交互作用问题，首次采用细观力学和流变力

学开展重载铁路路基疲劳-蠕变损伤本构方程研究，为我国重载铁路设计和安全评定提供重要依据。 

论文主要工作及结论如下： 

1、基于重载铁路路基多层结构特性和流变特性，建立路基等效细观结构模型，并计算得到多层路

基材料的有效粘弹性参数。 

（1）将单层路基材料视为基质固相（砂土和卵石）与孔隙气相组成的两相结构，建立单层路基等效

结构模型，利用广义自洽模型得到单层路基材料的有效粘弹性参数。 

（2）将界面过渡层材料视为由两个单层路基与孔隙组成的复合结构，建立界面过渡层等效细观结构

模型模型，利用广义自洽模型得到界面过渡层材料的有效粘弹性参数。 

（3）将多层路基视为不同刚度或级配的单层路基与界面过渡层组成的复合结构，建立多层路基等效

细观结构模型，利用广义自洽模型得到多层路基材料的有效粘弹性参数。 

2、基于热力学能量耗散原理，利用粘弹性疲劳损伤和蠕变损伤方程以及有效粘弹性参数，建立重

载铁路路基疲劳-蠕变交互损伤本构方程，并通过沥青路基的疲劳和蠕变实验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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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黏弹性框架建立具有物理一致性的触变模型* 

孙梦然 1,2,3  张劲军 1,2,3  李鸿英 1,2,3** 

（1. 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 2. 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 城市油气输配技术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102249） 

摘要：触变性是一种常见的非牛顿流动特性。目前常用的结构动力学型触变模型尚存在一些与物理

原理不一致的问题。本文中，首先总结了在黏塑性框架下建立触变模型可能导致的物理不一致性问题，

并提出在黏弹性框架下建立触变模型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后，分析了在黏弹性框架下建立模型可

行性，并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触变模型；黏弹性；黏塑性；物理一致性 

1 引言 

触变性常见于多种非牛顿流体物料之中，是指物料在流动条件下黏度减小、当流动停止后黏度恢复

的流变学特性[1]，一般由剪切作用引起的微观结构变化产生。一般来说，流体的本构方程可以是理论性

或经验性的，亦可以同时基于对物理过程的理解和对实验数据的分析而建立。触变性流体的宏观流变性

质取决于其微观结构的变化，微观结构的复杂性不仅使得理论建模部分的难度陡增，也使得单纯从宏观

流变实验数据中总结出的规律变得片面。于是，对唯象建模部分而言，又对微观实验技术提出了几乎难

以满足的要求。为了降低来自微观层面在理论与实验两方面的难度，同时又在模型中充分考虑微观结构

的影响，大多数触变模型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即使用一个抽象的 0 到 1 之间的结构参数 λ去描述触

流体内部形成结构的程度，并建立 λ 动力学方程（速率方程）。这种使用速率方程描述结构演化规律的

触变模型，被称为结构动力学型触变模型[1]。在这类型模型中，物料的基本本构关系一般来源于经典的

流变学本构模型（状态方程），而状态方程与速率方程最终耦合在一起，是通过建立状态方程中基本流

变学参数与结构参数 λ间关系函数（物料函数）。在建立触变模型时会同时用到理论和唯象的建模方法，

但在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模型描述过程与实际物理过程不一致的问题，模型的矛盾和局

限也随之产生，无法全面描述触变性流体的流变特性。本文将围绕物理一致性这一主题，分析现有触变

模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基于黏弹性框架建立触变模型以提升模型物理一致性的方法。 

2 黏塑性框架下建立触变模型的物理不一致性分析 

按照模型否能够描述屈服前的黏弹性力学响应，可以将触变模型分为黏塑性和黏弹性两类。其中，

黏塑性触变模型[3-5]确实均以经典的黏塑性模型（如 Bingham 模型、Hershel-Bulkley 模型等）为状态方

程；然而，并非所有黏弹性触变模型都以经典黏弹性模型（如 Maxwell 模型、Burger 模型等）为状态方

程[6-7]，部分模型是以黏塑性框架为基础，通过引入初始黏弹性响应的描述，来实现对屈服前小变形范

围内流变学响应的描述与预测[8-9]，这一黏塑性框架的基础上，包括使用弹性应力项代替屈服应力项[8]

和使用分段的状态方程（屈服前线性黏弹性、屈服后黏塑性）[9]。本节将主要针对黏塑性框架，本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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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塑性框架下建模，不仅包括以式（1）为状态方程，也包括在式（1）的基础上进行的上述两种改进。

分析其物理不一致性问题，下节中提出的黏弹性框架是指以经典黏弹性模型为状态方程。 

状态方程揭示了物料力学响应中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其物理一致性至关重要，可事实上，状态方程

却是目前触变模型建模理论中的最主要争议。黏塑性状态方程的一般形式为 

                      （1） 

式中，σ为剪切应力，λ 为结构参数， 为剪切率。σy,s和 Ks 分别是与结构相关的屈服应力和稠度系数；

K∞和 σy,∞是高剪切率下结构完全破坏时的残余屈服应力和残余稠度系数。触变性流体多具有屈服特性，

所以在黏塑性框架下，使用屈服应力项或者类似屈服应力的项描述物料产生流动后的结构裂解。这引起

以下两个物理非一致性的问题：第一，流体屈服后产生流动，部分应力由结构产生，然而无论是使用屈

服应力这一概念，还是类似屈服应力的弹性应力对这部分应力进行描述，都不符合其力学含义。因为对

某个加载过程而言，屈服应力是固定的，不应随结构裂解而减小。实际上，结构的变化与屈服应力并不

直接相关，这样建模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单纯地提高对实验曲线的拟合度。第二，在恒定剪切率加载的实

验中，通常屈服应力的定义为屈服特性曲线中的应力峰值，该值依赖于测试时的加载速率[10]。而在黏塑

性模型和状态方程分段的黏弹性模型之中，一般使用恒定的屈服应力定义屈服点，这样模型特性显然就

与不能与触变性流体的这一性质不一致了。除此之外，黏塑性触变模型描述了以状态方程作为起始状态

逐渐达到以其稳态形式作为最终状态的过程，可能导致模型描述的过程与触变性流体经历真实物理过程

方向性相反。这非常容易引起模型参数稳态与动态物理意义之间的矛盾，导致模型的参数并不能通过拟

合稳态流变曲线获得。 

速率方程的建立依据是一般性的动力学原理，但由于 λ的定义非常模糊，而且方程的其它参数是通

过实验确定的，因此只能将其看作半经验模型。随速率方程物理意义不明产生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状

态方程中流变参数对 λ的依赖性就只能停留在使用简单的正比例或幂律关系描述，而难以揭示宏观流变

特性与微观蜡晶结构之间的真实本构关系。第二，结构破化机制存在争议，多数研究认为是剪切率控制

的，部分研究则认为结构破坏完全是由应力控制，也有少数研究持能量耗散率控制机制的观点。但可以

想象，在不明确何为“结构”之前，这些争论是无从定论的。第三，假设的微观结构演化规律是否准确

也无法使用微观实验手段进行验证，一切关于结构动力学的假设只能一直停留在假设阶段。为了解决速

率方程的物理一致性问题，首先必须赋予结构参数 λ物理意义明确的定义，然后使用适当的微观实验和

理论方法，去建立其物理意义更明确的动力学方程。 

物料函数描述了状态方程中屈服应力 σy 或模量 G、黏度 η 或稠度系数 K 等流变参数与结构参数 λ

之间的关系，它既是联系状态方程与速率方程的纽带，也是沟通宏观流变性与微观结构的桥梁。现有触

变模型中，物料通常只是较为简单的正比例关系，并没有体现宏观流变性对微观结构依赖性的基础理论

研究成果。当然，这与黏塑性模型中 σy、λ不明甚至错误的物理意义是分不开的。 

3 基于黏弹性框架建立触变模型的物理一致性与可行性 

在目前对触变性流体模型研究中，另有一些在黏弹性框架下建模的研究，并不如黏塑性框架一样应

用广泛。使用黏弹性框架建立黏弹性触变模型难度较大[1]，不仅将面对与黏塑性框架相同的难点，还存

在一些特殊问题。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框架确实可以巧妙地避开诸多黏塑性模型的物理不一致性问题。 

( ) ( )y, y,s s= nK Kσ σ σ λ λ γ∞ ∞ + + +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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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弹性框架的物理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经典黏弹性模型中，没有屈服应力这一

概念，黏弹性框架下建立的触变模型则将屈服视为从以弹性为主向以黏性为主的流动性转化的过程。可

以将黏度模型的初值设为无穷大以模拟纯弹性体，然后通过速率方程来控制 λ的减小规律，由物料函数

G (λ)和 η (λ)将结构裂解分别体现在模量 Gs 与黏度 ηs上。二是黏弹性框架能够描述表观屈服应力依赖于

加载的特点。在此框架下，模型预测的应力演化规律即是在结构裂解速率最快处附近产生过冲后松弛衰

减，于是，表观屈服应力即应力过冲峰值显然取决于外界给定的加载速率。三是黏弹性框架可以避免黏

塑性触状态方程描述过程与实际过程方向性的矛盾。因为黏弹性模型描述的物理过程是由初始黏弹性本

构关系经弛豫过程逐渐过渡到稳态形式 ，这一最终的稳态关系体现了物料最终状态为纯黏性

流体的最一般形式，而不是依赖于流体初态本构关系。 

在黏弹性与黏塑性框架下，材料结构变化的动力学假设相同，速率方程形式也基本相同。黏弹性框

架下建立的触变模型多针对胶体这一物料，而目前有关胶体结构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一些模型链接点、

缠结数等微观参数定义了结构参数[7]，这样可以通过理论推导的方式得出结构参数的动力学方程，或通

过微观实验进行验证，而非只是基于数值拟合建立经验式。同时，合理定义结构参数，也更方便建立具

有物理一致性的物料函数。一些模型就按建立黏度函数的需求，以胶粒体积分数定义了结构参数 λ[11]。

值得注意的是，流体黏性性质取决于颗粒体积分数，弹性性质取决于颗粒间连接键的强度，二者机制显

然不同，在定义 λ时应该参考微观结构与不同类型宏观流变性的关系。此外，模型不再以屈服应力明确

界定屈服点，而将屈服描述为一个非线性过程，但结构形成前后流动性的差距很大，如黏度由无穷大变

为有限值，结构屈服点应该在结构参数的演化方程中有所体现。 

部分在黏弹性框架下建立的触变模型中，黏度的物料函数在理论与实验基础都较为扎实的悬浮液黏

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这不仅能够保持模型稳态流变特性的物理一致性，还能够更便捷地确定模型参数。

黏度函数中，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未知参数能够直接通过实验测定，如纯黏性介质的黏度 η0 等，余下的

参数也可通过拟合稳态条件下的 σ-γ 曲线获得。于是，减少了纯数值参数的数目，大大降低数值计算的

工作量，是物理意义不明确的黏塑性框架不具备的。黏弹性框架下，还需建立模量的物料函数，但这一

函数中的结构变量不应与黏度函数相同，可以考虑以剪切应变或单个粒子模量等与弹性性质相关的宏微

观参数去定义与模量函数的结构变量。 

4 结论 

本文总结了了在黏塑性框架下建立的触变模型中与物理原理不一致之处，主要包括：状态方程中屈

服应力的使用与其力学定义存在偏差，模型无法预测；结构参数的定义模糊，速率方程是其半经验性动

力学方程；物料函数过于简单，可能不符合流变参数与结构参数间实际关系；等等。在黏弹性框架下建

立触变模型则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方法是以经典黏弹性模型为状态方程，合理定义结构参数并根据

理论分析和实验数据建立其动力学方程，最后基于结构参数的定义和黏度、模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建立

物料函数。 

 

( )ss e=σ η λ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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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ling thixotropic fluids under the viscoelastic framework for 

physically consistent constitutive models 

Mengran Sun1,2,3, Jinjun Zhang1,2,3, Hongying Li1,2,3* 

(1.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Pipeline Safety; 2. MO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3.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Oil and Gas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Thixotropy is one of the common non-Newtonian behaviors. The existing structural kinetic 

thixotropic models possess some physical inconsistency. In this paper, the physical inconsistent problems which 

a thixotropic modelization under a viscoplastic framework may lead to are summarized. An alternative 

modelization - to modelling thixotropy under a viscoelastic framework - that could improve these problems is 

proposed. Lastly,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lling is analyzed and some concerns are emphasized. 

Key Words：thixotropic models; viscoelasticity; viscoelasticity; physical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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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牛顿 MPS 方法的血小板血栓三维介观数值模拟* 

向浩 陈斌 ** 

（西安交通大学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49） 

摘要：本文将血小板简化为单个粒子的模型，血小板的聚集和吸附通过弹簧模型实现，红细胞则由 1 个

核粒子与 20 个吸附粒子通过多弹簧模型连接而成，基于非牛顿移动粒子半隐式方法（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 method, MPS）建立了血小板血栓形成的三维介观血液流变学粒子法数值模型。该模型生成

红细胞过程简单，且能够比较准确地模拟血小板和红细胞的形状特征和尺寸差异。使用该模型模拟了直

管中血小板血栓形成的问题。通过与前人计算模型的对比，证明本文提出的血小板血栓形成介观模型并

可显著提高计算效率。 

关键词：血小板血栓；红细胞；血小板；弹簧模型；移动粒子半隐式方法 

1 引言 

当血管壁损伤或受到外界刺激时，血液中的血小板发生凝结现象形成血栓。正常情况下血小板血栓

的形成是一种人体自我修复功能，而血管壁异常损伤或血液流动异常导致的血小板血栓易造成各种心脑

血管疾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对血栓形成过程以及血栓对血管内血液流动的影响开展数值模拟，不仅

有助于深入了解人体生理过程，而且对相关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具有重要的病理学意义。血液是一种典型

的非牛顿流体，而血栓形成的数值模拟涉及大量血小板和红细胞与血浆的相互作用，移动粒子半隐式方

法（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 MPS）作为纯拉格朗日粒子方法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既不需要实时捕

捉相界面，也不需要对颗粒添加各种虚拟力模型，具有独特的优势。 

目前，粒子法模拟红细胞及血小板流动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采用单个粒子代表单个红细胞或血

小板的宏观模型[1]，这种方式能够方便地模拟多个红细胞及血小板的流动，然而难以区分红细胞与血小

板形状和尺寸的差异。另一种思路是采用多个粒子离散红细胞膜，根据红细胞的形态特征函数确定红细

胞膜粒子的拓扑结构，并利用弹簧模型[2]控制红细胞的变形。这种微观模型能够比较准确地再现红细胞

的双面凹圆盘结构和变形特性，但生成过程比较复杂，难以模拟含有大量血细胞的血液悬浮液。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非牛顿 MPS 方法的血栓形成三维介观模型，将血小板细胞简化为单个粒子的钢

球模型，采用弹簧模型模拟血栓形成。红细胞由一个红细胞核粒子与多个红细胞吸附粒子组成,核粒子与

每个吸附粒子以及相邻红细胞吸附粒子之间采用弹簧模型连接，以维持红细胞两面凹圆盘形态。该模型

能高效地生成多个红细胞和血小板，并体现红细胞与血小板尺寸和形态差异。 

2 数值方法 

2.1 非牛顿 MPS 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133600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通讯作者，陈斌，E-mail: chenbin@mail.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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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流体离散为一系列的流体粒子，每个粒子代表一个流体微团，流体粒子携

带位置、速度、质量等物理量。考虑非牛顿流动效应，血液流动控制方程可离散为如下的粒子形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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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为流体密度，t 为时间，u 为流体速度，p 为压力，t 为剪切应力张量。引入本课题组发展的非牛

顿 MPS 方法和改进的五次核函数[5]模拟血液的非牛顿流动特性，粘性项离散方案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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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Neofytou 等人[6]针对血液的改进 Casson 流体模型，其本构方程的粒子离散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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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为渐进粘度，m∞ = 3.1×10-3 Pa·s；ty为屈服应力，ty = 1.082×10-2 Pa；m 为模型参数，m = 100。

D 和|γ|分别代表应变率张量和剪切率。 

2.2 血液悬浮液的三维 MPS 介观数值模型 

红细胞和血小板的数量巨大，可以把血液流动简化为存在大量悬浮血细胞的颗粒多相流模型。本文

提出如下基于 MPS 方法的血细胞三维模型： 

(1) 将血小板简化为直径为 2 mm的单个粒子，以其作为整个MPS数值模型的粒子尺寸，即 l0 = 2 mm。 

(2) 将血浆视为密度为 1050 kg·m-3 的 Casson 流体并离散为 l0 = 2 mm 的 MPS 流体粒子系统。 

(3) 一个红细胞由一个核粒子与多个吸附粒子组成。其中，核粒子和内层吸附粒子的粒子尺寸为 2 

mm，外层吸附粒子的粒子尺寸为 3 mm。核粒子与每个吸附粒子之间采用以下弹簧模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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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吸附粒子之间采用以下的弹簧模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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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K-A与 kA-A为弹簧拉伸系数，kK-A = 1.35×1011 N·m-1，kA-A = 4.50×1010 N m-1[7]。rk 与 ra 为弹簧模型

的作用范围，rk = 2.5l0，ra = 1.5l0。tij 为粒子 i 和粒子 j 之间的单位方向向量。通过该模型，可以构造出

边缘厚中心薄的双凹面圆盘形红细胞, 如图 1 所示。该模型只需指定一个红细胞的核粒子，其它吸附粒

子通过邻居粒子间距条件简单判定得到，红细胞的形状和尺寸也由弹簧模型自动调整，不需要使用额外

的红细胞形状函数。因此，该模型特别适合涉及模拟大量红细胞和血小板相互作用下的血小板血栓形成。 

 



 

272 
 

 

图 11 红细胞三维 MPS 模型 

2.3 血小板血栓形成的三维 MPS 介观模型 

在血液悬浮液介观数值模型基础上，加入 Kamada 等人[7]提出的血小板吸附和聚集模型，即可建立

血小板血栓形成的介观数值模型。如图 2 所示，受损血管内膜粒子和树突型血小板粒子间产生吸附力 fi
ad。

同时，树突型血小板粒子 j 对于其它血小板粒子产生聚集力 fj
ag。fi

ad 和 fj
ag 分别用以下弹簧模型[7]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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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ad 与 kag分别为吸附和聚集的弹簧力拉伸系数，kad = 9.0×109 N m-1，kag = 4.50×109 N m-1[7]。rad 与 rag

分别为受损血管内膜粒子吸附力影响范围和树突型血小板粒子聚集力影响范围，rad = 4.5l0，rag = 1.5l0。 

血液悬浮液

k

rad

agf

j k

i

adf

i j

rag

受损血管内膜粒子

树突型血小板粒子

循环型血小板粒子j

 

图 12 红细胞三维 MPS 模型 

3 数值算例 

在宽度为 D = 8.0×10-5 m，尺寸为 D×D×4D 的直管中，存在一块 0.5D×0.5D 的受损壁面。初始时刻，

红细胞和血小板在血浆中均匀分布，入口流速为 U = 0.002 m·s-1。图 4 展示了血小板血栓形成过程的模

拟结果。可以看到，本文介观模型能够较好地体现血小板和红细胞的尺寸差异，而相对于微观模型，本

文模型的计算规模有显著提高：在参与计算的红细胞提高 10 倍、活化血小板提高 50 倍的情况下，总粒

子数仅比 Kamada 等人[2]增加了 67.7%，表明本文模型的计算效率相比微观红细胞模型明显提高。综上，

本文提出的血小板血栓形成介观模型能够较好地兼顾模型的真实性和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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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t = 0.1 s 时直管中血小板血栓形成过程的模拟结果。左列：显示红细胞；右侧：不显示红细胞 

4 结论 

本文基于非牛顿 MPS 方法建立了血小板血栓形成的三维介观粒子法模型。该模型能够比较准确地

体现血小板和红细胞的形状特征和尺寸差异，且能够准确体现血小板和红细胞的形态尺寸差异，因此特

别适合模拟血小板血栓形成这一需要同时生成大批量的血小板和红细胞的介观血液流变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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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soscopic Simulation of Pale Thrombus by Non-Newtonian MPS Method 

Hao Xiang, Bin Che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ultiphase Flow in Power Engineer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A mesoscopic particle model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pale thrombus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non-Newtonian MPS method. Platelet was modeled as rigid particle, and Red Blood Cell (RBC) was 

composed of 1 kernel particle and 20 adhesive particles. By using spring model to simulate the adhesion 

and aggregation forces between platelets, the present model can distinguish the shape and size of the 

platelet and RBC accurately, with advantage of simple formation of RBC. The formation of the pale 

thrombus in a 3D straight vessel was simulated successfully. 

Key Words：pale thrombus; red blood cell; platelet; spring model;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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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2016 概况及 CSR 机遇与挑战浅析 

罗迎社 1，2**  张劲军 3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工程流变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04；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流变力学与材料工程研究所，长沙 410004； 3.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管道输

送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市油气输配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在介绍第十七届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The ⅩⅦ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Rheology, ICR2016）

概况的基础上，浅析了中国流变学（The Chinese Society of Rheology, CSR）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ICR；概况；CSR；机遇；挑战；浅析 

1 引言 

按照国际流变学委员会章程（The by-laws of the ICR）[1]，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大区域，即亚洲/澳洲

区（Asia/Australia）、欧洲/非洲区（Europe/Africa）和美洲区（Americas）。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自 1968

年以来，由 1948 年成立之初的每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四年召开一次，主办地在上述三大区域轮流。至

于在每个区内由哪个国家主办或几个国家合办，则由该区内会员国中的国际委员开会商定后报国际流变

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Rheology: ICR)由委员投票决定。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十四届 

ICR 由亚洲/澳洲区国家韩国于 2004 年在汉城主办，第十五届 ICR 由美洲区国家美国于 2008 年在加州

的蒙特利主办，第十六届 ICR 在欧洲/非洲区国家葡萄牙于 2012 年在里斯本主办 [3]。历经一个轮回后，

再次回到亚洲/澳洲区，第十七届 ICR 于今年 8 月 8-13 日在日本京都召开，所以每轮流一圈需要 12 年时

间历程。至今已召开 17 届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见表 1）。第十八届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已通过国际流

变学委员会委员投票表决将于 2020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国际流变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Rheology: ICR)自 1953 年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二届国

际流变学学术大会期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她的前身是于 1945 年 12 月由国际科

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组建的流变学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分别于

1973 年和 1974 年被接纳为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IUTAM)

的分支机构[2]。这也是我国在 1985 年成立流变学专业委员会(Chinese Society of Rheology: CSR)为什么隶

属于两个一级学会：中国化学学会(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CCS)和中国力学学会(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CSTAM)的国际背景和直接原因。我国于 1988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

开的第十届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期间获批成为 ICR 会员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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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ICR)历史[2]  

届次 时间 地点 届次 时间 地点 

1st Sept.1948 Scheveningen, the Netherlands 

 

2nd Jul.1953 Oxford, UK 

3rd Sept.1958 Bad Oeynhausen, Germany 4th Aug.1963 Rhode Island, USA 

5th Oct.1968 Kyoto, Japan 6th Sept.1972 Lyon, France 

7th Aug.1976 Gothenburg, Sweden 8th Sept.1980 Naples, Italy 

9th Oct.1984 Acapulco, Mexico 10th Aug.1988 Sydney, Australia 

11th Aug.1992 Palais de Congres, Belgium 12th Aug.1996 Québec, Canada 

13th Aug.2000 Cambridge, UK 14th Aug.2004 Seoul, Korea 

15th Aug.2008 Monterey, USA 16th Aug.2012 Lisbon, Portugal 

17th Aug.2016 Kyoto, Japan 18th Sept.2020 Rio de.，Brazil 

表 2 国际流变学委员会成员国学会（或小组）成立时间及会员数量(按英文字母排序，截止至 2016 年) 

国别 时间 会员 国别 时间 会员 国别 时间 会员 

Australia 1959 68 Austria 1959 35 Belgium 1974 49 

Brazil 2010 80 Canada 1982 95 China 1985 1226 

Czech  1970 45 France 1964 280 Germany 1951 213 

Hellenic 1998 40 India 1983 125 Israel 1980 115 

Italy 1971 100 Japan 1973 774 Korea 1989 653 

Mexico 1975 80 Netherlands 1950 61 Nordic 1956 120 

Portugal 1998 23 Romania 2009 73 Russia 1991 160 

Slovenia 1987 30 South Af. 2006 32 Spain 1981 23 

Switzerland 1994 90 UK 1940 318 USA 1929 1547 

国际流变学委员会现有 28 个会员国，包括在 ICR2016 期间新接纳的会员国伊朗，拥有约 6400 名会

员（见表 2）。鉴于我国国情，流变学专业委员会属非注册的独立法人，不能独立发展会员；加之流变学

属于边缘交叉学科，故我国的流变学研究人员大多又是中国力学学会会员、中国化学学会会员或其他学

会会员。例如，我国生物物理学会(The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BSC)所属的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

专业委员会从事流变学研究人员。依据国际惯例，我国生物物理学会隶属于国际纯粹和应用生物物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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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Biophysics: IUPAB)。 

2 第十七届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ICR2016）概况[4]  

第十七届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ICR2016)于今年 8 月 8 日至 13 日在日本京都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由

日本流变学会、日本生物流变学学会和日本聚合物加工学会联合承办。组委会主席由国际流变学委员会

日本代表、现任日本流变学会主席、京都大学化学研究所渡边宏（Hiroshi Watanabe）教授担任。来自

39 个国家或地区的 806 名代表出席，发表论文 698 篇，其中大会特邀报告 6 篇；口头报告 496 篇（含分

会场邀请报告 52 篇）；墙报 196 篇。 

表 3（ICR2016）专题名称和论文数量一览表  

序号 专题名称 论文数量 序号 专题名称 论文数量 

1 材料加工 24（含 K2、P6） 2 非牛顿流体力学 77（含 K7、P13） 

3 复杂流体/成形 26（含 K1、P10） 4 微流体 28（含 K2、P9） 

5 
均匀（质、相）

聚合物体系 
38（含 K3、P2） 6 

非均质（多相）和

自组装高聚物体系 
46（含 K5、P6） 

7 计算流变学 58（含 K5、P9） 8 动/静态凝胶和橡胶 43（含 K3、P14） 

9 
悬浮体、胶体和

粒状材料 
91（含 K7、P25） 10 固体和玻璃 26（含 K2、P7） 

11 
表面活化剂、乳

液和泡沫 
31（含 K2、P9） 12 表面、界面和薄膜 49（含 K3、P16） 

13 实验方法与分析 58（含 K1、P24）  14 生物相关流变学 40（含 K2、P18） 

15 食品流变学 25（含 K1、P11） 16 时间相关材料力学 15（含 K2、P0） 

17 工业流变学 33（含 K2、P6） 18 
一般流变学 

（含电流变性能） 
38（含 K2、P11） 

在大会召开的前 2 天，每天上、下午均安排了 1 个大会特邀报告；会议的最后二天，每天上午均安

排了 1 个大会特邀报告。分会场报告均安排在大会特邀报告之后进行；而墙报则集中安排在第 3 天上午。

每个大会报告时间为 50 分钟，这些报告分别是： 

（1）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Jan Vermant 教授所作的“界面流变学：从油田到人类细胞”； 

（2）日本九州大学 Keiji Tananka 教授所作的“固体界面高分子链的松弛行为”； 

（3）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John F Brady 教授所作的“活性物质动力学和流变学”； 

（4）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 Daniel J. Read 教授所作的“二元缠结共混物：其性能更优于单组分聚合物； 

（5）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Kyung Hyun Ahn 教授所作的“一个流变学家的观点：材料加工新视角”； 

（6）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阿斯利康集团 Jai A. Pathak 教授所作的“在体内和界面密集球蛋白和单

克隆抗体溶液流变学：行业科学家对该领域现状和尚存问题的客观评价”。 

分会场报告和墙报共分 18 个专题，各专题名称和论文数量情况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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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 K 表示分会场邀请报告，P 表示墙报。 

在计算流变学分会场下面，又组织了一个分支专门会场，称为 Likhtman 分会场，为了纪念英国雷

丁大学杰出科学家、世界级知名流变学家 Likhtman 教授，因为他在高分子动态理论和计算机模拟方面

的突出贡献和成就，被邀请担任本届国际学术大会计算流变学分会场主席，他乐意地接受了邀请并为此

积极工作，但不幸于 2015 年 10 月因车祸遇难，故该分会场组织了上述专门活动。 

表 4 为参会国家或地区人员情况一览表，由表可知共有来自 39 个国家或地区的 806 名代表出席。 

表 4 参会国家或地区人员情况一览表(按英文字母排序)  

序 

号 

国家或 

地区名称 

参

会 

 

序 

号 

国家或 

地区名

 

参会 

人数 

序 

号 

国家或 

地区名称 

参会 

人数 

 

序 

号 

国家或 

地区名称 

参会 

人数 

 1 Algeria 1 11 Germany 38 21 Kuwait 1 31 Slovenia 1 

2 Australia 17 12 Greece 11 22 Luxembourg 2 32 Spain 3 

3 Austria 1 13 India 12 23 Mexico 4 33 Sweden 6 

4 Belgium 9 14 Indonesia 1 24 Netherlands 13 34 Switzerland 15 

5 Brazil 14 15 Iran 4 25 Poland 2 35 Taiwan 15 

6 Canada 20 16 Iceland 1 26 Portugal 7 36 Thailand 1 

7 China 65 17 Israel 2 27 Romania 2 37 Turkey 1 

8 
Czech 

Rep. 
3 18 Italy 10 28 Russia 1 38 UK 38 

9 Denmark 8 19 Japan 248 29 
Saudi 

Arabia 
1 39 USA 128 

10 France 53 20 Korea 45 30 Singapore 2 40   

3 CSR 机遇与挑战浅析 

3.1 中国流变学发展机遇浅析 

    ⑴ 奠定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俗话说“三十而立”，中国流变学专业委员会自 1985 年成立以来[5]，在几代中国流变学学人的共同努

力下，至今已走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流变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和长足发展。包括本次

大会共召开了 13 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6-7]和多届电-磁流变学等分支会议，分别从 2005 年和 2008 年开

始在每 2 年一届的中国力学大会和中国化学大会上设立流变学分会场。建立了专业委员会网站。发行了

“流变学通信”内部刊物，每年 4 期。以中国力学学会和中国化学学会名义设立了“中国流变学杰出贡献

奖”和“中国流变学青年奖”2 个奖项，至今已分别评选 5 届和 9 届。我国于 1988 年被接纳成为国际流变

学委员会成员国；1991年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日双边流变学国际会议，1997年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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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物体流变学”IUTAM 专题研讨会，2004 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九届电-磁流变学分支国际学术会议，2005

年在上海召开了第四届亚太地区国际流变学学术会议（PRCR4）[8]。自 PRCR4 后，由中、日、韩、泰

四国轮流主办的每年召开一次的区域性“青年流变学沙龙”，我国是发起国和积极参与国之一。据不完全

统计，至今为止，我国流变学研究领域由于其交叉学科性质已涉及到数十个分支领域，公开出版发行的

流变学研究专著和研究生教材等也有数十本之多。 

⑵ 具备了较好的研究环境 

在 2000 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世纪之交的第十三届世界流变学学术大会上，我国代表仅提交论文 8

篇，含台湾 2 篇，香港 1 篇，仅有 2 位大陆代表出席[9]；在 2012 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

流变学学术大会上，我国代表共提交论文 19 篇，含台湾 3 篇[3]；而在今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十七届世

界流变学学术大会上，我国代表共发表论文 46 篇，含台湾 8 篇；参会大陆代表达到 65 人，未包括台湾

地区代表 15 人。位居代表人数第三位。前八位分别为：日本 248 人，美国 128 人，中国 80 人，法国 53

人，韩国 45 人，英国 38 人，德国 38 人，印度 22 人。这次是自 1945 年首届世界流变学大会以来，我

国参会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国家对基础研究更加重视且

投入不断加大，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国内外双向学术交流更加频繁等多方面因

素有关。 

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经费投入越来越大，国家设立

了“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各省区市也纷纷出台各种人才引进政策；各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优惠政策更是层出不穷。很多在国外名校毕业的流变学相关专业博士选择回国

发展。从我国新一届流变学专业委员会成员构成就可见一斑，超过 50%的委员均有在国外从事流变学相

关研究的经历或在国外获得流变学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吸引了一批国际上的流变学研究高

端人才来中国合作科研。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聘请了“外专千人计划”专家、原日本流变学学会会

长、东京大学土井正男（Masao Doi）教授担任该校软物质物理及其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流变学委

员会澳大利亚代表、澳大利亚现任流变学会主席 Peter Scales 教授长期担任澳大利亚-中国水资源联合研

究中心主任；原日本流变学学会会长、日本食品科学工学会会长、大阪市立大学西城胜好（Katsuyoshi 

Nishinari）教授于 2012 年起受聘湖北工业大学菲利普斯亲水胶体研究中心外籍全职特聘教授等等。 

⑶ 迎来了较好的发展机遇 

承办世界流变学国际学术大会是我国流变学专业委员会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也是几代中国流变学

研究领域同仁们的梦想，更是向国际流变学界展示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流变学研究特色及其成果的重要

窗口和舞台。从现在开始的第 12 年，即 2028 年是我们实现梦想达到目标的最佳时机。进入新世纪以来，

韩国和日本先后于 2004 年和今年承办了第十四届和第十七届世界流变学国际学术大会，澳大利亚也在

上世纪的 1988 年承办了第十届世界流变学国际学术大会。且我国于 2005 年在上海成功地主办了亚太地

区流变学国际学术（PRCR4）会议，积累了一定的办会经验。我们还要争取继 2018 年在韩国承办第七

届亚太地区流变学国际会议（PRCR7）之后再主办一次亚太会议。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努力工作，广泛

普及流变学知识，创造条件主办诸如流变学国际暑期研讨班等形式，更加深入开展流变学前沿领域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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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创新研究，就有望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 

3.2 中国流变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⑴ 具有国际视野高层次领军人才的培养 
由前述可知，自我国流变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30 多年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流变学研

究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学术环境和氛围有了很大改善，国内外双向学术交流更加频繁活跃，在国内外

同行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高水平流变学创新性成果不多，

具有国际视野高层次领军人才还较少，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填补在世界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上作大会

特邀报告的空白。高精尖的流变学仪器设备、计算软件主要依靠进口，这种局面短期内还难以打破。委

员会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委员在未来的若干年内退休或不继任，新生力量的培养锻炼迫在眉睫。 

⑵ 亚洲/澳大利亚区域国家的迅速崛起 

前述提及，从现在开始的第 12 年，即 2028 年是我们实现梦想达到目标的最佳时机。但绝对不能看

成是必然结果。由表 2 可知，印度成为国际流变学会成员国是在 1983 年，比我国还早 5 年。且随着经

济实力的增长，“流变学研究也非常活跃，特别是在复杂流体流变学研究领域在整个国际流变学研究领

域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且每 2 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 效果很好” [10]。另外，日本在

时隔 48 年（1968-2016）后第二次承办了世界流变学国际学术大会，到 2028 年，距离澳大利亚第一次

承办世界流变学国际学术大会达 40 年（1988-2028），完全有可能与中国争夺 2028 年的流变学国际学术

大会的主办权。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具有国籍和自己的祖国，一些发达国家和同盟国家不愿意看到

我国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 

4 结论 

本文在介绍第十七届国际流变学学术大会（The ⅩⅦ 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Rheology, ICR2016）

概况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我国流变学（The Chinese Society of Rheology, CSR）研究现阶段的有利条件

和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粗略地剖析了未来发展的主要突出问题和挑战。试图对制定我国流变

学事业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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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离子对黄原胶溶液流变性的影响 ∗ 

张洪 1，卢拥军 2，方波 1**，邱晓惠 2，翟文 2，王丽伟 2，李科晶 1 

（1.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上海 200237；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采用高温高压旋转流变仪对黄原胶溶液的耐温耐剪切性能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盐离子对黄原胶在

高温下的耐剪切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不加盐相比，盐离子能够通过分子内和分子间的盐桥作用联

结分子链，促使黄原胶向双螺旋结构转变，从而使得其在高温下的耐剪切性能得到提高。 

关键词：黄原胶；盐；流变性； 

1 引言 

随着油气藏开发的不断深入以及对能源需求的日益增加，非常规油气资源已成为当前勘探开发的热

点[1]。水力压裂作为低渗、特低渗以及非常规油气藏增产的重要措施，应用越来越广泛。黄原胶是由糖

类经黄单胞杆菌发酵产生的高分子多糖，分子间可缠绕形成双螺旋结构，是一种能够替代植物胶的性能

优良的微生物多糖稠化剂，具有较高的黏性和弹性，并且具有良好的水溶性、耐盐性和耐酸碱性，可以

作为非交联压裂液，是一种典型的假塑性流体[2-4]。但黄原胶在高温下易发生降解，在高温井压裂使用

时会存在着携砂能力不足的问题。本文针对黄原胶在高温下粘弹性能损失严重的问题，研究了盐对黄原

胶溶液的流变性及对其耐温耐剪切性能的影响。 

2 实验 

2.1 实验材料与仪器 

黄原胶（XG），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提供；氯化钙，分析纯，天津市天力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甲酸钾（96%），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仪器：RS6000 高温高压流变仪，德国 Haake 公司；Mars Ⅱ高级旋转流变仪，德国 Haake 公司。 

2.2 实验方法 

液体配置：先配置一定浓度的盐溶液，然后在搅拌下加入一定量的黄原胶。 

 耐温耐剪切测试：采用 Hakke 高温高压流变仪 RS6000 测试系统。在 30min 内，温度由 30℃升至某

一温度，然后恒温 90min，整个过程保持剪切速率为 170s-1，得到黄原胶体系的耐温耐剪切曲线。 

黏弹性：采用 Hakke 高级旋转流变仪 Mars Ⅱ测试系统（转子型号 C35/1°TiL，直径 35.00mm，锥

角 1°）。在 20℃、振荡模式下，先对黄原胶体系进行应变扫描（频率 f=1Hz，应变 γ=0.01%~100%），得

到相应的线性黏弹性区域；然后选择适当的应变值进行频率扫描（应变 γ=1%，角频率 ω=0.1~10rad/s），

得到黏弹性指数 G’、G’’。 

                                                             
基金项目: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课题“致密砂岩气藏低伤害压裂液体系研究与应用” (项目编号

2013AA06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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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1 耐温耐剪切性能 

不同种类盐对黄原胶溶液的耐温耐剪切性能的影响见图 1。由图可知，在黄原胶水溶液中加入盐后，

可显著提高黄原胶在高温下的耐剪切性能。在 120℃、170s-1 剪切 90min 后，对于 0.6%XG 溶液，其在

水溶液中和在 0.3%CaCl2水溶液中的保留粘度分别为 30 mPa·s 和 84 mPa·s，即少量盐可使黄原胶在高温

下的耐剪切性能得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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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原胶体系的耐温耐剪切性能（a：120℃，b：120℃，c：140℃，d：180℃） 

黄原胶在水溶液中呈现多聚阴离子特征，黄原胶分子的带电荷侧链反向缠绕在主链上，形成有序的

双螺旋结构，这种结构对主链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当黄原胶处于高温下时，其会由原来有序的双螺旋

结构转变成杂乱无序的结构，粘度出现大幅度下降。黄原胶的有序结构转变为无序结构的温度点称为构

象转变温度。水溶液中的盐离子对黄原胶的构象转变温度影响比较大，转变温度对二价盐（Ca2+）比较

敏感，一价盐（K+、Na+）的影响相对较小；随着溶液中盐离子浓度的增加，黄原胶的构象转变温度也

升高，从而使黄原胶在高温下仍能保持较好的双螺旋结构[5-6]。 

 从图 1 可知，0.3%CaCl2溶液和 2%HCOOK 溶液均可使黄原胶的构象转变温度提高至 120℃，10% 

HCOOK 溶液能使黄原胶的构象转变温度提高至 150℃。当黄原胶的实验温度低于其构象转变温度时，

有序的双螺旋结构使黄原胶具有良好的耐剪切性能，粘度几乎保持恒定；当黄原胶的实验温度高于其构

象转变温度时，其粘度随着剪切时间的增加而下降（T>120℃时，黄原胶体系中均加入了 0.2%Na2SO3

来消除溶液中溶解氧使黄原胶降解的影响）。因此，盐离子能够在黄原胶分子链间建立盐桥，有助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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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胶双螺旋结构的形成，而正是这种黄原胶的双螺旋结构使得其在高温下的耐剪切性能得到提高。 

3.2 粘弹性对比 

为了更深入研究盐离子影响黄原胶耐温耐剪切性能的程度，本文将对耐温耐剪切性能（180℃）测

试前、测试后的溶液进行粘弹性测试，粘弹性测试均在 20℃下进行。在振荡模式下，对测试前、测试后

的溶液进行频率扫描，G’、G’’ 随角速度 ω 的变化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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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原胶体系的粘弹性能（a：弹性模量 G’，b：黏性模量 G”） 

由上图可知，在 180℃下经过耐温耐剪切测试后，黄原胶水溶液的 G’、G’’均下降至几乎为 0 Pa，

说明此时黄原胶的结构被完全破坏，且不可恢复；而黄原胶盐溶液经过耐温耐剪切测试后的 G’、G’’均

能够恢复至测试前的绝大部分，说明此时黄原胶溶液仍存在绝大部分的网络结构，具有良好的粘弹性能。

因此，盐离子能够使黄原胶在高温下的耐剪切性能得到增强。 

4 结论 

（1）当黄原胶处于高温下时，其会由原来有序的双螺旋结构转变成杂乱无序的结构，从而导致其

在受到耐温耐剪切测试后，粘弹性能损失严重。 

（2）在构象转变过程中，盐离子能够通过分子内和分子间的盐桥作用联结分子链，促使黄原胶向

双螺旋结构转变，而黄原胶的这种双螺旋结构使得其在高温下的耐剪切性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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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alt on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Xanthan G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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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em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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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at and shear resistance of xanthan gum was investigated by a rotational rheometer. The 

effect of salt on the heat and shear resistance performance of xanthan gum was analyzed. Compared with 

xanthan gum solution without salt, salt ions can stimulate the transition of xanthan gum from disorder(coil) 

to order(helix), which strengthen the heat and shear resistance of xanthan g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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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氧化热效应对空气泡沫流度控制能力的影响研究 * 

苏帅杰 1  康万利 1  任韶然 1**  王延永 1  崔国栋 1  张攀锋 1  彭玺伊 1  章杨 2 

（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青岛 266580；2.中国石油大港油田采油工艺研究院，天津 

300280） 

摘要：空气泡沫调驱技术具有注空气和泡沫驱的双重作用，特别是空气与地层原油的低温氧化热效应明

显，可提高地层温度 50~80℃，由此带来的高温条件使泡沫黏度和表面张力增大，减弱了泡沫流度控制

能力。利用静动态两方面实验，从两种体系中筛选出了性能更加优良的耐高温空气泡沫剂，并与常用的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相比稳泡性能，低温氧化热效应对起泡性能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空气泡沫；低温氧化反应；热效应；老化作用；泡沫流度控制 

1 引言 

传统水驱是我国中轻质油藏主要的开发方式，目前多数中轻质油藏已进入中高含水期，注水开发方

式形成的优势渗流通道致使无法进一步提高原油产量，亟待寻求新技术改善开发效果。空气泡沫调驱技

术综合了注空气和泡沫驱两者的优势，以空气作为气体介质进行起泡，气源丰富、成本低廉，适用于高

含水、非均质严重、存在裂缝或大孔道的油藏，能够实现油藏深部调剖，改善非均质油藏的开发效果，

是一项能够有效提高油藏采收率的新技术[1-3]。注入的空气在油藏温度下与原油自发发生低温氧化反应，

不但能间接实现烟道气驱、产生热效应，还能消耗掉大部分氧气，保证技术的安全性[4-6]；泡沫属于可

压缩的非牛顿流体，具有高黏度、低张力等特性，空气泡沫驱能够有效克服单纯空气驱中的“气窜”问题，

不仅能够扩大空气的波及体积，而且能够延长空气在地层中的滞留时间，进一步发挥与原油的低温氧化

特性，使氧含量降到安全水平。该技术目前已在百色油田、中原油田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7]。 

室内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空气与地层原油低温氧化反应前缘温度可显著提高 50~80℃[8-9]，而

且低温氧化反应是一个缓慢过程，对空气泡沫调驱所用泡沫剂体系的抗高温、耐老化性能提出了新要求，

对于空气泡沫调驱的现场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低温氧化反应前后温度变化对泡沫性能影响的研

究较少。利用静态实验和岩心驱替实验两种方法，从体系中优选了适于注空气用的抗高温泡沫剂，并与

常用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表面活性剂溶液性能进行了对比。另外根据目前大部分油田的地层

温度，考虑到低温氧化热效应带来的升温影响，研究了 140℃高温下的泡沫剂性能及老化不同时间后的

性能变化，比较了老化作用对起泡性能及稳泡性能的不同影响。 

2 实验 

2.1 仪器和材料 

空气泡沫剂体系优选实验装置为高温高压可视化空气泡沫仪（图 1），主要包括温压控制系统、可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273286)资助。 

**通讯作者，任韶然，rensr@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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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测量窗口、磁力耦合搅拌系统、气液注入系统等。该装置耐温 150℃、耐压 20MPa。泡沫仪腔体高 435cm、

内径 4cm、有效容积 608mL。 
岩心驱替实验装置包括注入泵、中间容器、填砂模型管、精密压力表、恒温箱等。恒温箱的工作温

度最高可达 180℃。 

高温高压空气泡沫剂老化实验装置（图 2），主要设备包括高温高压反应釜、温压控制系统、数据采

集系统等。该装置工作压力为 35MPa，工作温度为 300℃，反应釜容积 700mL。 

 

图 1 高温高压可视化空气泡沫仪装置 

 
图 2 高温高压空气泡沫老化实验装置 

实验所测试的泡沫剂包括实验室研发合成的泡沫体系 SKY-1、SKY-2，表面活性剂复配混合物，主

剂为磺酸盐类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有效物含量均为 30%，具有抗高温耐高盐性质；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SDBS），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模拟地层水矿化度 50g/mLNa2Cl 溶液；配制模拟地层

水的无机盐 Na2Cl 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发泡气体为压缩空气，青岛天源气体有限公

司；人工填砂模型尺寸为 ø25mm×250mm。 

2.2 实验方法 

（1）静态评价方法：在地层温度 140℃、8MPa 下，分别配制 150mL 质量浓度分别为 1.8%、1.5%、

1.0%、0.5%及 0.2%的SKY-1和 SKY-2两种起泡剂溶液，在高温高压可视化空气泡沫仪装置中以 1100r/min

的转速高速搅拌 2min，测定起泡体积 V0（表征起泡剂的起泡能力）、泡沫半衰期 （表征泡沫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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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及综合指数 FCI（FCI=V0× ）（表征泡沫综合性能）。根据起泡体积、半衰期及综合指数等泡

沫特征值从两种起泡剂中筛选出性能优良的适于注空气用的耐高温泡沫体系，并与 SDBS 性能对比。确

定每种泡沫剂性能最佳下的有效浓度。 

（2）高温老化实验方法：优选的空气泡沫体系分别在 140℃下进行老化 7 天和 14 天，测定老化不

同时间后泡沫剂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性能变化。以此表征低温氧化热效应的高温对泡沫剂造成老化作用

后，由于低温氧化反应的减弱，温度由高到低降低，变温条件下泡沫剂性能对温度的敏感性。 

（3）动态评价方法：为了延长空气在地层中的滞留时间，有利于低温氧化反应的充分进行，采取

段塞式交替注入空气和活性剂溶液[10]，单个段塞大小为 0.2PV，注入速率为 0.2mL/min，温度和压力为

140℃、16MPa。SKY-1 泡沫剂使用的填砂模型渗透率为 479.36mD，SKY-2 泡沫剂使用的填砂模型为

539.28mD。测定阻力因子 RF（注空气泡沫时的压差△Pf 与注水时的压差△Pb 的比值），评价两种起泡剂

溶液在各自最佳浓度下的封堵能力。 

2 结果与讨论 

2.1 泡沫体系优选 

SKY-1、SKY-2 和 SDBS 三种空气泡沫剂质量浓度在 0.2%~1.8%范围内，测定的起泡体积、半衰期

见图 3，计算的综合指数见图 4。140℃高温条件下，随着浓度增大，SKY-1 泡沫剂的起泡体积先增大后

减小，浓度 1.0%时的起泡体积最大，为 70.34mL，而 SKY-2 和 SDBS 两种泡沫剂的起泡体积缓慢增加，

但增加幅度不大，可认为 SKY-2 泡沫剂在浓度 1.5%时的起泡体积最大，为 55.26mL；SDBS 泡沫剂在浓

度 1.8%时的起泡体积最大，为 35.17mL。综合来说，起泡能力由大到小为：SKY-1＞SKY-2＞SDBS。浓

度增加，SKY-1、SKY-2 和 SDBS 三种泡沫剂的半衰期均先增大后减小，存在浓度最优点，分别为 1.5%、

1.0%和 0.5%，最大值分别为 42.50min，39.53min 和 38.50min。浓度为 1.3%时，SKY-1 和 SKY-2 两种泡

沫剂的半衰期相同，约为 35min。对比综合指数变化，随着浓度增加，SKY-1 泡沫剂综合指数先增大后

不变，浓度 1.5%时的综合指数达到最大值，为 1681.47mL·min；SKY-2 泡沫剂综合指数先增大后减小，

浓度 1.0%时综合指数最大，为 1452.40mL·min；SDBS 综合指数则缓慢减小，浓度 0.2%的综合指数最大，

为 902.11mL·min。综合三个评价指标，SKY-1 和 SKY-2 的性能优于 SDBS。 

泡沫的生成使液体表面积增大，是表面能增高的过程。Gibbs 原理表明，体系总是趋向于较低的表

面能状态，因此低表面张力对泡沫形成有利，因为形成一定总表面积的泡沫时少做功[11]。整体而言，泡

沫剂的起泡体积和半衰期均随质量浓度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少的变化趋势。这是因为低浓度时，随

着起泡剂浓度增加，表面上吸附的分子增多，表面张力急剧下降，液膜表面粘度增大，液膜弹性模量相

应增加，高温条件下的液膜排液机理减弱，因此起泡性能和稳定性能均得到提高，综合指数增大。但浓

度高到饱和吸附（或者说临界胶束浓度 CMC）时，液膜表面吸附的起泡剂分子无法增多，表面张力也

无法进一步降低，Marangoni 效应减弱，弹性模量减弱，“刚性”增加，泡沫的稳定性和弹性均减弱，搅

拌过程中泡沫的破灭速率大于生成速率，因此起泡性能和稳定性能都减弱，综合指数减小[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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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种泡沫剂的性能随浓度的变化曲线（140℃，8MPa） 

 
图 4 三种泡沫剂的综合指数随浓度的变化曲线（140℃，8MPa） 

2.2 高温老化对泡沫性能影响 

浓度为 1.0%的 SKY-1 泡沫剂老化不同时间后测定其性能随温度的变化结果如图 5 所示。空气驱的

氧化驱油特性同样适用于空气泡沫驱[14-16]：油藏原油与注入氧气（空气泡沫破裂释放出空气）发生自发

的低温氧化（LTO）放热反应，消耗氧气生成碳的氧化物，反应生成的热量使油藏温度升高。王玉婷[17]

通过数模研究发现，地层含油饱和度为 0.7 时，注入的空气可与地层原油低温氧化反应提高地层温度

50~80℃。 

由图 5 可以看出，SKY-1 泡沫剂老化 7 天后的起泡性能远低于老花前，而继续老化更长时间，随着

老化时间增长，起泡性能逐渐变弱，但变化幅度不大。但老化 7 天、14 天后的半衰期与老化前减弱幅度

较小。温度敏感性实验表明，SKY-1 泡沫剂老化不同时间后具有相同的规律：温度升高，起泡性能减弱，

半衰期缩短。一般来说，温度升高，液体体积膨胀，分子间距增大，活性剂分子动能增加，降低了液相

粘度，从而起泡体积增大[18]。但实验结果与之相反。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实验温度过高，高于水相蒸发温

度，导致部分表面活性剂分解，浓度降低，起泡性能减弱；温度升高，分子间作用力减弱，表面活性剂

分子容易摆脱水分子的束缚，液相粘度减小，液膜极易破裂；Gibbs 公式表明，温度升高对于表面活性

剂分子在气液界面上的吸附层结构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使得表面吸附量减少，泡沫稳定性减弱。另

外，温度升高，液相蒸发加剧，液膜排液机理增强，液膜更易破裂，使得泡沫剂的起泡性能和稳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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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减弱[19-20]。 

SKY-1 泡沫剂老化不同时间后，测定每个温度下的起泡体积和半衰期与相应温度下未老化的起泡体

积和半衰期进行对比，计算相应温度下的起泡体积及半衰期的变化率见图 6，表征低温氧化热效应带来

的高温老化对 SKY-1 泡沫剂的伤害程度。由图 6 可以看出，起泡体积的变化率要远远高于半衰期的变化

率，高温老化作用对 SKY-1 泡沫剂性能造成了伤害，但对半衰期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起泡体积的影响。

高温条件下，泡沫的破灭机理主要为液膜排液。高温老化作用加剧泡沫剂溶液中水分蒸发，液膜表面粘

度降低，弹性模量减小，表面活性剂分子在水气表面的吸附量减少，表面张力升高，破坏了泡沫的稳定

性[21]；另外，老化时容器中残留空气含有氧气，也会对表面活性剂分子产生氧化作用，破坏其分子结构，

导致老化作用后泡沫剂的起泡性能和稳泡性能均减弱。高温老化 14 天后，SKY-1 泡沫剂在最高实验温

度 140℃下的起泡体积为 46.47mL，半衰期为 39.7min，说明 SKY-1 泡沫剂耐老化性能良好，适于注空

气泡沫用。 

 
图 5 SKY-1 泡沫剂老化不同时间后的性能随温度变化的曲线（老化温度 140℃） 

 
图 6 相比老花前 SKY-1 泡沫剂老化不同时间后性能的变化率（老化温度 140℃） 

2.3 岩芯驱替实验泡沫效果测试 

实验室中使用玻璃器皿测量泡沫剂起泡体积、泡沫半衰期等对泡沫剂性能进行静态实验评价，而泡

沫在玻璃器皿中的性能和在油藏多孔介质中的性能有很大差别，如泡沫液膜的黏度不同、气液分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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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特别是高温下水分蒸发剧烈，玻璃器皿的空间较大，对玻璃器皿中的泡沫剂溶液的浓度影响较大。

因此在实验室用玻璃器皿评价泡沫性能具有很大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反映泡沫在油藏多孔介质中

的性能[22]。从油田实际和经济两方面考虑，现场施工中注入浓度以保持在 0.5%~1.0%为好[23]。考虑到注

入操作过程中的损失造成浓度减小，选取两者综合指数相等的浓度点 1.0%进行岩心驱替实验，评价油

藏多孔介质中的封堵能力。两种泡沫剂注入不同孔隙体积倍数的阻力因子变化结果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分别注入相同孔隙体积倍数的两种泡沫剂，SKY-1 泡沫剂的阻力因子高于 SKY-2

泡沫剂。另外，高温条件下 SKY-2 泡沫剂的阻力因子波动较大，其稳定性不如 SKY-1 泡沫剂。半衰期

是泡沫在多孔介质中“寿命”长短的表征，岩心驱替实验结果表明：不必单纯追求较长半衰期的起泡剂[24]。

多孔介质中，泡沫剂溶液处于气液流动接触状态，起泡和消泡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因此泡沫半衰期适

中的条件下，生成泡沫丰富的起泡剂也能够有效封堵地层。随着注入孔隙体积倍数增大，SKY-1 泡沫剂

在多孔介质中生成的泡沫量增多，能够封堵更多的孔隙，造成阻力因子增大，泡沫的封堵能力更强。因

此从封堵能力角度来看，宜选用 SKY-1 泡沫剂。 

从静态实验结果来看，浓度为 1.0%的 SKY-1 泡沫剂的起泡体积为 70mL，半衰期为 28min，综合指

数为 1467mL·min，泡沫性能良好；从岩心驱替实验结果来看，注入 2PV 空气泡沫时的阻力因子达到 73，

封堵能力较好。因此后续实验选用 SKY-1 泡沫剂，其最佳质量浓度为 1.0%。 

 
图 7 SKY-1 和 SKY-2 两种泡沫剂阻力因子随注入 PV 数的变化曲线（140℃，16MPa） 

3 结论 

（1）SKY-1、SKY-2 两种泡沫体系性能均优于常用的 SDBS 泡沫剂。不同浓度泡沫剂在机械剪切作

用下具有不同性能，存在最优浓度点的起泡性能和稳泡性能最佳。 

（2）低温氧化热效应减弱了泡沫的流度控制能力，其对起泡性能的影响重于对稳泡性能的影响。

SKY-1 泡沫剂抗高温、耐老化性能良好。 

（3）高温地层条件下，气液处于接触状态，气体时刻剪切泡沫液，对泡沫剂的流变能力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使泡沫具有极强的封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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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LTO thermal effects on air foam mobility 

control capability 

Shuaijie Su1*, Wanli Kang, Shaoran Ren, Yanyong Wang, Guodong Cui, Panfeng Zhang, Xiyi Peng, Yang 

Zhang2* 

(1.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China; 2. Dagang Oilfield 

Company Oil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 Tianjin, 300280, China) 

Abstract: Air foam flooding technology could serve a dual function of air injection and foam flooding, 

particularly the thermal effects caused by low temperature oxidation of air and oil are so significantly to 

increase 50~80℃ of the formation temperature. The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 caused by thermal effects 

enlarges foam viscosity and surface tension, so weakens foam mobility control capability. The paper has 

selected the more excellent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t air foam agent from two agent systems by static and 

dynamic experiments while they were compared with the sodium dodecyl benzene sulfonate that is 

commonly used. The results showed: compared with foam stability, thermal effects of low temperature 

oxidation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foaming ability. 

Key Words：air foam; low temperature oxidation; thermal effects; aging effect; foam mobi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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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液态 CO2增稠压裂液流变机理分析 * 

崔伟香
**
  王春鹏  卢拥军  邱晓惠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廊坊 ） 

摘要：相比于常规以水为介质的压裂液体系，100%液态 CO2 为介质的无水压裂液具有低伤害、防水敏、

增加地层能量、地层内流体改质及减少水的依赖等优势，成为未来的压裂液技术发展方向。本文针对液

态 CO2无水压裂工艺技术对压裂液增稠技术需求，采用表面活性剂增稠剂，通过高压管路流变实验，模

拟液态 CO2压裂液在管路内的增稠过程，研究液态 CO2 流变机理。实验结果证明：(1)在液态 CO2 中加

入稠化剂能提高干法压裂液的粘度，增稠后的液态 CO2 的粘度最高可以达到 20mPa.s，增粘倍数在 86～

498 之间，液态 CO2增稠压裂液呈现出剪切稀化特性，液态混合体系的有效粘度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减小，

呈指数规律递减的趋势。(2) 液态 CO2增稠压裂液体系的流动指数 n 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而稠度系数

k 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 

关键词：液态 CO2；干法压裂；液态 CO2增稠体系；高压管路流变测试；有效粘度；流动指数 

 

前言 

相比常规压裂工艺，这种以 100%纯液态 CO2 作为增稠携砂压裂液的干法压裂技术，以压后易返排，

对储层无固相残留及低伤害等特点，成为水敏性低渗致密油气藏具有良好增产效果的一种压裂方式[1]，

目前该技术受到了极大地关注。然而，干法压裂也存在一些问题，CO2粘度低，携砂能力差、液体容易

滤失、泵注压力高[2-4]。如果干法压裂液的粘度能得到有效提高，将大大促进水敏性低渗透油气藏和低

压油气藏的有效开采和油气的增产。因此，如何提高干法压裂中压裂液的粘度而又保持干法压裂的无伤

害特性成为干法压裂技术研究中的重点问题。欲提高干法压裂中压裂液的粘度，须对干法压裂液进行改

良，本文通过开发一种新的表面活性剂增稠剂提高 CO2 的粘度，并通过室内管流实验研究高温高压下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的流变及增稠机理，这对我们更好的认识和评价稠化交联液的增粘效果具有重

要意义。 

1 液态 CO2 增稠机理 

液态 CO2 的物性与有机溶剂的性质类似，CO2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中的交联形成的棒状或蠕虫状胶

束的亲水基团被水分子吸引[5]，同时亲 CO2 基团受到 CO2 分子的吸引，导致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增加，

CO2 粘度增加[6]。整个体系的粘度变化主要来源于表面活性剂胶束空间结构的变化及 CO2液滴的形变， 

CO2 作为混合体系的外相是可以忽略其粘度特性受剪切作用的影响的，所以对于实验条件下混合体系的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低渗、特低渗透油气田经济开发关键技术》（2011ZX050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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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稀化特性主要源于剪切作用对表面活性剂胶束空间结构的破坏，使得空间网状结构逐渐拆散成为单

一胶束或增大胶束筛孔体积密度，并且胶束的流向在剪切作用下由之前的空间均向性而逐渐趋于一致，

减低流动阻力，流体粘度随之减小[7]。 

2 实验装置及原理  

2.1 高压管路压裂液实验系统 

实验系统实物图和系统总图如图 1 所示，进行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的流变实验时，系统的主

体流程为：液化 CO2经柱塞泵加压后与来自加药泵的添加剂在管路中进行混合，随后进入系统回路的电

加热段升温。压裂液进入水平的流变特性测试段进行流变特性的测量。特定实验长度上的摩擦压降通过

EJA 差压变送器进行实时采集，并送入计算机显示和存储。系统的压力由背压阀控制。实验测试完成后，

压裂液经背压阀降压后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2.2 流变特性原理  

非牛顿流体流变性能的测量可以采用各种仪器进行，如毛细管式流变仪、旋转圆筒粘度计、控制应

力流变仪等，它们各有特点。毛细管式流变仪适用于低、高剪切速率区域，特别适用于高剪切速率范围，

并且能在升压、升温时进行测量[8]，因此成为本文研究实际压裂条件下 CO2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流变特

性的首选方法（注：压裂施工过程中，在 78mm 油管中采用 2.5m3/min 的泵注流量，管路内的剪切速率

约为 894s-1）。 

 

 
 
1. CO2 气瓶 2. 高压针阀 3. 压力表 4. 降温槽 5. 热电偶 6. 过冷罐  7. CO2 柱塞泵 8.添加剂灌 9. 

加药泵  10.电极 11. 电流变压器 12. EJA 差压变送器 13. 背压阀 

图 1 高压管路压裂液实验系统总图 
为了表征 CO2 干法压裂液的流变特性，采用了不会因压裂液的制备、热稳定性以及剪切形变等不确

定性影响而产生较大误差的幂律模型[9]。 

粘性流体圆管层流的基本方程为： 

( ) 2
3 02

w

w

DU f d
τ

τ τ τ
τ

= ∫
                                         

（1） 

式中U 为流体在管中的平均流速， D为管道直径， wτ 为壁面切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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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变换得 

( )3 2

0

1 8
4

w

w
U f d
D

τ
τ τ τ τ= ∫

                                        
（2） 

式（2）就是管式流变仪的基本公式。 

幂律流体其本构方程为： 

( )
1
n

f
k
ττ  =  

                                                   
（3） 

将式（3）代入管式流变仪的基本公式（2）并积分后两边取对数 

3 1 8lg lg lg
4

n

w
n Uk n

n D
τ

 + = +   
                                    

（4） 

式中，壁面切应力 wτ 为： 

4w
pD
L

τ ∆
=

                                                    
（5） 

测得压降 p∆ 、流量 Q 后，整理成 ( ) ( )lg 4 ~ lg 8pD L U D∆ 的关系曲线，见图 2，由直线斜率 θtg
和截距 B 即可确定幂律流体的流变特性参数n 和 k 。其中 

n tgθ=                                                        （6） 

3 1
4

nnk B
n
+ =  

                                                 
（7） 

图 2 幂律流体流动曲线（对数坐标） 

3 实验结果及流变学分析 

3.1 液态 CO2 压裂液体系流变特性测试结果 

由于液态 CO2 干法压裂实际施工中，常常将高压下的过冷液态 CO2 与添加剂进行混合后注入地层进

行压裂，在管流过程中影响 CO2干法压裂液流变特性的因素很多，诸如温度、压力、稠化剂加量、剪切

速率等这些宏观因素[10]，以及稠化剂微观结构、表面活性剂的类型等内在因素，相比而言，在工程应用

等过程中压裂液的宏观因素的影响更能决定压裂液的性质，因此，实验过程中着重考虑了温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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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速率、稠化剂比例这几个因素对压裂液流变特性的影响规律。 

实验过程采用了 8 mm 的管径进行测试，由表 1 实验结果可以看到，液态 CO2 增稠压裂液的有效粘

度值在 7.654～20.012 mPa.s 之间，研发的增稠剂表现出了较好的增粘效果，相比于纯液态 CO2压裂液粘

度增加了 86～498 倍。  

3.2 剪切速率对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有效粘度的影响 

图 4 (a)和(b)分别是温度为 15 ℃，压力分别为 10 MPa 和 20 MPa 时的液态 CO2稠化压裂液的有效

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规律曲线，图中 ГTH表示添加剂加量。由图中可以看出，不同温度下的液态 CO2

稠化压裂液的有效粘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而呈指数规律降低[11]，充分说明了液态 CO2 稠化压裂液是一

种典型的剪切稀化非牛顿流体，而且在剪切速率低于 500 s-1时的变化趋势明显要比剪切速率高于 500s-1

时的变化趋势剧烈，在实验温度和压力条件下， CO2 是以纯液态形式存在的，Chen[12]等学者研究表明，

CO2 的物性与有机溶剂的性质类似，如图 3 所示，液态 CO2 增稠体系中，交联形成的棒状或蠕虫状胶束

的亲水基团被少量的水分子吸引，同时亲 CO2基团受到 CO2分子的吸引，导致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增加，

CO2 粘度增加。整个体系的粘度变化主要来源于表面活性剂胶束空间结构的变化及 CO2液滴的形变，考

虑到液态的 CO2流体的性质更近似于牛顿流体性质，即 CO2作为混合体系的外相是可以忽略其粘度特性

受剪切作用的影响的，所以对于实验条件下混合体系的剪切稀化特性主要源于剪切作用对表面活性剂胶

束空间结构的破坏，使得空间网状结构逐渐拆散成为单一胶束或增大胶束筛孔体积密度，并且胶束的流

向在剪切作用下由之前的空间均向性而逐渐趋于一致，减低流动阻力，流体粘度随之减小。 

表 1  不同条件下 CO2 稠化体系粘度测试值 

压力 
MPa 

温度 
℃ 

稠化剂 
% 

剪切速率 
s-1 

压裂液粘

度 
mPa·s 

液态 CO2

粘度 
mPa·s 

增粘 
倍数 

10 15 1.0 
220 15.986 

0.0892 
179.2 

10 15 1.0 
442 9.996 

0.0892 
112.1 

20 15 1.25 
219 16.669 

0.1081 
154.2 

20 15 1.25 
552 11.759 

0.1081 
108.8 

20 0 1.5 
393 

20.012 0.1313 
152.4 

20 17 1.5 
224 

7.79 0.0861 
90.5 

20 30 1.5 
393 

8.461 0.0891 
95.0 

20 40 1.5 
446 

8.987 0.0783 
114.8 

20 61 1.5 
224 

11.8 0.0236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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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70 1.5 
393 

8.567 0.0524 
163.5 

20 100 3.0 
393 

8.120 0.0372 
218.3 

 

 
图 3 液态 CO2中表面活性剂胶束的结构 

  
  (a)                         (b) 

图 4 有效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规律曲线 

3.3 温度对 CO2 压裂液体系粘度的影响 

在实际压裂施工中，常常将高压下的过冷液态 CO2与增稠剂进行混合后由油管注入地层进行压裂，

随着压裂液进入地层，温度逐渐升高，高压 CO2 由过冷液态完全转变为超临界状态，而两种状态下的

CO2 在混合液中所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因此，在研究温度对液态 CO2压裂液有效粘度的影响时分为两

个过程进行分析，并把 CO2 处于液态和超临界状态下的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分别定义为液态和超

临界条件下的混合体系。 

首先讨论液态混合体系的粘度受温度的影响，图 5 为压力 20 MPa，稠化剂比例 3%的混合体系有效

粘度随温度的变化规律曲线，温度范围为 0～100℃，剪切速率分别为 393s-1～446s-1。由图中可以看出，

液态混合体系的有效粘度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减小，呈指数规律递减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温度对表面活性剂流变特性的影响，根据 Harris 的研究，温度对表面活性剂的影响完全符合 Arrhenius

关系式，即温度和粘度之间满足关系式 ( )exp /v f gA E R Tµ = ，温度升高，增加了表面活性剂分子的运

动活性，随之加速表面活性剂胶束网状结构的破坏及胶束的断裂，使得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活化能减小，



 

298 
 

综合表现出混合体系的有效粘度的降低，即液态混合体系的粘温特性主要来源于温度对表面活性剂粘度

特性的影响。 

        

图 5 有效粘度随温度的变化规律曲线   图 6 不同压力下有效粘度随剪切速率变化规律曲线 

由图 5可以看出，当温度达到临界温度 31℃后，超临界条件下的混合体系的粘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增大，然后，随着温度的增加超临界条件下混合体系的粘度逐渐减小，变化幅度较小，最后趋于稳定值。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温度高于临界温度后，CO2 发生相变，由液态转变为超临界状态，整个体系的粘

度作用机理发生突变。由图中可以看出，混合体系的相变区温度范围在 30～40℃之间，要稍微高于临界

温度，这主要是因为 CO2的相变是个渐进的过程，温度稍高于临界温度后，一方面 CO2会因相变而引起的

胶束结构的变化，使得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增强对于粘度具有一定的增强，另一方面温度的升高会降低体

系的活化能使得体系的粘度随温度的增大而减小，因此综合两方面的影响表现为在 40℃之前前者的影响

占主导作用，继续升高温度后者的作用就开始占据了主导作用。 

3.4 压力对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有效粘度的影响 

实验测试了 10 MPa、15 MPa 和 20 MPa 下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的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图 6

为稠化剂比例为 1.5 %，温度为 15 ℃时不同压力下的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粘度曲线，从不同曲线

对应点的粘度变化来看：压力的增大对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粘度的影响较小，有效粘度只有较小幅

度的增大，尤其当剪切速率小于 300 s-1，粘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压力升高引起粘度的增加主要有两个

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压力对稠化剂在 CO2 中的溶解性的影响，压力越高，稠化剂在 CO2中的溶解性越

强，因此，压力的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增粘效果，同时，增压会使整个混合体系的结构变的更加致

密，分子间距变小，使粘度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大；二是压力对表面活性剂内部胶束空间结构的影响。基

于王凯[6]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压力可以有效的改变表面活性剂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使得胶束结构及胶束形

态发生转变，可以引起胶束体系的相变，提高胶束结构的稳定性。表现出压力的增大对表面活性剂空间

网状结构的加强，减缓了剪切作用对网状结构的破坏作用，使得混合体系的粘度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大。 

3.5 流变参数计算及影响分析 

由以上的实验研究可以看出，压力、温度均对液态 CO2 压裂液的流动特性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程度

不同，温度对 CO2 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的流变特性影响最大，而当温度单独与流变参数关联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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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函数
2

1 2 3exp( )a a x a x+ +
的形式，因而本文在给定压力和稠化剂比例的条件下，对温度影响下的

体系流变参数进行了拟合。 

应用上述参数模型对流变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分别得出了液态 CO2 压裂液在不同条件下的流变参数

模型： 

(1) P=10MPa，ГTH=3.0%的条件下： 

2

exp 1.557 1.7749 0.9907
cr cr

T Tn
T T

  
 = − + −  
   

                （8）         

exp 0.4489 0.933
cr

Tk
T

 
= − − 

 
                               （9）         

其中Tcr=31.2 °C。上述两式的平均计算误差分别为1.28/%及0.3%，且其适用范围为：0℃≤ T ≤ 30℃，

P=10MPa，ГTH=3.0%。 

(2) P=20MPa，ГTH=3.0%的条件下： 

2

exp 1.6702 1.9053 1.0279
cr cr

T Tn
T T

  
 = − + −  
   

                    （10）       

exp 0.3803 0.9289
cr

Tk
T

 
= − − 

 
                             （11）       

其中 Tcr=31.2 °C。上述两式的平均计算误差分别为 1.3%及 2.97%，且其适用范围为：0℃≤ T ≤ 30℃，

P=20MPa，ГTH=3.0%。 

由上面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并分析了温度对液态 CO2 压裂液的流变参数的影响，图 7、图 8 是稠化

剂比例为 3.0%，压力分别为 10MPa 和 20MPa 时液态混合体系流动指数及稠度系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温度对流变参数影响较大，随着温度的升高，流体的流动指数增大，稠度系数随

之减小，说明温度的升高使得液态混合体系的非牛顿性减弱，从作用机理上来看跟前面温度对液态混合

体系的粘度特性的影响机制是一样的。 

              

图 7 液态混合体系的流动指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图 8 液态混合体系的稠度系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图 9、图 10 是稠化剂比例为 3.0%，压力分别为 10MPa 和 20MPa 液态 CO2 压裂液在超临界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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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指数及稠度系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由图中可以看出，超临界条件下随着温度的升高，流动指数的

变化范围在 0.4～0.5 之间，稠度系数变化范围在 0.18～0.28 之间，超临界混合体系的流变参数随着温度

的变化规律与液态混合体系一致，表现为随着温度的升高，流体的流动指数增大，稠度系数随之减小，

但是流变参数的变化幅度较小。 

            
图 9 超临界条件下混合体系流动指数随温度变化曲线    图 10 超临界条件下混合体系稠度系数随温度变化

曲线 

4 结论及认识 

(1) 新型表面活性剂增稠剂能够使液态 CO2 形成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通过表面活性剂在液态 CO2

形成的棒状或蠕虫状胶束增加体系粘度。 

(2) 与纯 CO2 相比，加入稠化剂后，CO2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的增粘倍数在 86～498 之间，CO2稠

化交联液混合体系呈现出剪切稀化的特性。压力的增大对 CO2稠化交联液混合体系粘度的影响较小，有

效粘度只有较小幅度的增大；液态混合体系的有效粘度随着温度的增长而减小，呈指数规律递减的趋势。

众因素中，剪切速率和温度对压裂液流变特性的影响最大。 

(3) 温度对流变参数影响较大，无论是液态还是超临界条件下，液态 CO2压裂液流动指数 n 随温度

的升高而增大，而稠度系数 k 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压力和稠化剂比例对流变参数的影响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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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100% liquid CO2 based gel 

fracturing fluid 

Cui Weixiang*, Wang Chunpeng, Lu Yongjun， Qiu Xiaohui    

（1. Langfang Filial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Langfang，Hebei 

065007，P R of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O2 fracturing gel performance, a gel agent suitable for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liquid CO2 was developed, and the CO2 gel fracturing fluid was 

simulated by using high pressure pipe flow experimen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1) adding gel 

agent in liquid CO2 can improve the dry fracturing fluid viscosity, liquid CO2 increase thickening and for 

thick fracturing fluid viscosity ratio between 86 ~ 498, liquid CO2 increase viscosity of fracturing fluid 

mixing system showed shear thinning characteristics. Pressure increases or thickening agent volume 

fraction increases of CO2 thickening of cross-linked liquid mixture viscosity has little effect and the 

effective viscosity of liquid mixtures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a exponential decreasing 

trend. (2) the flow exponent n of the CO2 gel fracturing fluid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while the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K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and the pressure and the 

thickening agent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rheological parameters. 

Key words:  Liquid CO2 Waterless fracturing; Liquid CO2  gel fracturing fluid; High pressure 

pipeline test; Effective 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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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气溶表面活性剂和共溶剂的溶解度及粘度特性研究 * 

张攀锋 1  章杨 2  张亮 1  王彦庆 3  康万利 1  苏帅杰 1  任韶然 1** 

（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山东青岛 266580；2.大港油田采油工艺研究院，天津大港 

300280；3.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山东东营 257001） 

摘要：针对低渗透油藏水敏及水基泡沫流体可注性差的问题，利用超临界 CO2 的良溶剂的特性，可采用

气溶性表面活性剂，将表面活性剂携带及注入到地层。利用高压高温可视化反应釜及分光光度仪测定了

不同表面活性剂和共溶剂在高压 CO2 中的溶解性能，并利用高压细长管粘度测试装置，测试了高压下

CO2、共溶剂和表面活性剂混合体系的粘度。结果表明，醇类共溶剂的加入可以明显提高化学剂在 CO2

中的溶解度；高压下乙醇与 CO2可以互溶，其增粘作用有限；乙二醇的加入有助于极性表面活性剂的溶

解，但其在 CO2 中的溶解度有限，乙醇、乙二醇和表面活性剂溶液在 CO2中以互溶聚集体的形式存在，

能使混合体系粘度明显提高。  

关键词：CO2泡沫；共溶剂；表面活性剂；流变仪；流度控制 

1. 前言 

将 CO2注入到油藏中驱替原油是一种有效的提高采收率的方法 0。但由于地层非均质性及 CO2的流

度比原油和水高，在油层内会出现 CO2 气窜和粘性指进现象，影响了 CO2驱提高采收率的效果。泡沫驱

可以有效的控制气体流度和改善气驱效率。但对低渗和超低渗油藏，地层水敏性强及水基溶液的可注性

差，限制了常规 CO2 泡沫技术的应用，因而提出了用 CO2 气溶性泡沫剂的方法，即利用 CO2 的溶剂特

性，将表面活性剂溶解于高压 CO2 中运送到地层，当与地层水接触后，就地形成 CO2 泡沫或乳化液。 

早在 1967 年，Bernard 等就研究并提出了将表面活性剂溶解到 CO2中的方法 0。目前研究的气溶性

表面活性剂包括分枝状和直链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碳氢基亲 CO2 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等，该类化学剂

在高压下能少量溶解于 CO2 中 0，并具有较好的泡沫性能。 

气溶性表面活性剂在 CO2中的溶解性直接关系到其应用效果。溶解度过低将影响表面活性剂的携带，

使其在地层中不能形成有效泡沫。一般纯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的溶解度很低，需要利用极性较小的低分

子溶剂（如醇类混合物），增加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的溶解度 0。 

本论文通过添加醇类共溶剂方法提高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的溶解度，并采用改进的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溶解度测试方法及细长管粘度仪，测定不同表面活性剂和共溶剂在高压 CO2中的溶解性能，及其

混合体系的流变性能，为基于气溶性表面活性剂的 CO2 泡沫驱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 

2. 实验设备与方法 

2.1 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的溶解度测试 

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溶解度测量装置的流程图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高压可视化反应釜、气液注入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21273286，51174225）和和国家油气重大专项（编号：2016ZX05056004-003）共

同资助。 
**通讯作者，任韶然，rensr@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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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取样器、吸收管、气体流量计和分光光度计。 

 
图 1  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的溶解度测量装置流程图 

2.2 CO2 混合体系粘度测定 

通过毛细管法测量 CO2、共溶剂、表面活性剂及其混合体系的粘度。实验流程图如图 2 所示。主要

包括：盘管实验设备、恒温箱、平流泵、压差变送器、回压控制阀。 

 
图 2  高温高压细长管流体粘度测定装置示意图 

实验中，以恒定流量向细盘管中注入流体时，控制流体处于低速流动状态时，可近似将其视为层流

状态，利用压差变送器测量并记录细盘管两端的压差。流体粘度计算公式如下： 
4

128
p d

QL
πµ ∆

=                               （1-1） 

式中，µ 为流体动力粘度，Pa s⋅ ；d 为细管内径，m；Δp 为细管两端压差，Pa；Q为流量，
3m /s ；

L 为细管长度，m。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溶解能力 

在一定温压条件下，乙醇可与 CO2 互溶，是一种很好的共溶剂；乙二醇可部分溶于 CO2中，但与乙

醇互溶，可作为一种溶解辅助剂。实验测试了两种表活剂（N-NP-10c 及 N-P-12）在 CO2中的溶解度。 

N-NP-10c 是一种极性较低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可以完全溶解于乙醇中，即用乙醇作为共溶剂

可提高其在 CO2 中的溶解度。N-P-12 也是一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但分子中有多个羟基基团，使其亲

水性更强，需要采用乙醇和乙二醇的混合物作为共溶剂（混合比例 60wt%：40wt%）。在 40℃及不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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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条件下，测定了在共溶剂存在时的 N-NP-10c 和 N-P-12 在 CO2 中的溶解度，结果如图 3 所示。 

实验中观察到 N-NP-10c 的乙醇溶液在实验条件下能与 CO2混相。图 3 数据表明，在 40℃，共溶剂

条件下，N-NP-10c 和 N-P-12 在 CO2 中的溶解度都随着压力的升高而增大，但压力对 N-P-12 溶解度的

影响更大。与无共溶剂条件下的溶解度结果相比，共溶剂的加入使 N-NP-10c 在 CO2中的溶解度提高了

11 倍。这是由于乙醇可以增强 CO2 和表面活性剂之间的氢键作用，提高溶质与溶剂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由此可见，在醇类共溶剂作用下，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可以在 CO2中能够获得相对高的溶解度。考

虑到泡沫剂的有效浓度为 1%左右，最佳气液比为 1:1 的泡沫形成条件，如果溶于 CO2 中表面活性剂的

浓度高于 1%，便能够在地层中形成有效泡沫。 

 
图 3  表面活性剂 N-NP-10c 和 N-P-12 在不同压力和共溶剂作用下在 CO2 中的溶解能力（40℃） 

3.2 表面活性剂、共溶剂对 CO2 混合流体粘度的影响 

在 20℃，20MPa 条件下利用细长管装置测量了水、乙醇和 CO2 的粘度，并将实验数据与文献中数

据 0 进行了比较，如表 1 所示，二者的相对误差在 5%以内，由此确定了实验设备与方法具有较高的精

确性，可以利用其进行表面活性剂、共溶剂和 CO2混合体系的粘度测量。 

在 40℃，20MPa 条件下利用毛细管法测定的表面活性剂、共溶剂和 CO2混合体系的粘度结果如表 2

所示。在 CO2 中加入乙醇后其粘度略有提高（约为 1.7 倍），而乙二醇的加入对于 CO2粘度的提高效果

更强。这是由于乙醇在实验条件下可以与 CO2 实现混相，而乙二醇在 CO2中的溶解度有限。另一方面，

当在 CO2 和共溶剂的混合体系中加入少量的表面活性剂后，粘度大大提高。例如，在 CO2 和共溶剂的混

合体系中加入 1.8wt%的 N-P-12 后，其粘度约提高了 3 倍。当向体系中加入少量挥发性介于溶质和 CO2

之间的共溶剂时，溶质在 CO2中的溶解度会提高。这是由于 CO2中存在的表面活性剂会以聚集体的形式

存在，而 CO2/表面活性剂/共溶剂组成的体系可以看作为微乳液。在这种情况下，共溶剂作为一种两亲

物质聚集在微乳液上表面活性剂的表面，进而促进表面活性剂分子形成聚集体，提高其在 CO2 中的溶解

度 0。这一结果表明，与电解质在水中的溶解不同，表面活性剂在 CO2 和共溶剂混合体系中的溶解是基

于复杂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类似于泡沫或者乳状液，对 CO2 具有明显的增稠作用。 
表 1  20℃和 20.0 MPa 条件下水、乙醇和 CO2粘度的实验值与文献值 

序号 流体 
流量/

（mL/min） 
Re 压差/（kPa） 

实验粘度值/
（mPa·s） 

文献粘度值/
（mPa·s） 

相对误差

/% 
1 水 1 15.97 17.149 1.030 0.99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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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醇 1 9.16 23.464 1.409 1.344 4.84 
3 CO2 0.5 72.81 0.875 0.105 0.101 3.96 

 
表 2  40℃，20.0 MPa 条件下共溶剂、表面活性剂和 CO2混合体系的粘度值 

序号 流体 

流量（CO2/ 

共溶剂） 

/（mL/min） 

CO2 中各组分含量 

（乙醇/乙二醇/表面

活性剂） /wt% 

Re 压差/kPa 
粘度 

/（mPa·s） 

1 CO2 0.5 0/0/0 104.81 0.652 0.078 

2 CO2+乙醇 1.5/0.1 5.24/0/0 239.48 2.883 0.108 

3 CO2+乙醇 1.0/0.1 7.86/0/0 155.48 2.086 0.114 

4 CO2+乙醇 1.0/0.2 15.72/0/0 144.58 2.626 0.131 

6 CO2+(乙醇:乙二醇=60 %:40 %) 1.5/0.1 3.66/2.44/0 180.67 3.853 0.145 

7 CO2+(乙醇:乙二醇=60 %:40 %) 1.0/0.1 5.49/3.66/0 100.24 3.275 0.179 

8 
CO2+( N-P-12:乙醇:乙二醇

=20 %:48 %:32 %) 
1.0/0.1 4.32/2.88/1.80 36.08 9.086 0.496 

4、结论 

1）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溶解度结果表明，提高压力或者加入共溶剂能够提高表面活性剂在 CO2 中

的溶解度。对于极性较低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乙醇是一种较好的共溶剂。而对于极性较高的表面活

性剂，在乙醇的基础上加入乙二醇形成复合共溶剂，能够提高极性较高的表面活性剂在 CO2中的溶解度。 
2）高压下乙醇与 CO2 可以互溶，其增粘作用有限；乙二醇的加入有助于极性表面活性剂的溶解，

但其在 CO2中的溶解度有限，乙醇、乙二醇和表面活性剂溶液在 CO2 中以互溶聚集体的形式存在，类

似于泡沫或者乳状液，能使混合体系粘度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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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bility and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surfactants and co-solvents in 

CO2 at high pressure 

PANFENG Zhang1, YANG Zhang2, LIANG Zhang1, YANQING Wang3, WANLI Kang1, SHUAIJIE Su1, 

SHAORAN Ren1* 

(1.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580,China; 2.Oil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Dagang Oilfield,Tianjin,300280; 3, Sinopec 

Shengli Oilfield Company, Dongying, Shandong, 257001, China; ) 

Abstrac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water sensitivity and poor injectivity of water-based foam fluid in 

low-permeability reservoirs, gas-soluble surfactants can be injected into the formation with supercritical 

CO2 due to its favourable solubility. The s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surfactants and co-solvents in 

high-pressured CO2 were exam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high press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foam reactor and spectrophotometer. The viscosities of the mixture system of CO2, co-solvents and 

surfactants were then measured under high pressure conditions with high pressure long slim tube 

rheomete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cohol-based co-solvents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solubility 

of surfactants in CO2. Ethylene glycol is favourable for the solution of polar surfactants, although it has 

limited solubility in CO2. Ethanol, ethylene glycol and surfactants exist in CO2 as the status of 

mutual-soluble aggregation, greatly increasing the viscosity of the mixture system. 

Key words: CO2 foam ; co-solvent; surfactant; rheometer; mobi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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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水滴对含蜡原油析蜡胶凝过程影响研究 * 

孙广宇  李传宪 **  杨飞  陈亚群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青岛 266580） 

摘要：在低温集输条件下，含蜡原油与水形成的 W/O 乳状液易发生胶凝，对流动保障造成威胁。本文

主要聚焦于不同含水率原油乳状液的析蜡胶凝过程。通过 DSC 实验，研究了含蜡原油乳状液的析蜡点

以及达到胶凝温度时的析蜡量随含水率的变化。研究发现，随着含水率增加，含蜡原油乳状液的析蜡点

明显上升，证明液滴的存在为石蜡提供了必要成核点，使蜡晶更易析出。达到胶凝温度时，含蜡原油乳

状液的析蜡量随着含水率的增加而显著降低，结合显微实验，证明胶凝机理存在差异。 

关键词：含蜡原油；乳状液；析蜡；胶凝 

1 引言 

在油田集输过程中，油水两相普遍以乳状液的形式存在。众所周知，含蜡原油的流变性质受温度影

响显著。当温度降至析蜡点以下，含蜡原油中的蜡分子将因溶解度降低而过饱和结晶析出，吸附在液滴

界面上，或在液态油中相互联结，形成海绵状三维网络结构，使原油乳状液因失去流动性而发生胶凝。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随着原油乳状液中含水率增加，其胶凝温度[1,2]或者凝点[3]会显著升高。然而，

以往的研究都将焦点放在相同温度条件下含蜡原油乳状液的流变性随含水率的变化上[1-4]，而对含蜡原

油乳状液胶凝的过程，目前尚未出现相关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针对含蜡原油及其所形成的不同含水率乳状液的胶凝过程进行研究，尝试弄清含蜡

原油乳状液的胶凝机理，以及在不同含水率时胶凝结构的差异，从而更好地为多相管道流动保障服务。 

2 实验 

经预处理的含蜡原油基础物性见表 1。 
表 1 用于制备乳状液的含蜡原油的基础物性 
物性参数 数值 

20°C 密度 (kg/m³) 872.1 

50°C 热处理后胶凝温度 (°C) 28.3 

析蜡点 (°C) 40.1 

含蜡量 (wt %) 14.33 
胶质含量 (wt %) 5.92 
沥青质含量 (wt %) 1.04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6M592270）资助。 

**通讯作者，李传宪，E-mail: lchxian@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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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含蜡原油及其不同含水率乳状液的析蜡热流曲线 

借助 DSC 测试，分析不同含水率原油乳状液在降温过程中的析蜡热力学行为。将含蜡原油及其不

同含水率乳状液的 DSC 曲线进行对比（图 1）可以明显发现，随着含水率增加，原油乳状液的析蜡点明

显上升。本研究所得的各含水率乳状液的具体析蜡点列于表 2 中。当含水率高于 40%时，测试所得的热

流曲线出现不稳定的波动现象，因此无法准确获得析蜡点。进一步测试得到含蜡原油的熔蜡点为 42.18℃，

低于 30%含水率原油乳状液的析蜡点，说明含蜡原油即使在没有过冷度的条件下，其析蜡温度仍然低于

原油乳状液。即，原油乳状液的析蜡点升高并非由于过冷度降低，而确实是石蜡的结晶温度提高了。根

据析蜡点随含水率的增加而逐渐升高可以推测，液滴为石蜡提供了必要的成核点，使得蜡晶的析出过程

变为异相成核。目前已有微观实验证实，在含蜡油乳状液的油水界面上，确实有蜡晶存在[4]，本研究为

证明蜡晶在液滴界面析出提供了又一有力证据。 

表 2 不同含水率原油乳状液的析蜡点 
含水率 (vol%) 析蜡点 (°C) 
10% 40.37 
20% 41.86 
30% 43.01 
40% 43.83 

根据 SAOS 测试结果，含蜡原油及其乳状液的胶凝温度如图 2 所示。该含蜡原油乳状液胶凝温度随

含水率的变化趋势与已有研究相一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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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含蜡原油及其乳状液的胶凝温度随含水率的变化 

根据含蜡原油乳状液的析蜡热流曲线，以及原油乳状液的胶凝温度，可以计算得到各含水率乳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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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胶凝时的析蜡量。胶凝温度时的累积析蜡量可按以下方法计算[5]：通过对 DSC 热谱图上从析蜡点到

胶凝温度区间的 DSC 热流曲线和基线包围的面积积分，可以算出原油乳状液在这一温度区间内的析蜡

结晶放热量，用此放热量除以蜡的平均结晶热，即可得到这一温度区间内的原油析蜡量，见式 1。 

G

WAT

W

d
T

Q
C

Q
=

∫
                                  （1） 

式中，CW 为析出蜡晶的浓度（析出蜡晶的质量占原油乳状液质量的百分比，wt %）；TG 为原油乳状液的

胶凝温度，°C；dQ 为温度从 T+dT 降至 T 时的析蜡结晶放热量，J/g；Q为蜡的平均析出热焓，该值取

决于蜡的组成，对于复杂的石蜡混合物，文献中推荐取 210J/g[5]。 

通过计算，得到含蜡原油及不同含水率乳状液达到胶凝时的析蜡量，见表 3。可以看出，随着分散相液

滴数量增多，原油乳状液达到胶凝状态所需析出的蜡晶质量减小。对于含蜡原油，达到胶凝状态需要析

出 1.254%质量比例的石蜡；而当液滴体积分数达到 40%后，只需析出占样品 0.486%质量比例的石蜡即

可达到胶凝。这说明原油乳状液所形成的胶凝结构与含蜡原油是不同的。 

表 3 含蜡原油及不同含水率乳状液达到胶凝时的析蜡量 

含水率 (vol%) 
胶凝温度时蜡晶析出质量占油

相总质量百分比 (wt%) 
胶凝温度时蜡晶析出质量占样

品总质量百分比 (wt%) 
0 1.254 1.254 
10 1.015 0.914 
20 0.955 0.764 
30 0.915 0.641 
40 0.810 0.486 

 
图 3 含蜡原油及乳状液在胶凝温度处的蜡晶图像：(a)含蜡原油；(b)20%含水率；(c)50%含水率 

       

图 4 原油乳状液中液滴分布：(a) 20%含水率；(b)50%含水率 

胶凝结构的不同也可通过显微照片得到验证。通过设置偏振光观察蜡晶形态（图 3）以及设置直射

光观察液滴形态（图 4），可以看出，含蜡原油在胶凝温度处析出蜡晶数量多，蜡晶之间相互联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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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随着分散相水滴增多，达到胶凝温度的样品中析出蜡晶数量逐渐减少，蜡晶颗粒尺寸逐渐变小，

而液滴数量逐渐增多，液滴之间逐渐形成聚集体。因此，高含水率乳状液与原油的胶凝本质是不同的。

对于含蜡原油而言，其胶凝过程毫无疑问是由于蜡晶网络结构的形成[6]；在低含水率时，需要更多的蜡

晶来形成网络结构，将液滴束缚其中，来达到胶凝；在高含水率时，液滴之间形成絮凝结构，只需很少

量蜡晶吸附到液滴界面上来增强界面强度即可达到胶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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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spersed Water Droplets on the Wax Precipitation and 

Gelation Process of Waxy Crude Oil 

GUANGYU Sun, CHUANXIAN Li*, FEI Yang, YAQUN Chen 

(College of Pipeline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Abstract: The W/O emulsion formed by waxy crude oil is liable to gelatinize under low-temperature 

gathering condition, which may harm the flow assurance of multiphase transportation.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wax-precipitating gelling process of waxy crude oil emulsion. It was found out through 

DSC test that the WAT of waxy crude oil emulsion is increased evidently with increasing water cut, 

proving that the droplet interface provides nucleation sites for paraffin. The accumulated precipitated wax 

amount of the crude oil emulsions rises with increasing water cut at their own gelation temperature. With 

the help of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it was certified that the gelation mechanism changes with increasing 

amount of dispersed water droplets. 

Key Words：waxy crude oil; emulsion; wax precipitation; g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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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原油混溶二氧化碳及甲烷对流变性的影响规律研究* 

杨 爽  李传宪**  杨 飞  阎孔尧  孙广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油气储运系，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随着 CO2 强化采油技术（CO2-EOR）在国内原油开采领域地逐步推广，我们需要面对并解决原油

溶 CO2 引起油品性质改变所带来的各方面问题。由于 CO2 在原油体系中具有较高的溶解性，在注 CO2

开采后，原油体系内将混溶烃类气体及大量 CO2，从而对体系的流变性产生巨大影响。本研究以长庆含

蜡原油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测试气体溶解度、油品溶胀程度、体系粘温关系与体系低温胶凝结构强度

的变化，分析 CO2 与 CH4对于长庆原油流变性的影响规律。 

关键词：二氧化碳；甲烷；溶解度；流变性 

注 CO2气驱采油是有效提高稠油及低渗油藏采收率的方法之一，通过向地层注入 CO2 气体，可以实

现油气增产和 CO2 减排的双赢效果[1]。CO2驱通过萃取和汽化轻质烃、膨胀原油、降低原油黏度、提高

岩石渗透率、溶解气驱等方式，可以显著改善原油的开发效果[2,3]。但 CO2 的注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原油体系的胶体结构，使得溶气原油流变性发生变化，进而对原油的开采与运输产生影响[4-6]。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溶气原油体系内 CO2-原油的相互作用规律与机理，进行了深

入剖析[7-9]。Miller 和 Jones[10]研究了 CO2 在三种不同稠油中的溶解性及对应的原油粘度，结果发现溶解

CO2 后，原油粘度随压力的增加而降低；24℃时，CO2 在稠油中的溶解度随压力的增加而增加直到发生

相变为止，相变时 CO2不再溶入油中。Hemmati-S A[11]等人发现，作为油藏 CO2驱规划的一个重要性质，

界面张力（IFT）极依赖于压力、温度和油藏流体组成，他们研究后认为最小混相压力（MMP）随温度

线性增长；石蜡对原油/CO2 IFT 行为有关键性影响；较低的胶沥比意味着更大的沥青质沉淀的可能性；

原油重质组分的分子量越重，观测到的 MMP 值越高。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独溶 CO2对原油性质的影响，而在油田实际生产中，原油中往往还溶有伴生

的烃类气体，油品的流变性变化规律更加复杂。本文以溶气后的长庆原油体系为研究对象，围绕原油混

溶 CO2与 CH4 后的溶气特性及流变性变化展开研究，尝试从溶气后稀释效应与溶胀效应相互促进的角度，

分析长庆原油在混溶 CO2 与 CH4 时的协同效应，为国内 CO2 驱出溶气原油的管输工艺研究提供一定的

理论支持。 

1 实验 

1.1 油样与气源 

本实验所采用油样为长庆含蜡原油，表 1 为实验测得油样的基本物性参数。 

表 1 长庆原油油样性质 

样品 
w/% 

w (析蜡量)/% 析蜡点/℃ 密度(20℃)/(kg⋅m−3) 
饱和分 芳香分 胶质 沥青质 

长庆原油 73.86 15.94 9.26 0.94 14.126 33 0.8343 
气源：CO2（青岛天源气体制造有限公司，99.8％）；CH4（青岛天源气体制造有限公司，97.8％）。 



 

312 
 

1.2 实验方法 

1.2.1 制备饱和溶气原油 

制备饱和溶气原油装置的实验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饱和溶气原油装置流程图 

1-气瓶；2-盘管；3-活塞式气罐；4-PVT 分析仪；5- 取样系统；6-手动泵；7，8，9，10-控温系统 

通过该装置制备了 0.5、1.5、2.5、3.5MPa 四个压力下，CO2 饱和溶气原油、CH4 饱和溶气原油、

n(CO2):n(CH4)=8:2 的饱和溶气原油和 n(CO2):n(CH4)=9:1 的饱和溶气原油。 

1.2.2 溶解度及体系系数测试 

①溶解度测定 

如图 2 所示，溶气原油的溶解度测定通过溶气原油溶解度测量装置来实现。 

饱和溶气原油

接高压原油
处理装置

阀3

阀2

阀1

集气口

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图 2 饱和溶气原油溶气特性测量装置 

②体积系数测定 

溶气原油的体积系数由定体积称重法确定，如式（1）所示。 

=o

V
B

M
ρ常压

常压                                   （1） 

式中，V 为溶气原油体积，mL； M常压 为脱气原油质量；
ρ常压为脱气原油的密度。 

1.2.3 粘温特性及屈服值测试 

①粘温特性测量 

利用 AR-G2 高压流变仪，以 50 s -1、88.91 s -1、158.1 s -1、281.2 s -1、500 s -1五个不同剪切速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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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溶气原油的表观粘度，并绘制粘温曲线。 

②屈服值测量 

利用 AR-G2 高压流变仪，在低于凝点下某温度恒温 30min，控制剪切应力从 0 开始，以 2.5Pa/min

的速率增加，当应变数值突变时，所对应的应力为油样屈服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溶气特性变化 

30℃时，长庆原油溶解度及体积系数随压力变化规律，如图 3、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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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溶气条件下的溶解度变化      图 4 不同溶气条件下的体积系数变化 

由图 3、图 4 中可知，随着压力的上升，长庆原油对于 CO2与 CH4的溶解度及体积系数增大；CO2

对于长庆原油的溶解度大于 CH4，且混合气体的溶解度居于两者之间；CO2对于长庆原油的体积膨胀效

果优于 CH4，但混合气体对油品的溶胀效果更佳。 

2.2 体系粘温特性变化 

不同溶气条件下，对溶气长庆原油进行粘温扫描，结果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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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溶气条件下的粘温特性变化（a.0.5MPa、b.1.5MPa、c.2.5MPa、d.3.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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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的数据说明，溶气后长庆原油粘度降低；长庆原油溶 CO2 的降粘效果优于溶 CH4；混合溶 CO2

与 CH4的降粘效果优于溶单一气体，这与体积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压力越高，不同溶气组成的降粘效

果区别越明显。 

2.3 低温胶凝结构强度变化 

对低温下溶气原油形成的胶凝结构强度进行测试，得到不同溶气条件下屈服值的变化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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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溶气条件下的屈服值变化（a.0.5MPa、b.1.5MPa、c.2.5MPa、d.3.5MPa） 

由图 6 可知，相同温度下饱和溶 CH4的原油屈服值高于饱和溶 CO2的原油；混合溶 CO2与 CH4后，油

品屈服值进一步降低。 

3 结 论 

(1)长庆原油中 CO2的溶解度与体积系数明显大于 CH4，混合溶气后，油品的溶胀效果更加明显； 
(2)溶 CO2、CH4气能降低长庆原油的粘度与屈服值，混合溶气后，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使得油品流

动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3)压力越高，长庆原油的溶解度与体积系数越大，使得不同溶气条件下粘度与屈服值的区别更加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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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2 and CH4 Dissolution on Rheology Behavior of Changqing 

Oil 

YANG Shuang, LI Chuanxian*, YANG Fei, YAN Kongyao, SUN Guangyu 

(Department of Oil &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266580) 

Abstract: As sequestration of CO2 in enhanced oil recovery applications gets its popular in China,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roblems we should face and solve, which is caused by changes of oil properties. By 

reason of the high solubility of CO2 in crude oil system, the rheology behavior of live oil vary after CO2 

injection exploitation. In this study, Changqing crude oil is analysed by testing gas solubility, swelling 

degree, viscosity-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yield value. It is conducive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CO2 gas mixture on crude oil rheology. 

Key words: carbon dioxide; methane; dissolvability; r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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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蜡原油凝点与倾点的异同分析* 

张帆 **  张钰垚  户凯  王圣洁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城市油气输配

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凝点、倾点均是评价含蜡原油流动性的主要指标，其共同点是界定含蜡原油状态发生转变的温度，

其本质是反映含蜡原油的流变性，特别是该温度的胶凝原油结构强度与受外力之间的平衡关系。但凝点

和倾点之间存在着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针对影响凝点、倾点的含蜡原油胶凝强度与外力平衡的外

部、内部因素进行了分析与实验，确定了不同含蜡量范围的原油凝点与倾点的差值关系，并对该结果进

行了实验验证。 

关键词：含蜡原油；凝点；倾点  

1 引言 

凝点、倾点都是评价含蜡原油低温流动性的温度指标，凝点是指在相应规定的条件下，被测油样失

去流动性的最高温度；倾点是指在相应规定的条件下，被测油样保持流动的最低温度。尽管二者均是界

定含蜡原油流动状态发生转变的温度，由于凝点和倾点各自有相应的测量标准和方法，不同的油样，二

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我国使用凝点，其他国家普遍使用倾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普遍将凝点或倾

点作为控制含蜡原油输送温度的重要依据，对管道安全经济地运行有较大的影响[1]。随着我国在国外石

油合作项目的日益增多，凝点和倾点常共同使用，因此厘清原油凝点和倾点的异同是十分必要的。 

2 含蜡原油的凝点与倾点 

我国原油凝点常采用 SY/T0541-2009 测试标准[2]，其测试方法和过程主要为：将加热后的原油装入

内径 25mm 的凝点试管中缓慢降温，其间每隔 2℃将垂直放置的试管置于水平位置 5s，若观测到管内原

油尚能流动，则试管恢复垂直位置继续降至下一测试温度，直至试管位于水平位置 5s，原油不出现流动

所对应的温度定为凝点。 

国外采用倾点测试标准为ASTM D97-2011标准[3]，其测试方法和过程主要为：原油装入内径30mm～

32.4mm 的倾点试管中加热至设定温度后缓慢降温，其间每隔 3℃将垂直放置的试管置于水平位置 5s，

若观测到管内原油尚能流动，则试管恢复垂直位置继续降至下一测试温度，直至试管位于水平位置 5s，

原油不出现流动所对应的温度加3℃定为倾点。二者均是以试管在水平位置保持5s原油是否流动为判据，

区别仅在于失去流动的最高温度为凝点，倾点为失去流动的最高温度加 3℃。但不意味着同一种油样的

凝点和倾点相差 3℃。已有文献表明含蜡原油的倾点和凝点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线性对应关系式[4]，其适

用的凝点范围为-10℃～30℃之间。对凝点高于 30℃的含蜡原油不适用。 

3 含蜡原油凝点与倾点的本质及异同分析 

                                                             
**通讯作者，张帆，E-mail  rheo@cup.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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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凝点、倾点均是评价含蜡原油低温流动性的温度指标，但其本质反映的是含蜡原油的流变性，

特别是该温度的胶凝原油结构强度与受力之间的力学关系。含蜡原油的胶凝不是整体凝固，而是析出的

蜡晶搭建起具有一定的结构强度的网络结构将不凝的烃类包裹于其中，若外加应力超过其结构强度，胶

凝结构被破坏，胶凝原油成为能够流动的溶胶态。当试管由垂直位置变为水平位置时，管内胶凝原油的

表面则由水平变为竖直，此时下部胶凝原油受到一定的应力作用。凝点的流变学意义体现为胶凝原油的

结构强度恰好能抵抗试管由垂直位置变为水平位置后产生的剪切应力持续作用 5s 不产生流动状态。 

由于凝点、倾点标准都对测量试管的尺寸有各自的规定，直径大的倾点试管由垂直位置变为水平位

置后，试管下部胶凝原油受到的作用力也变大，只有降低温度使原油具有更高的胶凝结构强度才能与驱

使其流动变形的剪切应力平衡，因此不同尺寸的试管是影响凝点与倾点异同的外在因素。温度降低后原

油中能析出蜡晶的量对胶凝结构的强度有较大影响，而蜡晶的析出量又与原油的含蜡量相关，因此原油

含蜡量的高低是影响凝点与倾点异同的内在因素。 

选取高含蜡量的 PY4-2A08 原油和低含蜡量的 WC13-6 原油，两种原油的含蜡量、凝点、倾点数据

见表 1。实验仪器为德国产 HERZOG-0540 MP852 自动倾点仪，上海昌吉地质仪器有限公司 SYP1022 凝

点仪。按照不同比例混合两种原油，配置成不同含蜡量的系列油样，每个油样的倾点与凝点测试数据见

图 1，倾点与凝点的差值见图 2。 

表 1 两种油样油样含蜡量及物性[5] 

油样 含蜡量（℃） 凝点（%） 倾点（℃） 50℃密度（kg/m3） 

PY4-2A08 28.92 36 39 847.6 

WC13-6 2.10 -3 -5 726.9 

 

图 1 不同含蜡量原油的凝点与倾点 

 
图 2 不同含蜡量原油的倾点与凝点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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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点与凝点的差值随原油的含蜡量不同而不同，含蜡量较低的原油出现胶凝的温度不仅凝点低，结

构强度也较弱，倾点试管直径大，原油受到的作用力也大，因含蜡量少，单位温降析出的蜡量少、结构

强度的增量也小，因此需降至比凝点更低温度建立起的结构才能与外力抗衡，形成倾点低于凝点；随原

油含蜡量增加，倾点与凝点依次呈现相等、倾点高于凝点、倾点恒定高于凝点 3℃的不同阶段。反映出

随含蜡量增多，单位温降析出的蜡量和结构强度增量变大，故只需较小或极小的温降即可平衡试管直径

增大引起的应力增大作用，直至在凝点温度倾点试管中的原油也能形成胶凝。因此原油倾点高于凝点 3℃

的说法是有条件成立的，只适用于含蜡量较高的原油。根据实验结果，随含蜡量增加，倾点 Tp 与凝点

Tg的差值可表示为： 

p

1 3% 2%
0 5% 3%
1 7% 5%
2 10% 7%
3 10%

g

x
x

T T x
x

x

− > >
 > >− = > >
 > >

>

 

式中：Tp 、Tg —— 分别为原油倾点、凝点，℃ 

x —— 原油含蜡量，% 

上述不同含蜡量倾点与凝点的差值关系有室内配置油样获得，对此关系用不同含蜡量的真实原油进

行了验证，不同原油含蜡量、倾点、凝点、倾点与凝点的差值见表 2。 

表 2 不同原油含蜡量、倾点、凝点 

油样 含蜡量（%） 凝点 Tg（℃） 倾点 Tp（℃） Tp-Tg（℃） 

苏丹 M0 29.60 34 37 3 

乍得油 1 26.15 32 35 3 

乍得油 2 19.23 26 29 3 

勃中 26-3-4 18.56 24 27 3 

苏丹 M100 11.23 18 21 3 

金县 1-2 13.3 16 19 3 

涠洲油 7.2 13 15 2 

金县 1-1-3 6.1 7 8 1 

勃中 26-3-3 5.8 5 6 1 

旅大 6.2 
 

4.9 5 5 0 

明化镇油 4.0 3 3 0 

不同含蜡量实际油样的测试结果，符合原油含蜡量与倾点凝点差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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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 凝点与倾点试管直径的不同是含蜡原油凝点与倾点差异的外在因素；原油含蜡量的高低是凝点与

倾点差异的内在因素。 

2 不同含蜡量范围内的原油会呈现倾点低于凝点、倾点等于凝点、倾点高于凝点的关系；含蜡量大

于 10%的原油倾点恒定高于凝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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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 of waxy crude gel point and pour 

point 

Fan Zhang*,  Yuyao Zhang,  Kai Hu,  Shengjie Wang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Pipeline Safety/ MO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Oil and Gas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Both gel point temperature and pour point temperature are main evaluation indexes to evaluat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waxy crude oil and at which liquid crude changes into gelatinous crude. The 

essence of them reflects rheology property of waxy crude, especially,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strength of 

gelatinous crude and the force exerts on gel to drive it flow at their temperature. They are similar and 

different. The difference of waxy crude gel point and pour point is decided by gel strength and extern 

force. The inner and exter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difference of gel point and pour point are analyzed 

by experiments. According to experiment results, the difference of gel point and pour point is relation to 

wax content of crude oil and it is verified by experiments.  

Key Words：waxy crude oil; gel point; pour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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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Demulsifiers in Longdong Area 

Crude Oil under Low Temperature 

Beatrice Tubuke, Yin Xia, Geng Jie, Zhao Yilu, Kang Wanli**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P.R China; 

Abstract: The crude oil in Longdong area is produced in the form of emulsion containing associated oil and 

water which needs to be separated before dispatch to end user. Chemical demulsification is most widely used 

technology to break the emulsions.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on low temperature demulsifies were implemented 

for studying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by Bottle Test method and Turbiscan stability analyz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water content, temperature, and demulsifier concentrations. Rheological metho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urve of viscosity-temperature. Different commercial demulsifiers were used. Efficient low temperature 

AR102, AR901, PR929, and PRC06 demulsifiers were selected. PRC06 was chosen to be the best at 40oC, and 

when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was 200mg/L, dehydration rate was 99.51%, and study was performed to observe 

dehydration condition of different demulsifiers, the dehydration performance was convincingly high. 

Keywords: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low temperature, demulsifier. 

1 Introduction 

The viscous water in oil emulsions formed are undesirable as they not only cause serious processing problems 

but also lead to significant cost increases for pumping, transportation[1]. Two principal demulsification methods 

are chemical and physical demulsification. Physical demulsification techniques include electrical method[2], 

microwave irradiation, ultrasonic, and centrifugation[3]. Chemical demulsification techniques are commonly used 

to separate water from oil in order to produce a fluid suitable for pipelining (typically less than 0.5% solids and 

water) using demulsifiers[4]. Selecting the best demulsifier for crude oil emulsion is very important as it can ai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st-effective separation of such an emulsion, providing an oil phase containing no more 

than 0.3-0.5% water by volume and an aqueous phase containing no more than 200 mg/L oil, preferably 100 

mg/L, reduce treatment cost on emulsion resolution and generate revenue from the residual quantities of oil, 

help overcome pumping production encountered during the crude oil transportation and processing, increase 

the net present value of the residual oil and minimize cost of treatment to maximize profit.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is to study the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a demulsifier at low temperature. The 

selected demulsifier was applied in Longdong area at China. Bottle test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emulsifi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demulsifiers. Furthermore, Turbiscan Lab Expert was used to study stability 

analysis, and to detect the destabilization phenomena in non-diluted emulsion, much earlier than the naked 

eye’s operato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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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perimental part 

2.1 Materials 

Crude Oil sample obtained from Longdong area,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crude oil were Saturates (74.14%), 

Aromatics (16.5%), Resins (4.19%), Asphaltenes (5.17%) and Resin + Asphaltenes (9.36%). Deionized water, 

methanol, commercial demulsifiers include: AR, AE, PR, SP series of 30 different types of demulsifiers 

screening, and the Longdong area demulsifier (referred to as CQ) were used. 

2.2 Methods 

2.2.1 Rheological method 

Anton Paar Physica rheometer us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different shear rate range measured flow curve of 

crude oil, to determine the viscosity-temperature curve,  abnormal point and crude wax precipitation point. 

2.2.2 Bottle testing of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Digital thermostat water bath (Instrument Co., Ltd. Shanghai) instrument was used, temperature set was (30°C, 

35°C, 40°C), the bottle test was observed standing time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Determination of Viscosity-temperature curve  

Figure 1 shows abnormal temperature point 28 ℃, and viscosity of 37mPa·s. When temperature drops, the 

viscosity gradually increases, before the wax precipitation point viscosity with temperature change substantially 

constant slope, the temperature was lower than wax precipitation point, viscosity increases with temperature 

change, especially at low abnormal point, the lower the temperature, the higher viscosity. The demulsification 

temperature is usually 5℃ higher than abnormal temperature point. 

3.2 Single demulsifier screening 

Thirty different demulsifiers under low temperature of 30oC and concentration of 100mg/L was screened. The 

result shows low dehydration rate, this is because of low temperature and high viscosity is not conducive to water 

droplets collision and coalescence of oil-water separation settlement. Better demulsifiers were AR101, AR102, 

AR201, AR601, AR901, PR929, AR103, and PRC06. From Figure 2, temperatures 30oC to 35oC,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has improved; it indicates that the temperatur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mulsification. AR901 and AR101 has high dehydration rate, but by considering the clarity of aqueous phase 

and interface condition was not neat and not clear. From Figure 3, Dehydration rate of AR101 and AR901 was 

not change much from 35oC, and also the clarity of aqueous phase and interface condition was not neat and not 

clear. But for AR102, AR601, PR929 and PRC06 increasing of temperature, dehydration rate was increasing. 

This also verified that demulsification temperature must be over 5 oC than abnormal temperatur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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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Viscosity-temperature curve 

 

Figure 2. Dehydration performance of crude oil emulsion concentration of 100mg/L at (a) T=35oC, (b) 

T=40oC). 

3.3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concentration on breaking emulsion 

According to Figure 4, when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d from 30oC to 35oC the dehydration rate of AR101 and 

AR901 continue to increase, and when the temperature raised to 40oC dehydration rate change with small amount. 

AR102, AR601, PR929 and PRC06 as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the dehydration rate continued to increase. 

AR901 has lowest suitable temperature, but the clarity of aqueous phase and interface condition was not neat and 

not clear, oil-water interface is not homogeneous. Figure 4b shows for AR101 and AR901 at (100mg/L, 35oC) 

when trying to increase concentration values, the dehydration rate results was decreasing. For AR102, AR601, 

PR929 and PRC06 demulsifiers at 40oC when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the dehydration rate increased. But after 

reaching to the maximum values,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dehydration rate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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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ffect of (a)temperature on demulsifiers at concentration of 100mg/L, (b) concentration on demulsifiers 

at T=35oC, 40oC. 

3.4 Demulsification effectiveness at low Temperature 

Screening of PRC06 demulsifier by Turbiscan Lab Expert stability analysis, at 40oC and demulsifier 

concentration of 200mg/L. Transmitted light intensity increases over time increases due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queous phase between the critical concentration and saturation concentration with increasing droplet 

coalescence time of settling. Figure 5 shows water stratification occurs and increase gradually from 0mm to 

13mm, the transmitted light intensity fluctuation contains a lot of water, which produces oil droplets, and steep 

slope of transmitted light curve indicating clear oil-water interface. 

 
Figure 5. Transmission Backscattered light intensity by Turbiscan Lab® Expert with PRC06 demulsifiers at 

200ppm, 40℃ on crude oil emulsion 

4 Conclusions 

 Viscosity increases with temperature change, especially at abnormal point, the lower the temperature, the 

higher viscosity. Efficient low temperature demulsifiers AR102, AR901, PR929, and PRC06 was selected. 

Optimum temperature of 35oC and concentration of 100mg/L, dehydration rate was 89.81%. As for demulsifiers 

AR102, PR929 and PRC06 at 40oC, for 2 hours,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of 150m/L, 150mg/L and 200mg/L, 

dehydration rate was respectively 87.38%, 89.81% and 99.51%. By increasing temperature and concentration in 

the crude oil emulsion field dehydration rate was greatly improved, but after reaching to the pick values, when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dehydration rate was de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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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恒应力加载条件下 W/O 型含蜡原油乳状液屈服特性研究 * 

国丽萍 1**  时爽  王宇  吴晓砾 2 

（1.东北石油大学油气储运工程系，大庆 163318；2.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沈阳 110164） 

摘要：W/O 型含蜡原油乳状液是油水长距离管道输送的流体存在状态之一，低温下的胶凝体系给多相混

输管道的流动安全性造成很大的威胁。本文在固定乳状液配制条件下，研究了恒应力加载下 W/O 型含

蜡原油乳状液胶凝体系的屈服行为，结果表明：屈服应变不因应力大小而改变，随含水率的增加而增大；

屈服时间随加载应力增大而缩短，随含水率增加而延长。 

关键词：含蜡原油；乳状液；恒应力；屈服  

1 引言 

随着陆上油气资源的日渐减少，海上油田将是 21 世纪全球油气能源开发的战略性接替区域，油气

水混输将成为较长距离的海上油田集输管道主要的输送方式之一。油水混合输送过程中，油水两相因湍

流及各种剪切作用而形成乳状液[1]；由于原油中界面活性物质的存在更易形成油包水（W/O）型乳状液。

对于含蜡原油，油水界面的存在为蜡晶提供了联结点[2]，使其乳状液凝胶的流变特性比胶凝原油更加复

杂。致使低温环境下含蜡原油多相混输管道的流动安全性造成很大的威胁。 

研究者们对低温胶凝含蜡原油的屈服特性有过大量的研究。对于 W/O 型含蜡原油乳状液胶凝体系

屈服特性有过恒剪切速率和匀速增加剪切应力加载模式的相关报道[3-4]。恒应力加载是其屈服的表征之

一，本文研究了基于恒应力加载条件下 W/O 型含蜡原油乳状液屈服特性，探究了屈服应变、屈服时间

与含水率率的关系。 

2 实验 

分别用 2 种不同物性含蜡原油配制乳状液，其物性如表 1 所示。用于配制乳状液的水为自来水，配

制乳状液时未添加任何乳化剂。为确保实验数据具有重复性和可对比性，实验前对油样进行了预处理，

以消除原油的历史“记忆”效应。具体做法是：将混合均匀的原油分装到 125ml 磨口瓶中，密封好后放入

水浴中，静置加热至 80℃，并恒温 2h，以便瓶内原油借助于分子热运动达到均匀状态。然后，在室温

条件下静置冷却 48 小时以上，作为实验的基础油样。 

制备乳状液的容器为 250ml 烧杯，配液体积为 50ml。用于制备乳状液的搅拌器是由德国 IKA 公司

生产的 RW20 数显型搅拌器，转速范围为 0-2400 r/min，搅拌桨为 4 叶 45o 斜桨。为了保证试样的重复性，

搅拌桨的安装位置在液体的中间。用于流变测试的实验仪器为德国 HAAKE 公司产 Mars III 模块化高级

流变仪，实验使用其 Z41 同轴圆筒测量系统。搭载德国 HAAKE A25 程控水浴作为控温系统，其控温精

度为 0.1℃。为提炼研究问题，本研究在确定的乳状液制备条件下进行，也就是说，不考虑乳状液制备

条件对其流变性的影响。经过反复试验，确定了 2 种原油乳状液的制备条件，如表 2 所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o 51404072 和 No. 51534004）的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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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所用 2 种含蜡原油 
油样 含蜡量/% 析蜡温度/℃ 凝点温度/℃ 20℃密度/kg·m-3 
1#油样 17.75 52.55 33.7 865.5 
2#油样 20.54 36.66 33.3 862.3 

表 2 原油乳状液的制备条件 
原油 制备温度/℃ 搅拌速率/r·min-1 搅拌时间/min 加水方式 
1#油样 55 700 10 平均两次加水 
2#油样 50 800 20 平均三次加水 

注：1#油样乳状液配置过程加水时间分别为第 0、5min；2#油样乳状液配置过程加水时间分别为第 0、7、14min。 

制备好的新鲜乳状液立即装入流变仪的测量筒内并恒温 2min，然后以 0.5℃/min 的速率静态降温至

凝点附近的实验温度。根据乳状液在实验温度下的小应变振荡扫描实验，确实其胶凝结构近似完全形成

的时间，1#油样乳状液静置恒温 45min，2#油样乳状液静置恒温 40min。实验采用恒应力加载模式，剪切

达到平衡后，先后恒温静置 30 min 和 60 min 后，重复施加恒应力加载。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为了对比含蜡原油与其 W/O 型乳状液在恒应力加载条件下的结构裂解行为，把相同温度、相同应

力条件下、不同含水率乳状液的剪切速率曲线绘在同一张图上。图 1 为 35oC、90Pa 加载条件下，不同

含水率 1#油样乳状液的剪切速率、剪切应变变换曲线。为了使图更清晰可见，图中每条曲线每个阶段由

21 个数据点绘成。 

由实验结果可知：在相同的温度和剪切应力下，含蜡及其原油乳状液的剪切应变随加载时间的持续

增加，其增加程度随含水率的上升而减小。剪切应变的增加速率即剪切速率也具有相同的规律，而且在

剪切后恒温静置 30min 和 60min 后再重复加载时也具有相同的趋势。对于相同含水率的胶凝体系，虽然

三次剪切加载时间相同，剪切结束时的剪切速率相同，但是产生的应变却不相同，恒温静置 30min 后，

剪切应变明显增大，而后增加恒温静置时间至 60min，剪切应变虽有增加但幅值不大，说明体系在初始

剪切破坏的结构恢复特性较差。 

采用了 Venkatesan 的方法[5] 将应变显著增加的点确定为原油乳状液屈服，对应获取不同应力加载下的

屈服应变、屈服时间及屈服时的剪切速率。图 2 为 2#油样乳状液 34℃的屈服应变统计曲线，不同加载

应力下，相同含水率的原油乳状液胶凝体系的屈服应变相同，这与含蜡原油表现相同的[6]。 

屈服应变随含蜡原油乳状液胶凝体系含水率的增加而增大。在低温含蜡原油乳状液是水滴被包裹在

蜡晶结构之中的胶凝体系[7]
。当对其施加应力时，连续相蜡晶结构的屈服行为类似于脆性断裂[8]；相比胶

凝原油体系，由于分散相液滴的存在，液滴界面膜的弹性产生附加应变；增加含水率，分散相液滴数量

增加，界面膜面积增大，附加应变随之增加，故屈服应变增大。 

图 3 为 2#油样乳状液 34℃的屈服时间统计曲线，体积含水率相同的原油乳状液胶凝体系随加载应

力的增大，屈服时间缩短；因屈服应变相同，相对较大加载应力所需应变积累的时间减小，这与含蜡原

油表现相同的[6]。体系含水率增加，屈服时间增长；究其原因，含蜡原油胶凝体系的屈服不仅使其蜡晶

结构裂解，还要克服分散相液滴间的作用；不论是破坏具有弹性的液滴界面膜使其聚并，还是平衡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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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作用力使其运动，都会因含水率的增加而延长作用时间。 

 

 
图 1 1#油样乳状液的剪切速率曲线 

 

图 2 34℃、2#油样乳状液的屈服应变曲线  图 3 34℃、2#油样乳状液的屈服时间曲线 

4 结论 

（1）恒应力加载条件下，相同温度、相同含水率的 W/O 含蜡原油乳状液胶凝体系屈服应变不因应力大

小而改变；相同应力加载条件下，屈服应变随含水率的增加而增大。 

（2）恒应力加载条件下，相同温度的 W/O 含蜡原油乳状液胶凝体系屈服时间随加载应力增大而缩短，

随含水率增加而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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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yield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in-Waxy Crude Emulsion based 

on the constant stress loading 

GUO Liping1*, SHI Shuang, WANG Yu, WU Xiaoli2 

(1.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Daqing 163318，China; 2. Liaon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of Modern Service，Shenyang 110164) 

Abstract: Water-in-waxy crude emulsion is one of the existence forms in long-distance pipeline, and for 

multiphase transportation pipeline, gelling system could lead to further flow assurance problems at low 

temperature.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constant stress loading, the yield behavior of water-in-waxy crude 

emulsion gel is studied, the emulsion is formed in fixed conditions of emulsion prepar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yield strain remains constant, when the stress loading is changing, and the yield strain i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cut. However, yielding time is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tress 

loading and prolonged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cut. 

Key Words：waxy crude oil; emulsion; constant stress; yie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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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动态光光散射法的原油析蜡点测定方法* 

李哲 1，吴海荣 1，于泱 1，路遥 1，冯海顺 1，康万利 1,2**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提高采收率研究院，北京 102249；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

青岛 266580） 

摘要：以动态光散射原理为基础，借助结晶分析仪，设计了一种测定原油析蜡点的新方法，分析了该方

法的可重复性。采用该方法，测定了长庆油田不同站点原油及石蜡的析蜡点，并与常规流变法和差示扫

描量热法（DSC）测试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光散射法测试原油析蜡点不受降温速率和油样加入量

影响，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此外，采用 DSC 法测得石蜡的析蜡点与光散射法结果基本一致，常规流

变法测得原油的析蜡点比光散射法结果低约 4 ℃，光散射法具有更好的温度敏感性。 

关键词：结晶分析 动态光散射 析蜡点 流变法 差示扫描量热法 

1 引言 

析蜡点是决定原油流动性的重要参数，当温度低于析蜡点时，蜡组分结晶析出，原油粘度升高，地

层渗流条件变差，开发难度加大，影响最终采收率。此外，析出的蜡会在井筒及管壁上沉积，导致生产

井产能下降，管输成本增加。因此，研究原油的析蜡点和析蜡过程对原油储运工程设计、生产运行和科

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常用来测定含蜡原油析蜡点的方法主要有旋转粘度计法、超声波衰减法、差示扫描量

热法（DSC）、显微观察法[1~4]等。其中，旋转粘度计法是在连续降温过程中，在固定剪切率下测定并记

录绘制剪切应力-温度曲线，其转折点对应的温度即为原油的析蜡点。由于该流变测试方法在降温过程

中测试样品会存在温度滞后的现象，进而导致测得析蜡点相对偏小[5]；DSC 法具有简便、耗样量少、再

现性好的优点；显微观察法确定的析蜡点与试片厚度及透光亮度有关，其结果受主观因素影响[6]。本文

利用光散射技术精确地监测样品纳米尺度的结构转变过程，进而分析含蜡原油的析蜡点，与常规流变法

测试结果进行对比，为快速准确测量原油析蜡点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2 实验部分 

2.1 材料与仪器 

原油：北集站、庆三联站、西二联站、新华一转站脱水脱气原油均取自长庆油田； 

仪器：MCR301 流变仪（奥地利安东帕公司），Rheolaser Crystal 结晶分析仪（北京朗迪森科技有限公司）。 

2.2 实验方法 

2.2.1 结晶分析仪测定原油析蜡点 

将 Rheolaser Crystal 结晶分析仪的温度调节至 60 ℃，预热 30 min，然后将待测油样加入样品池中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273286）；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462015YJRC033） 

**通讯作者：康万利，教授，泰山学者，博导，E-mail：kangwanl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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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放入结晶仪内稳定 5 min。降低温度，通过微观动力曲线和相应百分比堆积曲线分析原油析蜡点，重

复结晶仪操作。 

Rheolaser Crystal 结晶分析仪主要是采用扩散波光谱学原理（DWS）：实验时，入射到样品中的激光

被样品中的颗粒散射，背散射的激光由于相位差作用产生相互干涉，形成明暗相间实时变化着的散斑图。

因为散斑图像变化的速度直接与颗粒的运动速度相关，即颗粒运动越快，散斑图像变化速度越快。所以

利用高速摄像机实时捕捉散斑图像，进行去相关计算，从而获取散斑运动速度相关时间 τ 随时间或者温

度的变化曲线。然后以特征去相关时间的倒数（即 1/τ，即微观动力因子（Hz））为纵坐标，以老化时间

或温度为横坐标做微观动力因子曲线及相应的百分比堆积曲线，分析样品的相转变温度即为析蜡点。 

2.2.2 粘温法测定原油析蜡点 

将适量油样注入到流变仪中加热至 60 ℃，恒温 10 min , 然后以恒定的速率降温至油样倾点以上 5 ℃

左右的温度值。在此过程中利用测试系统不同的剪切速率测定不同温度下试样的粘度或表观粘度，分析

样品粘温曲线发生转折点的温度即为析蜡点。 

3 结果与讨论 

3.1 降温速率对析蜡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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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动力因子随温度变化曲线    图 2 不同降温速率下原油的 μD 累积分布曲线 

针对流变法，有一部分学者[7]认为由于该方法没有温度“间歇”，使得保温套的温度短时间无法传递

到样品，产生温度滞后现象，进而导致测试结果偏小。因此本文首先确定了不同降温速率对测得析蜡点

是否有影响。 

图 1 为北集站原油在降温过程中测得微动力因子 μD 随温度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初始状态下，

随温度的降低 μD 数值基本不变；当温度降低到 30 ℃时，曲线突变产生一特定的峰，表明此时样品内

颗粒运动速度产生突变，有微观结构（如蜡晶）析出；随着温度继续降低，至 28 ℃左右曲线开始趋于

平稳，表明此时样品内颗粒运动处于平衡状态，无蜡晶析出。为了更加直观和清晰地表征结构变化过程，

将图 1 微观动力因子绘制成百分比堆积曲线即得图 2，定义结构转变（μDE）到达 50%时刻的温度即为

样品的相转变温度（析蜡点）。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降温速率下测得的原油析蜡点变化在 0.5 ℃以内，

表明该方法测得的析蜡点受降温速率影响较小，对温度的敏感性较好。 

3.2 样品加量对析蜡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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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分析仪是通过颗粒的背散射光干涉形成的散斑图像变化速度计算样品的晶型转变点，原油颜色

较深、透光性差会导致背散射光强变弱。因此，本文接着测试了不同原油加入量对测得析蜡点的影响。

如图 3 所示，为不同北集站油样加入量的微动力因子累积分布曲线，可以看出这三条曲线基本重合，在

μDE50%处对应的析蜡温度基本相等，表明该方法测得析蜡点受样品的加入量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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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原油加入量下的 μD 累积分布曲线  图 4 不同站点原油的 μD 累积分布曲线 

3.3 不同原油光散射法析蜡点 

以上两个实验表明测得原油的析蜡点不受样品的降温速率与加入量的影响，该方法重复性较强。因

此，借助该仪器测量了长庆不同站点含蜡原油的析蜡点。图 4 为不同站点含蜡原油测得累积分布曲线，

石蜡的析蜡点较原油高。可以看出北集站、庆三联站、新华一转站的微动力因子随温度变化趋势不同，

但 μDE50%出对应的析蜡点均在 29.5 ℃左右，西二联站原油的析蜡点在 32 ℃左右。 

3.4 不同原油流变法析蜡点 

为了确定光散射法数据的准确性，利用流变仪测定了不同剪切速率下原油的粘温曲线，该曲线转折

点即为析蜡点。图 5 为北集站原油不同剪切速率下粘温曲线，其余数据为了方便两种方法进行对比通过

表格汇总，如表 1。可以看出，流变法测得北集站、庆三联站、新华一转站析蜡点均为 25 ℃，西二联

的析蜡点为 28 ℃。 

表 1 长庆原油两种方法确定的原油析蜡点 

方法 原油析蜡点/℃ 
北集站 庆三联站 新华一转站 西二联站 

结晶分析法 29.41 29.49 29.40 32.01 
流变法 25 25 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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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集站原油粘温曲线        图 6 光散射法与 DSC 法对比（石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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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误差分析 

图 6 为该光散射法与 DSC 法测定石蜡结晶过程的测试结果对比。可以看出，该方法测试结果与 DSC

法基本一致，数据准确可靠。而常规流变法测得的不同站点原油析蜡点均比光散射法低约 4 ℃左右，表

明光学法在测试过程减弱了样品温度的滞后现象，具有更好的温度敏感性。与常规流变方法相比，光散

射法采用非侵入、非破坏式测量方法，能保证在对样品无扰动、无破坏性的条件下，准确测量样品的结

构性质，并能从纳米尺度分析样品的结构转变过程，避免了常规流变方法对样品造成的剪切破坏。此外，

该光学方法灵敏度高，且样品量范围足够大，在测量速度和精度上，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能。 

4 结论 

（1）以动态光散射原理为基础，通过分析原油的微动力因子累积分布曲线，得到了长庆油田不同

站点原油的析蜡点，测试结果不受样品的降温速率与加入量影响，重复性较强。 

（2）光散射法测试结果与 DSC 法基本一致，而常规流变法测试结果偏低，且光散射法能够从纳米

尺度分析原油的蜡晶析出行为，在测量速度和精度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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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the WAT of crude oil based on the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method 

Zhe Li1, Hairong Wu1, Yang Yu1, Yao Lu1, Haishun Feng1, Wanli Kang1,2* 

(1. Oil Recovery Research Enhancing Institut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2.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principle, a new method was designed for measuring wax 

appearance temperature (WAT) of the crude oil by Rheolaser crystal. Then the repeatability of the method 

was analyzed. Finally the determined WAT values of different crude oil of Changqing oilfield and paraffin 

through this method were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rheological method and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asurement of the WAT through the light scattering 

method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cooling rate and quantity of oil sample, displaying a good repeatability. 

In addition, the WAT of paraffin by DSC method was coincident with light scattering method, while the 

conventional rheological result of crude oil was 4 ℃lower. The new established method showed good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Key Words: Rheolaser crystal;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wax appearance temperature; rheological method; 

DS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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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某区块原油乳状液破乳效果与油水界面粘弹性的关系* 

于泱 1，吴海荣 1，李哲 1，路遥 1，康万利 1,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提高采收率研究院，北京 102249；2.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山

东青岛 266580） 

摘要：针对长庆某区块原油与地层水，采用安东帕流变仪的界面流变系统，分别探究了破乳剂种类、破

乳剂用量以及破乳温度对油水界面膜粘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AR 较 AE 破乳剂能够在较低温度下有

效降低界面粘弹性，进而降低界面膜强度，使之更容易破裂释放出分散相液滴，以达到良好的破乳脱水

效果；此外，随着浓度的增加以及温度的升高，油水界面粘弹性降低，界面膜强度也进一步降低，即增

加破乳剂用量，升高破乳温度，可以有效改善破乳效果，提高破乳脱水率。 

关键词：破乳效果；界面粘弹性；界面膜强度；影响因素 

1 引言 

原油破乳是油气集输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长庆油田为节约成本，集输系统在夏季不对采出液进

行加热，使得温度降低至 30～35℃，因此需要在低温下进行破乳，而破乳的关键问题在于破坏油水界面

膜，释放出分散相液滴，通过聚结和絮凝，达到油水分离的效果。      因此，要得到良好的破乳脱水

效果，必须首先了解油水界面膜的性质。 

界面流变性是油水界面膜的重要性质，与原油乳状液的破乳密切相关。主要包括界面剪切黏度和界

面粘弹性[1]。由于界面膜具有可扩张和可压缩性，当遭到破坏时，较强的界面粘弹性能使界面膜产生抵

抗并迅速恢复形变。因此可直观的表征界面膜强度。界面粘弹性又分为界面剪切粘弹性和界面扩张粘弹

性，其中界面扩张粘弹性反映的是界面膜的瞬时稳定性，界面剪切粘弹性反映了界面膜的长期稳定性，

因此，界面剪切粘弹性更能直观地反映界面膜特性。研究表明，界面剪切粘弹性要比界面扩张粘弹性小

几个数量级，因此前者对测量方法和测量精度的要求很高，目前针对界面粘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界面

扩张粘弹性，几乎没有针对界面剪切粘弹性的研究[2、3]。针对这一问题，利用安东帕 Physica MCR301

型流变仪，采用长庆油田某区块原油与地层水，分别测量不同破乳剂种类、用量以及不同温度下油水界

面剪切粘弹性的变化，其中界面剪切粘弹性（后简称界面粘弹性）可用界面储能模量和界面损耗模量 2

个参数表征，分别代表界面膜的弹性和粘性，探究了各因素对界面膜强度的影响，并与瓶试法测得的脱

水效果相关联，建立油水界面膜强度与破乳效果的联系。 

2 实验 

2.1 材料与仪器： 

实验仪器主要为安东帕 Physica MCR301 型流变仪。 

实验材料主要包括浓度为 1%的 NaCl 溶液，AR、AE 系列破乳剂溶液，陇东区块原油与煤油按体积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273286）；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462015YJRC033） 

**通讯作者：康万利，教授，泰山学者，博导，E-mail：kangwan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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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1：1 配制成的模拟油。 

2.2 实验方法： 

在测量池中加入一定量的 NaCl 溶液（下相）使转子的边缘与下相液体表面相切；用注射器取 30mL

模拟油（上相）均匀地加到转子表面，并盖上防挥发盖。所用转子为双锥形几何体转子。转子以某一角

频率和应变幅度振荡，其边缘位于 2 种非混相流体的界面区域，对界面施加正弦剪切，使之形变，但是

界面区域不发生变化，体相的影响通过水动力学分析来排除[4]，这样就可以对界面特性进行定量测量。 

3 结果与讨论 

3.1 破乳剂种类对油水界面粘弹性的影响 

温度 30℃时，分别测试模拟油与 1%的 NaCl 溶液、0.1%的 AR902 以及 0.1%的 AE405 标准溶液的

界面粘弹性，得到破乳剂种类对界面粘弹性的影响曲线如图 1。 

  

图 1 破乳剂种类对界面粘弹性的影响曲线         图 2 不同破乳剂效果对比如图 

由图 1 可知，低温下，两种破乳剂都可降低油水界面粘弹性进而降低界面膜强度，但降低程度不同，

进而导致了破乳效果的差异。AR902 对界面膜强度的降低幅度较大，使之更容易破裂，从而释放出水滴，

所以破乳效好；AE405 的降低程度较小，相应破乳效果也差。两种破乳剂破乳效果对比如图 2。其中 A~D

分别代表脱水率、脱水速度、界面整齐程度和脱出水清洁度，1~4 数值代表效果由好到差。 

由图2可知，AR902的各项性能均优于AE405，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是两种破乳剂的结构不同。

AR 破乳剂为烷基酚甲醛树脂的二嵌段聚醚，支链较多，低温下易于吸附在油水界面上从而降低界面活

性，适用于胶质沥青质含量较少的轻质原油；而 AE 系列为多乙烯多胺为起始剂的二嵌段聚醚，多用于

胶质沥青质含量较多的原油。实验用原油胶质沥青质含量较少，则 AR 破乳效果较好。由于破乳剂结构

直接决定了破乳效果的优劣，所以现场选择破乳剂时，应充分考虑原油和地层水的性质，进而达到较好

的脱水效果。 

3.2 破乳剂用量对油水界面粘弹性的影响 

选择破乳效果较好的 AR902，在盐浓度 10000 mg/L，30 ℃下，分别测试浓度为 0.01%，0.05%，0.1%

时，界面膜强度粘弹性的变化。得到破乳剂用量对界面粘弹性的影响曲线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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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随着破乳剂用量升高，界面粘弹性降低，即破乳剂用量越大，界面膜强度越低，相应

的破乳效果越好，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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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破乳剂用量对界面粘弹性影响曲线     图 4 不同浓度下破乳效果对比图 

根据吉布斯等温吸附方程可知，加大破乳剂用量后，破乳剂在界面上的吸附量增加，有效降低界面

膜强度，使之更容易破裂，相应的破乳脱水效果越好。但此种现象在破乳剂浓度达临界浓度（0.1%）后

不变化不大。 

3.3 破乳温度对油水界面粘弹性的影响 

在盐浓度 10000 mg/L，破乳剂浓度 0.05% 的条件下，分别测试 30 ℃，38 ℃，45 ℃下界面粘弹性

的变化，得到温度对界面粘弹性的影响曲线如图 5。. 

      

图 5 温度对界面粘弹性影响曲线            图 6 不同温度下破乳效果对比图 

由图 5 可知，随着温度升高，界面粘弹性降低，即温度升高，界面膜强度降低，相应破乳效果越好，

见图 6。这是由于温度升高会导致油水两相间分子热运动加剧，界面上的分子排列由紧密变松散，则膜

的强度降低；较高温度不利于破乳剂的吸附，吸附量减少则不能有效降低界面膜强度，所以 38~45℃时，

界面粘弹性下降趋势有所减慢。因此，温度的影响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总的来说，适当升

高温度可以有效降低界面膜强度，从而加快破乳速度，提高脱水率。 

4 结论 

（1）破乳剂的结构和种类直接决定了其降低油水界面粘弹性的能力，进而决定破乳效果，对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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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原油，AR 破乳剂可在低温下有效降低界面膜强度，达到良好的破乳脱水效果。 

（2）同种类型的破乳剂，用量越大，破乳温度越高，界面粘弹性越低，界面膜强度越低，相应的

破乳脱水效果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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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ulsification effect and oil-water interfacial 

viscoelasticity of Changqing oilfield 

YANG Yu1, , HAIRONG Wu1, ZHE Li1, YAO Lu1，WANLI Kang1,2* 

(1.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2.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257061) 

Abstract: The Anton Paar rheometer interfacial rheological system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oil-water 

interfacial viscoelasticity for the crude oil and formation water in Changqing oilfield under various 

demulsifiers and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the crude oil and formation water in this oilfield, 

demulsifier of the AR seri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terfacial viscoelasticity at low temperature, 

thereby reducing the interfacial film strength which can release the dispersed phase droplet easily and 

achieving better demulsification effect; In addi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of demulsifier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the viscoelasticity of oil-water interfacial decreased, the interfacial film strength decreased, 

therefore, the demulsification effect and dehydration rate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Key Words：demulsification effect; interfacial viscoelasticity; film strength;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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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停输缓慢降温过程中原油凝点变化规律研究* 

兰浩 1  张文敬 2  刁宇 1  徐波 1  张立新 1 

（1.中国石油管道科技研究中心，河北廊坊 065000；2.唐山市曹妃甸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河北唐山 063210） 

摘要：含蜡原油凝点是一个条件性测试参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凝点往往不同。通过对空白原油、加剂

原油、高凝/轻质混合原油分别进行室内停输模拟实验，发现在缓慢降温过程中，三种原油都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凝点回升现象，表明停输降温过程中原油内蜡晶重构现象显著。在依据国标法或行标法所测凝点

制定管道运行方案时，建议酌情考虑停输缓慢降温过程中可能存在凝点回升这一因素。 

关键词：含蜡原油；管道停输；缓慢降温；凝点 

1 前言 

国产原油多为易凝高粘原油。此类原油通常采用加热方式进行长距离管道输送。实际生产中，难免

出现计划或非计划停输。管道停输期间，当油温低于析蜡点后，蜡晶开始析出，彼此交联形成空间网络

结构，将液态油包裹其中，使原油表现出一定的固体特性。 

原油凝点，指的是油样按照给定的预处理温度和降温速率，待其失去流动性（倾斜后液面不移动）

时的最高温度。凝点是一个条件性测试参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凝点往往不同。降温速率是影响原油凝

点的重要因素。目前，原油凝点测试主要依据国标 GB 510-83《石油产品凝点测试法》和行标 SY/T 

0514-2009《原油凝点测定法》。关于原油凝点测试过程中的“降温速率”，国标 GB 510-83 要求冷却剂温

度比试样预期凝点低 7-8℃，行标 SY/T 0514-2009 要求冷却速率总体控制在 0.5-1℃/min[1-2]。 

一方面，根据国内部分管道的实测或模拟计算结果，停输过程中管内原油温降往往比较缓慢，部分

管段实际降温速率远小于 0.5℃/min。另一方面，根据原油管道运行规程[3]，沿线最低油温一般控制在凝

点以上 3℃左右，即停输过程中部分管段内的油温已接近凝点。因此，虽然实际停输温降可能比较缓慢，

但油温在凝点附近的管段不容忽视。 

对于实际管道停输期间的缓慢降温过程，原油凝点可能与国标法或行标法快速降温条件下的测试结

果不同。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石油大学李鸿英等人[4]对加剂改性原油停输后的流动性进行了实

验研究，指出停输后原油凝点和粘度等流动性指标较停输前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这对于本文研究具有指

导和参考价值。 

2 室内管流剪切模拟 

搅拌槽模拟是目前较为常用的室内原油管流模拟实验方法。通过辅以程控水浴精确控温，可以模拟

原油在管道内的剪切流动过程，实验结果对于指导和优化管道运行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如图 1 所示，

室内管流剪切模拟装置主要由搅拌瓶、可调速搅拌器和程控水浴组成。搅拌瓶设有取样口，油样流变参

数可采用流变仪进行测量[5]。具体测试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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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约 100mL 油样装入搅拌瓶，开启 ThermoFisher 程控水浴和 IKA 搅拌器，将其加热至预定

温度。 

（2）按照预定的降温速率设定水浴程序，同时控制搅拌器转速在 50-80rpm。 

（3）待油温降至预定温度，关闭搅拌器。取出少量经过剪切后的油样，测量原油凝点。而后开启

搅拌器，继续模拟管流剪切降温过程，至下一预定温度，关闭搅拌器，取样测原油凝点。如此往复，直

至完成全部测试工作。 

 
图 1 室内管流剪切模拟装置 

3 缓慢降温停输模拟实验 

3.1 实验油样物性 

本文选用 A、B、C、D 四种原油作为实验研究对象，其中 A、B 两种油属于易凝高粘原油，国标法

凝点测试结果分别为 26℃和 21℃；C、D 两种油属于轻质原油，室温下直接装样凝点测试结果分别为-18℃

和-3℃。实际生产过程中，有时输送A油管道需要加剂输送，此时 100ppm加剂A油出站时的凝点约 17℃。 

表 1 实验油样凝点测试结果 

分类 易凝高粘原油 轻质原油 

油样 空白 A 油 100ppm 加剂 A 油 B 油 C 油 D 油 

凝点 ℃ 26 17 21 -18 -3 

 

3.2 空白油停输凝点测试 

以空白 A 油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研究不同停输温度下，空白原油经历缓慢停输降温过程后的凝点变

化规律。如表 2 所示，对于空白 A 油，停输前凝点约 26℃；经过 24h 缓慢停输降温后，凝点出现 1-3℃

的回升；经过 48h 缓慢停输降温后，凝点回升更为明显，普遍增加约 4℃。 

实验方案 1： 

min
0.3 min

24h 24h

55 55

42 33

→ → →

→ → → →

动态降温 动态恒温10

℃/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65℃空白A油 ℃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实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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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0.3 min 0.2 min

24h 24h

55 40 40

33 28

→ → → →

→ → → →

动态降温 动态降温 动态恒温10

℃/ ℃/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65℃空白A油 ℃ ℃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实验方案 3： 

min
0.3 min 0.2 min 0.1 min

24h 24h

55 40 30 30

29 28

→ → → →

→ → → → →

动态降温 动态降温 动态降温 动态恒温10

℃/ ℃/ ℃/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65℃空白A油 ℃ ℃ ℃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表 2 室内模拟缓慢停输，空白 A 油凝点测试结果 

序号 
凝点测试结果 ℃ 

① ② ③ 

方案 1 26 27-28 30 

方案 2 26 29 ＞29 

方案 3 26 ＞29 已凝 

 

3.3 加剂油停输凝点测试 

以加剂 A 油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研究不同停输温度下，加剂原油经历缓慢停输降温过程后的凝点变

化规律。如表 3 所示，对于加剂 A 油，停输前凝点约 17℃；经过 24h 缓慢停输降温后，凝点出现 1℃左

右的回升；经过 48h 缓慢停输降温后，凝点回升约 2℃。相比空白 A 油，加剂 A 油停输过程中也存在凝

点回升现象，但回升幅度相对较小。 

实验方案 1： 

min
min

24h 24h

55 55

42 33

→ → →

→ → → →

动态降温 动态恒温10

0.3℃/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65℃加剂A油 ℃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实验方案 2： 

min
min 0.2 min

24h 24h

55 40 40

28 23

→ → → →

→ → → →

动态降温 动态降温 动态恒温10

0.3℃/ ℃/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65℃加剂A油 ℃ ℃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实验方案 3： 

min
0.3 min 0.2 min 0.1 min

24h 24h

55 40 30 30

25 20

→ → → →

→ → → → →

动态降温 动态降温 动态降温 动态恒温10

℃/ ℃/ ℃/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65℃加剂A油 ℃ ℃ ℃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表 3 室内模拟缓慢停输，加剂 A 油凝点测试结果 

序号 
凝点测试结果 ℃ 

① ② ③ 



 

341 
 

方案 1 17 18 18 

方案 2 17 18 19 

方案 3 17-18 19 19-20 

 

3.4 掺稀输送（高凝油 70%+轻质油 30%）停输凝点测试 

以“A 油 70%+C 油 30%”混合原油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研究不同停输温度下，高凝油掺输少量轻质

油，经历缓慢停输降温过程后的凝点变化规律。如表 4 所示，对于掺稀输送混合原油，停输前凝点约 19℃；

经过 24h 缓慢停输降温后，凝点出现 2-4℃的回升；经过 48h 缓慢停输降温后，凝点回升更为明显，普

遍增加 4℃以上。 

实验方案 1： 

min
0.2 min

min
24h 24h

55 55 40

40 28 23


→ → → →


→ → → → → →

动态加热 动态恒温10 动态降温

℃/

动态恒温10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A油
室温下混合 ℃ ℃ ℃

C油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实验方案 2： 

min
0.2 min 0.1 min

min
24h 24h

55 55 40 30

30 25 20


→ → → → →


→ → → → → →

动态加热 动态恒温10 动态降温 动态降温

℃/ ℃/

动态恒温10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A油
室温下混合 ℃ ℃ ℃ ℃

C油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表 4 室内模拟缓慢停输，含蜡油掺输少量轻质油凝点测试结果 

序号 
凝点测试结果 ℃ 

① ② ③ 

方案 1 19 21 ＞23 

方案 2 19 23 ＞23 

 

3.5 掺混输送（轻质油 70%+高凝油 30%）停输凝点测试 

以“D 油 70%+B 油 30%”混合原油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研究不同停输温度下，轻质油掺输少量高凝

油，经历缓慢停输降温过程后的凝点变化规律。如表 5 所示，对于掺稠输送混合原油，相比停输前的凝

点测试结果，经过 24h 缓慢停输降温后，凝点出现 1℃左右的回升；经过 48h 缓慢停输降温后，凝点回

升约 2℃。 

实验方案 1： 

min
min

min

24h 24h

35 24 24
19

19

17 15

 → → →  → → 
→  

→ → → → →

动态预热 动态降温 动态恒温10

0.1℃/ 动态降温

60动态恒温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B油 ℃ ℃ ℃
混合 ℃

D油 ℃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实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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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min min

min

24h 24h

50 35 22 22
12

10 8

 → → → →  → → 
→  

→ → → → →

动态预热 动态降温 动态降温 动态恒温10

0.2℃/ 0.1℃/ 动态降温

60动态恒温

模拟停输 模拟停输

B油 ℃ ℃ ℃ ℃
混合 ℃

D油 9℃

取样① ℃ 取样② ℃ 取样③

 

表 5 室内模拟缓慢停输，轻质油掺输少量高凝油凝点测试结果 

序号 
凝点测试结果 ℃ 

① ② ③ 

方案 1 15 16 ＞16 

方案 2 9 10 已凝 

4 实验结论 

综上，通过对空白原油、加剂原油、高凝/轻质混合原油分别进行室内模拟缓慢停输降温过程凝点测

试，发现：在缓慢停输温降条件下，空白原油、加剂原油、高凝/轻质混合原油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凝点

回升现象。根据本文实验结果，空白原油、高凝油掺输少量轻质油的凝点回升较明显，回升幅度 3-4℃；

加剂原油、轻质油掺输少量高凝油的凝点回升相对较小，回升幅度 1-2℃。 

一方面，室内模拟停输实验并不能完全再现实际管道的停输温降过程，因此，本文实验测得的停输

过程中原油凝点回升幅度仅供参考。另一方面，本文测试结果与文献[4]中实验结果互为印证，均说明停

输降温过程中原油内蜡晶重构现象显著。因此，在依据国标法或行标法所测凝点制定和调整管道工艺运

行方案时，建议酌情考虑停输缓慢降温过程中可能存在凝点回升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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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gel point of waxy crude oil by low-cooling-rate 

pipeline shutdown test 

HAO Lan1, WENJING Zhang2, YU Diao1, BO Xu1, LIXIN Zhang1 

(1. Petrochina Pipeline R&D Center,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2. Caofeidian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Management Committee, Tangshan, Hebei, 063210, China.) 

Abstract:  The gel point of waxy crude oil was dependent on test conditions, such as pre-treatment 

temperature, cooling rate, shutdown temperature, etc. Through laboratory shutdown experiments, the gel 

points of crude oil, PPD-beneficiated oil and heavy-light blend crude oil were tested respectively. It 

showed that, the gel points would rise in different extent for the three oil samples, due to significant 

reconstruction of wax crystal structure in the low-cooling-rate shutdown process. During the pipeline 

operation schedule formulation process, it was suggested to consider the rise of oil gel point in the 

shutdown period. 

Key Words：waxy crude oil;  pipeline shutdown;  low cooling rate;  gel point 



 

 

混合原油凝点预测方法对比研究* 

聂超飞 1**  王欢欢 2  李其抚 1  何嘉欢 3  李纯 3  苗青 1 

（1.中国石油管道科技研究中心，廊坊 065000； 2.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西北气矿，绵阳 

621700；3.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廊坊 065000） 

摘要：凝点是指导含蜡原油管道安全输送的重要参数，对于混合输送的管道，快速准确预测混合原油凝

点具有一定现实意义。通过采用科学的预测模型评价方法，对李闯文模型、刘天佑模型Ⅰ、刘天佑模型

Ⅱ和陈俊模型在某管道管输混合原油凝点预测的适应性进行了对比，筛选出了适用于该混合原油的凝点

预测模型。 

关键词：混合原油；凝点；预测模型；评价方法 

1 引言 

凝点是原油在测试条件下失去流动性的最高温度，是指导含蜡原油管道安全输送的重要参数[1]。不

同凝点的原油混合后, 混合原油的凝点通常介于两组分原油的凝点之间，且与组分原油的掺混比例一般

不呈简单的线性关系[2]。在管道实际运行过程中，根据生产需要随时会改变混合原油的配比，虽然凝点

可以根据实验测得，但测试过程相对繁琐。因此，快速准确的混合原油凝点计算方法对管道工艺计算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常见的凝点预测模型 

现有混合原油凝点计算模型，主要是使用者通过归纳实验数据得出的经验或半经验公式，对其建模

所用的油样往往具有较好的计算精度，而对于其他原油的计算精度却各不相同，在使用这些模型时，首

先需要对模型的适用性加以评价，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筛选出计算精度较高的模型。 

目前常见的凝点计算模型主要有李闯文模型[3-4]、刘天佑模型Ⅰ、刘天佑模型Ⅱ[5-6]以及陈俊模型[7]。

李闯文模型和刘天佑模型都是通过对新疆各油区有代表性的单井及由其组成的混合原油的实验数据，对

线性模型加以修正得到的计算式，采用这些模型不仅需要知道各组分原油的凝点，还需要知道组分油每

两种油按 1:1 混合后的凝点。陈俊在对混合原油凝点数据的分析过程中发现，两组分原油等质量配比以

后，混合原油凝点的实测值与线性加权方法计算值之差的绝对值与两组分原油各自凝点之差的绝对值之

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由此提出了一种计算混合原油凝点的新方法，仅需知道各组分原油的凝点，就可

以预测各配比条件下混合原油的凝点。本文试从以上几个模型中优选出适用于某管道混合原油凝点预测

的模型。 

各模型的计算式见表 1。 

从表中可以看出，以上几种方法都采用混合规则方法，主要区别在于配比修正参数 Bij 和混合油性

质修正参数 Cij 的计算方法不同。若采用李闯文模型、刘天佑模型Ⅰ和刘天佑模型Ⅱ，除了各组分油的

凝点和比例外，还需知道组分油两两等配比混合后的凝点，而陈俊模型只需各组分油凝点和比例即可计

算混油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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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混合原油凝点计算模型 

模型名称 计算公式 

李闯文模型 

( )
1

1 1 1

sgn(C )

( )

log(100 ) / log(100 )

2(2 )

jk

n n n

G i i jk jk j k
i j k j

jk j k

jk jk j k

T X T B C X X

B X X

C T T T

−

= = = +

= +

 =  
= − −

∑ ∑ ∑

 

刘天佑模型Ⅰ 

( )
1

1 1 1
( )

1
2 2

2(2 )

n n n

G i i jk jk j k
i j k j

jk
jk

jk jk j k

T X T B C X X

XXB

C T T T

−

= = = +

= +

= − +

= − −

∑ ∑ ∑

 

刘天佑模型Ⅱ 1 2 1/
1 1

1( ) ( )
n n

n
G i i n n j

i j
T X T n X X X T T

n= =

= + ⋅⋅⋅ −∑ ∑  

陈俊模型 

( )
1

1 1 1

1.1456

( )

1
2 2

0.698

n n n

G i i jk jk j k
i j k j

jk
jk

jk j k

T X T B C X X

XXB

C T T

−

= = = +

= +

= − +

= ± −

∑ ∑ ∑

 

注：表中 TG 代表混合原油凝点，Xi代表组分油 i 的掺入比例，Ti代表组分油 i 的凝点，Tjk 代表组分油 j 和 k 等比例混合

后的凝点，n 代表组分油的种类数，T1/n代表 n 组分油等比例混合后的凝点。 

3 预测模型评价方法 

（1）评价指标 

对于混合原油凝点模型的筛选，选取以下几种评价指标。 

① 绝对平均偏差（AAD） 

1

1 n

i
i

AAD GPD
n =

= ∑
                      

（1） 

p mGPD T T= −                         （2） 

其中，Tp—凝点的实测值；Tm—凝点的计算值。 

GPD 为凝点计算值与实测值的绝对偏差，AAD 即模型对于 n 个测点计算的绝对偏差的平均值。 

② 最大绝对偏差（MAD） 

max iMAD GPD=                      （3） 

MAD 即模型对于 n 个测点计算的绝对偏差的最大值。 

③ 绝对偏差分布（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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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
n

=
                         

（4） 

绝对偏差分布 Da 即计算偏差值超过一定界限的测点数占全部测点数的比例，由于 SY/T0541-2009《原

油凝点测定法》中规定：同一操作者，在同一实验室，使用同一设备，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对同一个

油样进行重复测定，所得两次结果之差不得超过 2℃，因此 na 取模型计算偏差超过 2℃的测点数。 

以上三个评价指标都是逆指标，即指标值越小则模型越好。 

（2）数据标准化处理 

对于多评价指标的评价过程，各指标的计量单位和数量级不一样，各指标对于模型准确性综合评价

的重要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将统计指标值直接简单相加。为了使各指标值具有可比性，应先对数据

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再选择适当的方法综合数据。 

数据标准化也就是统计数据的指数化。不同性质的指标直接加和不能正确反映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

必须先考虑改变逆指标数据性质，使所有指标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同趋化，再加和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而数据无量纲化处理主要解决的是数据的可比性问题。经过数据同趋化和无量纲化处理后，原始数据转

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即各指标值都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别上，就可以进行综合测评分析了。 

数据标准化的方法有很多种，对于逆指标的同趋化处理，本文采用阈值法，将待评价的各模型指标

组成的数据矩阵进行阈值处理以改变指标性质，即 

n ij m n( ) yij mX x Y× ×= → =阈值法 （ ）              （5） 

式中： X —指标值组成数据矩阵； 

Y —无量纲处理后指标值数据矩阵； 

      m—模型的个数； 

n—指标数。 

其中，阈值法矩阵的转换规则为 

ij ij
j=1,2 m

ij
ij ij

j=1,2 m j=1 2 m

max x -x
y = i=1,2 k

max x -min x
⋅⋅⋅

⋅⋅⋅ ⋅⋅⋅

⋅ ⋅ ⋅

，

（ ， ）            （6） 

式中：i，j 表示第 i 个模型的第 j 个指标；m，k 分别代表指标和模型个数。 

由式 6 计算得到的评价值 yij 在[0,1]区间内，且随 xij 的增大而减小。经过阈值法处理以后，原本为逆指

标的三个指标可以转换为正指标评价值，原始数据均化为无量纲化指标评价值，可以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3）确定指标权重 

各个评价指标对于模型评价的重要程度不尽相同，要反应出其作用上的差异，需要对各参评指标做

科学的权重调整，以确保综合评价结果的合理性。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主观赋权法采取定性的方法，由专家根据经验进行主观判断而得到权数，然后再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如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法（Delphi 法）、模糊分析法、二项系数法等，这类方法的优点是专家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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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问题，较为合理地确定各指标之间的排序。客观赋权法则主要从相互独立的数据本身出发，根据

历史数据研究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或指标与评估结果的关系来进行综合评价，这类方法包括最大熵技术

法、主成分分析法、多目标规划法、均方差法等，虽然这些方法的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数学理论依据，

但赋权方法依赖于实际的问题域，通用性和决策人的可参与性较差，且计算方法大都比较繁琐。 

考虑到本文选取的三个评价指标并不满足相互独立的特性，因此采用主观赋权法中的专家调查法来

确定指标权重。确定三个指标对模型的影响程度最大的为绝对偏差分布（Da），其次是绝对平均偏差

（AAD），影响最小的为最大绝对偏差（MAD），以 aDω 、 AADω
和 MADω 分别代表以上三个指标的权重，

则 

a + 1D AAD MADω ω ω+ =                         （7） 

aD AAD MADω ω ω> >                          （8） 

这里假设，对模型准确性影响程度最大的指标值的权重是影响程度最小的 5 倍，即 

a =5D MADω ω                           （9） 

结合式 7、式 8，确定三个指标权重分别为 0.5Daω = ， 0.4AADω = ， 0.1MADω = 。 

（4）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方法 

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来综合各模型的3个指标的评价值，即由指标转换后的数据矩阵Y与权矩阵
Tω

的乘积得到综合评价矩阵 E，如公式 10。矩阵的综合评价值从大到小排序，则对应模型的准确性相对优

劣序（排序）。 

TY Eω⋅ =                        （10） 

4 预测模型对比 

为了验证上述模型的计算精度，对 111 组不同组分和配置比例的该管道混合原油进行凝点测试，将

实验结果与各模型凝点计算值相比较，对比结果见图 1 至 4，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各模型计算值统计结果 

评价指标 
各模型计算结果的统计分析 

李闯文模型 刘天佑模型Ⅰ 刘天佑模型Ⅱ 陈俊模型 

绝对平均偏差(AAD) 2.57 2.61 2.82 4.32 

最大绝对偏差(MAD) 3.10 3.40 3.68 7.98 

绝对偏差分布(Da) 32.35 17.65 17.65 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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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李闯文模型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图 2 刘天佑模型Ⅰ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图 3 刘天佑模型Ⅱ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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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陈俊模型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对比分析表明，李闯文模型、刘天佑修正模型Ⅰ和刘天佑修正模型Ⅱ计算结果的绝对平均偏差相差

都不大，刘天佑修正模型Ⅰ和刘天佑修正模型Ⅱ不论是在绝对平均偏差还是绝对偏差分布上都相当，而

陈俊模型的计算精度较前三者稍弱。 

根据如前所述的模型评价方法，经过科学计算，得出模型准确性综合评价值见表 3。 

表 3 混油凝点计算模型综合评价结果 

模型 
X Y 

E 排序 
AAD MAD Da AAD MAD Da 

刘天佑模型Ⅰ 1.65 9.13 0.3051 1 0.6591 1 0.9659 1 

李闯文模型 2.40 8.55 0.4831 0.1776 0.9227 0 0.1393 2 

陈俊模型 2.5 8.38 0.4746 0 1 0.0478 0.1289 3 

刘天佑模型Ⅱ 2.37 10.58 0.4746 0.1529 0 0.0478 0.0901 4 

综上，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在可获得各组分原油凝点以及每两组分原油等比例混合后的凝点时，推

荐使用刘天佑修正模型Ⅰ计算混合原油凝点，李闯文模型和陈俊模型的综合评价结果相当，四个模型中

刘天佑修正模型Ⅱ对混合原油的凝点计算适用性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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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methods of gel point 

on a blend crude oil 

Chaofei Nie1*, Huanhuan Wang2, Qifu Li1, Jiahuan He3,Chun Li3, Qing Miao1, 

(1.Petrochina Pipeline R&D Center, Langfang, 065000; 2. Southwest Oil and Gas Field Company 

Northwest of Sichuan Gas Production District ,MianYang,621709; 3. Petrochina Pipeline Company, 

Langfang, 065000) 

Abstruct: Gel point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of the safe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of the waxy crude oil, 

and predicting the gel point of the blended crude oil quickly and precisely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is kind of mixed transportation. By adopting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the adaptation of the Model Li Chuangwen、Model Liu Tianyou Ⅰ、Model Liu Tianyou 

Ⅱ、Model Chen Jun to predicting the gel point of blend crude oil transported in a certain pipeline is 

analyzied and compared, by which the most appropriate model for gel point prediction of the blend crude 

oil is confirmed. 

Key words: blend crude oil; gel point; prediction model; evaluation method 



 

 

热油管道现场试验及室内实验对比研究* 

刁 宇 1  程 诚 2  邓 梁 2  姬一诺 2  闫 锋 1  祖宇樑 3 

（1.中国石油管道研究中心，廊坊 065000  2.中国石油管道公司生产处，廊坊 065000 3. 东北石油管道

有限公司，沈阳 110000） 

摘要：为了研究室内实验对热油管道热处理及加剂综合热处理不同工艺运行方案现场试验的指导意义，

以国内某条原油管道为例，对该原油管线所输送的原油进行室内油品基本物性测试、室内和现场热处理

实验及室内和现场加剂综合热处理实验，对比分析室内及现场实验结果。结果表明：现场试验与室内实

验结果基本一致，现场注入工艺及管输的降温和剪切条件更有利于纳米降凝剂发挥作用；原油添加纳米

降凝剂处理后低温原油蜡晶结构稳定性好，抗高剪切性能强。 

关键词：热油管道；降凝剂；热处理；加剂综合热处理 

1 前言 

较之天然气管道和成品油管道有所不同，原油管道输送的油品粘度、凝点和含蜡量均较高[1]。当易

凝、高粘原油在管流输送过程中，过高的粘度使管线沿程摩阻急剧上升，并且当环境温度低于油品凝点

时，易造成凝管等严重后果。因此，目前我国大部分原油管道均采用热处理或加剂综合热处理的方式进

行输送[2]。特别是针对需要加剂综合热处理的原油管线，需要根据室内及现场试验来指导不同的运行方

案是否具有可行性，从而确定一条原油管道的运行方案。以我国某条原油管道为例，进行现场管输原油

基本物性测试实验、原油热处理测试实验以及添加纳米降凝剂改性后测试实验[3]，对比分析室内及现场

试验结果，从而确定室内实验结果对现场试验的指导意义。 

2 工程概况 

管道全长 30.14km，管径为 Φ377×7。管线沿途共有 4 座输油站：首站、加热计量站、加热站、末

站。在末站一侧设有线路阀室 1 座。管线投产至 1996 年的原油输量一直在 100×104t/a 左右，1996 年的

下半年开始降量，目前原油输量在 52.5×104t/a 左右。 

3.现场实验过程 

基于现有工况开展添加纳米降凝剂现场试验，注剂时间为 52h，注剂量为 100g/t，注入点在首站外

输泵前。试验期间管线输量为 97～104.7m3/h，首站出站温度 75℃；加热计量站进站温度 41.4～41.6℃

左右，进站压力 1.21～1.23MPa，出站压力 1.18MPa，出站温度 75℃；末站进站温度 35～36℃，进站压

力 0.03～0.16 MPa。注入装置如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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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移动式纳米降凝剂注入装置 

4 室内试验结果 

管输原油基本物性见表 4-1，原油粘温特性见表 4-2。 

表 4-1 原油基本物性 
析蜡点 
℃ 

倾点 
℃ 

反常点 
℃ 

胶质、沥青

质 
密度 
kg/m3 

蜡含量 
凝点 
℃ 

42 35.0 38 10.3％ 861.8 30％ 31.0 

表 4-2 原油粘温数据表 

温度 
原油（表观）粘度 mPa.s 
10 s-1 20s-1 30s-1 40s-1 50s-1 

40 147.7 118.5 102.5 92.3 85.8 
35 672.5 451.8 353.4 295.8 259.0 
30 1575.0 1041.0 775.2 636.2 546.2 
27 2399.0 1546.0 1195.0 993.0 858.1 
25 4042.0 2408.0 1778.0 1432.0 1210.0 
25* 3578.0 2039.0 1458.0 1152.0 969.0 

该管线目前采取的是原油热处理输送工艺，针对该原油进行了 75℃热处理，降温速率 0.5℃/min，

试验结果见表 4-3。 

表 4-3 75℃热处理粘温数据 
处理 
温度 
（℃） 

测试 
温度 

（表观）粘度 mPa.s 
凝点 
（℃） 10s-1 20s-1 30s-1 40s-1 50s-1 

75* 

40℃ 43.2 / 
35℃ 57.5 / 
30℃ 99.5 / 
27℃ 204.3 192.6 185.3 179.8 175.3 24 
25℃ 271.9 255.7 247.9 241.4 233.2 23 

针对管线所输送的原油，在室内分别做了 65℃、75℃综合处理实验，降温速率 0.5℃/min，实验结

果见表 4-4。 

表 4-4 65℃、75℃综合处理实验结果（加剂量 100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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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温度 
（℃） 

测试 
温度 

（表观）粘度 mPa.s 
凝点 
（℃） 10s-1 20 s-1 30s-1 40 s-1 50 s-1 

65 

40℃ 33.2 / 
35℃ 41.9 / 
30℃ 60.3 / 
27℃ 80.4 19 
25℃ 105.2 17.5 

75* 

40℃ 36.5 / 
35℃ 46.3 / 
30℃ 57.4 / 
27℃ 72.4 / 
25℃ 88.3 16℃ 
22℃ 178.6 17℃ 

由表 4-4 实验结果可知，添加 100 g/t 纳米降凝剂，分别经 65℃和 75℃综合处理在 25℃条件下，原油

均为牛顿流体，75℃综合处理效果比 65℃效果稍好。与表 4-2、4-3 中试验结果相比，添加 100g/t 纳米

降凝剂经 65℃综合处理与未处理原油相比，降粘率达 91%，凝点下降 14℃，与 75℃单纯热处理效果相

比，降粘率可达 55%，凝点可下降 5.5℃。 

5 现场试验结果 

5.1 首站测试结果 

为检验降凝剂的稀释效果，取稀释剂于室内加剂进行综合处理，测 25℃的粘度及凝点；为检验注剂

效果，从首站泵后取出站样到室内降温测 25℃的粘度及凝点；将其效果与实验室内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见表 5-1，图 5-1。从图表可以看出：现场室内加剂（将现场降凝剂稀释釜中稀释好的剂到室内加剂 75℃

处理-降温至 25 ℃测粘度和凝点）与室内加剂效果相当；首站出站管线注剂样要比现场室内加剂效果要

好，说明注入系统及注入工艺合理，泵的剪切更有利于剂的发挥作用。 

表 5-1 首站取样测试结果 
剪速/s-1 10 20 30 40 50 凝点/℃ 
实验室内加剂 88.3 88.3 88.3 88.3 88.3 16.0 
现场室内加剂 88.0 88.0 88.0 88.0 88.0 17 
首站出站 75.8 75.8 75.8 75.8 75.8 16.5 

 
图 5-1 首站取样测试结果 

丹东首站取样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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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江边计量站测试结果分析 

试验过程中，江边计量站取样测试结果见表 5-2，江边计量站取样测试结果及测试凝点随测试时间

变化图见图 5-2，测试结果与室内测试结果对比图见图 5-3。 

表 5-2 江边计量站取样测试结果 

编号 
取样 
温度 

进站油样℃ 
测试 
温度 

(表观)粘度 mPa.s 
凝点 
℃ 10s-1 20s-1 30s-1 40s-1 50s-1 

1 41.5 75℃→25℃ 25℃ 530 430 375 335 305 25 

2 41.4 25 25℃ 105 107 108 110 112 17 

3 41.5 25 25℃ 94 97 103 106 107 16.5 

4 41.8 25 25℃ 95 92 92 94 96 17 

 

 

图 5-2 江边计量站取样测试凝点随时间的变化 

 
图 5-3 江边计量站取样测试结果与室内测试结果对比图 

从图 5-3 可以看出：江边计量站取样直接降温测试粘度与凝点，与室内效果相当，25℃下的粘度降

到 90~120mPa.s，25℃下的凝点降到了 17℃ 。 

5.3 末站油库测试结果 

末站油库取样测试及测试凝点随测试时间变化图见图 5-3，测试结果与室内测试结果对比图见图 5-4。 

表 5-3 末站油库取样测试结果 

计量站取样测试凝点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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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取样 
温度 

进 站 油 样 温

度℃ 
测试 
温度 

(表观)粘度 mPa.s 凝点 
℃ 10s-1 20s-1 30s-1 40s-1 50s-1 

7 35 25℃ 25℃ 247 231 222 213 207 22 

8 35 25℃ 25℃ 535 430 392 356 328 22 

10 35 25℃ 25℃ 310 287 274 262 247 20 

12 35 
进站温度→  / / / / / / 

75℃→25℃ 25℃ 67 79 81 82.5 84 17 

 

 
图 5-3 油库取样测试凝点随时间的变化 

 
图 5-4 油库取样测试结果与室内结果比较图 

由表 5-3、图 5-3 及图 5-4 知：在末站油库取的油样直接降温测试粘度与凝点，效果不理想，25℃、

10-50s-1 下的粘度降到 200~500mPa.s，25℃下的凝点降到了 20℃~22℃；为了检验加剂油到达末站油库

的加剂效果，在油库取样在室内再加热到 75℃，然后以 0.5℃/min 降温速率降到 25℃，测试结果见表

5-3 编号 12 数据，对比图见 5-4：25℃下的粘度降到 60~80mPa.s，25℃下的凝点降到了 17℃，和计量站

测试结果相当，由此确认：加剂原油在经历了整条管线的变温剪切后，其处理效果仍然很好。从江边计

量站到朝方油库这段管线，管内结蜡及凝油层比较厚且厚度不均匀，在加剂初期已沉积到管壁上的未加

剂凝油，在管流的冲刷下从管壁上脱落下来，与管中流动的加剂油掺混在一起，由于未加剂的凝油结晶

过程与加剂油有显著的不同，所以取到加剂油样的测试结果受到影响。 

5.4 热处理测试结果对比 

朝方油库取样测试凝点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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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江边计量站、末站油库取样测试管输原油的粘度与室内 75℃热处理测试结果对比图 

 
图 5-6 加剂后江边计量站取样测试结果与室内 75℃综合处理测试结果对比图 

根据表 5-2、表 5-3、表 4-3 未加剂原油热处理后的粘温数据的比较得图 5-5 知：粘温数据现场测试

结果比室内测试结果偏大，江边计量站热处理原油的测试结果比末站油库测试粘温数据大，这是由于热

处理效果抗剪切稳定性差所致，而且江边计量站进站压力很高（1.21MPa），取样时经高压剪切影响测试

结果。而加剂后计量站取样测试结果和室内测试结果（对比图见 5-6）相当，说明该原油添加该纳米降

凝剂处理后低温原油的蜡晶结构稳定性好，抗高剪切性能强[4]。 

6.结论 

根据原油室内及现场热处理和加剂综合热处理实验结果可知，由于热处理原油抗剪切稳定性较差，

现场热处理试验较室内实验粘温数据偏大，凝点比较接近；加剂综合热处理现场试验效果与室内实验结

果相当，同时说明现场的注入工艺及管输的降温和剪切条件较之室内试验更有利于纳米降凝剂发挥作用；

该原油添加该纳米降凝剂处理后低温原油的蜡晶结构稳定性好，抗高剪切性能强；室内实验能够预测现

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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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and field test of hot oil 

pipeline 

Yu Diao1,Cheng cheng2,Liang Deng2, Yinuo-Ji2, Feng Yan1，Yu-Liang Zu3 

（1. PetroChina Pipeline R&D Center, Langfang, Hebei, 06500, 2. Petrochina Pipeline Company,3 

Northeast Petroleum Pipelin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to different process 

operation scheme field test of hot oil pipeline heat treatment additive comprehensive heat treatment, for 

one crude oil pipeline as example, to do the basic physical oil property test, laboratory or field heat 

treatment and additive comprehensive heat treatment experiments of this crude oil of one crude oil 

pipeline in chin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and field tes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ield test results are comparable with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 field injection process , 

cooling and shear conditions of transportation are more conductive to nano pour point depressant to play a 

role. After this crude oil has dealed with nano pour point depressant, low temperature crude oil wax crystal 

structure stability is good, high shear resistance is strong, laboratory experiment can predict the field 

result. 

Key words: hot oil pipeline, pour point depressant, heat treatment, additive comprehensive heat treatment 



 

 

稀油掺入含蜡原油对其结构特性的影响* 

李其抚 1  聂超飞 1**  宦 涛 2  熊 辉 1 

（1.中国石油管道研究中心，廊坊 065000；2.中国石油管道公司生产处，廊坊 065000） 

摘要：当含蜡原油中掺入稀油后，含蜡原油中的蜡含量将降低，随着温度的降低，同一温度下析出的蜡

晶将减少，形成的结构就越弱，原油形成强结构时的温度也将越低。在一定条件下，对含蜡原油进行温

度扫描，得到温度与模量的关系曲线，其中的胶凝点可以表征原油的凝点。在大庆原油中掺入俄油后，

随着掺入俄油比例的增加，混油的胶凝温度越低，同一温度下储能模量和耗能模量值也越小；当原油结

构破坏后，结构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也越多。 

关键词：稀油；含蜡原油；结构；储能模量；耗能模量 

1 引言 

含蜡原油的凝点一般相对较高，在长距离输送过程中大部分需要进行多次加热输送，首次加热温度

一般在 60-75℃，二次加热温度也在 50℃，能耗相对较高[1]。为了降低含蜡原油的输送成本和提高管道

输送安全性，可以对含蜡原油进行添加降凝剂或者减阻剂进行输送；若在下游炼厂接受掺混稀油的情况

下，掺入稀油输送是最为经济简便的输送方法[2-4]。当含蜡原油中掺入稀油后，原油中的蜡含量将降低，

在温度降低过程中，同一温度下析出的蜡晶将减少，形成的结构相对就弱，原油形成强结构的温度就越

低，原油的凝固点也就越低[5-6]。含蜡原油管道在停输过程中，随着温度的降低，原油内部将逐渐形成

一定的空间网络结构，并且随着停输时间的增加，形成的结构也就越强；在含蜡原油中掺入稀油后，可

以延长原油结构形成的时间，这样就更有利于原油管道的停输再启，提高管道运行的安全性[7-8]。 

2 实验 

实验仪器为安东帕公司生产的 MCR-502 型流变仪，采用同轴圆筒测试系统。流变仪配备的 Smart 

Swap 智能温度控制系统精度达到 0.001℃。实验基础油样采用大庆原油和俄罗斯原油（俄油），其基本

的物性参数见下表 1；同时，在实验过程中使用这两种基础油样进行不同配比的混油油样，大庆原油与

俄油的配比分别为 9:1/8:2/7:3，采用国标法测得这三种混油的凝点分别为 30℃/29℃/26℃。 

表 1 两种油样的物性参数 

油样 含蜡量（%） 含水率（%） 凝点（℃） 初馏点（℃） 密度（kg/m3） 

俄油 4.9 0.039 -19 46 841.2 

大庆原油 29.8 0.244 32 70 865.3 

实验过程中为确保实验油样的同一性，在实验之前先将油样放置于流变仪的同轴圆筒中加热至 50℃，

恒温热处理 10min 以消除原油对热剪切历史的记忆效应，再以 1℃/min 均速降温至实验温度。在频率为

1Hz，应变为 0.2%，从 40℃开始，以 0.5℃/min 的降温速率对不同比例的混油进行温度振荡扫描，测试

其温度与模量的关系曲线，见图 1。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纯大庆油的胶凝温度为 32.1℃；大庆油比俄油

比例为 9:1 时，胶凝温度为 30.4℃；大庆油比俄油比例为 8:2 时，胶凝温度为 28.5℃；大庆油比俄油比



 

359 
 

例为 7:3 时，胶凝温度为 26.1℃。随着掺混稀油（俄油）比例的增加，混油的胶凝温度逐渐降低；在同

一温度下，稀油比例越高，混油的储能模量和耗能模量值越小，即其结构强度越弱，与含蜡原油含蜡量

越高形成的结构越强的理论也相符。同时，混油的胶凝温度与国标法测得凝点值一致，说明可以用原油

的胶凝温度表征原油的凝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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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比例混油的温度与模量关系（a 大庆油：俄油=10:0，b 大庆油：俄油=9:1，c 大庆油：俄油=8:2，

d 大庆油：俄油=7:3） 

将俄油按照不同比例掺入大庆原油中，其中俄油的比例分别为 10%、20%、30%，对这三种混油油

样充分搅拌均匀后放置于流变仪的同轴圆筒中加热至 50℃，恒温热处理 10min 以消除原油对热剪切历史

的记忆效应，再以 1℃/min 均速降温至 30℃，再以 50s-1 的剪切速率剪切 5 分钟，最后在频率为 1Hz，

应变为 0.2%的条件下进行时间振荡扫描，测试其储能模量与时间的关系曲线，见图 2。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增加，原油的结构逐渐恢复，储能模量值逐渐增加，在刚开始时速

率较高，而后速率降低，并逐渐趋于平衡。随着稀油掺入含蜡原油比例的增加，原油中含蜡量也就越低，

结构破坏后也就越难恢复，最终形成的结构也越弱，与图 2 中随着俄油比例增加储能模量值增长速率越

慢，最终趋于平衡的值也越小的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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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比例混油储能模量与时间的关系 

3 结论 

含蜡原油掺入稀油比例越高，在温度逐渐降低时，同一温度下稀油比例越高，混油的储能模量和耗

能模量值越小，混油的胶凝温度与国标法测得凝点值一致，可以用原油的胶凝温度表征原油的凝点值。

随着稀油掺入含蜡原油比例的增加，结构破坏后形成新结构的时间也越长，并且储能模量值更小，在停

输再启动时也更加容易，原油管道的能耗和运行风险也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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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in oil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waxy crude oil 

QiFu Li1, ChaoFei Nie1*, Tao Huan2, Hui Xiong1 

(1.PetroChina Pipeline R&D Center, Langfang, 06500, 2.Petrochina Pipeline Company , Langfang, 

06500) 

Abstract: The When the waxy crude oil mixed with thin oil, wax content in waxy crude oil will be 

reduced, as the temperature decreased，the precipitation of wax crystals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will 

decrease，th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is weak，the formation of strong crude oil structure temperature 

will be lower.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emperature curve scanning of waxy crude oil, received cur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modulus, the gel point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freezing 

point of crude oil. In the Daqing crude oil blended with Russian oil, as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Russian 

oil blended, the gelation temperature of the mixed oil will be lower, the value of storage modulus and loss 

modulus will smaller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a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crude oil, more time needed 

for the structural recovery. 

Key Words：thin oil, waxy crude oil, structure, storage modulus, loss modulus 



 

 

含蜡原油的依时性黏弹-屈服转变行为及其表征 * 

刘洪飞  张劲军 **  李鸿英 
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城市油气输配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储

运工程系，北京 102249 

摘要：采用振荡剪切、蠕变-回弹实验以及应力线性扫描等控应力流变学研究手段，系统研究了胶凝含

蜡原油的依时性黏弹-屈服转变行为。研究发现，转变过程处于线性黏弹性阶段时，应变与应力近似呈

线性关系，弹性特征占据主导，储能模量与频率呈弱乘幂关系，低频率下耗能模量随频率变化不大，高

频率下耗能模量与频率呈乘幂关系，产生的瞬时弹性应变可瞬间恢复；非线性黏弹性阶段时，结构破坏

具有明显的依时性，时间尺度越长，弹性特征损失越多，非线性破坏程度越强，能量耗散越大,并且温度

越低，在此阶段蜡晶结构越倾向于发生脆性破坏;定义了脆性指数对结构脆性进行定量表征；屈服破坏后，

应变率为应力的单值函数，接近于纯黏性流动，没有弹性恢复。含蜡原油的屈服破坏过程复杂，需要考

虑线性黏弹性区域的模量、临界线性应变、屈服应变、临界线性应力以及屈服应力这些特征力学参量加

以综合表征。  
关键词：含蜡原油；振荡剪切；线性黏弹性；屈服应变；表征  

1 引言 

含蜡原油中蜡的存在及其形态的改变使得其流变特性非常复杂。当油温降至析蜡点时，原油中溶解

的蜡由于过饱和而开始析出；温度进一步降低，析出的蜡量逐渐增大；当析出的蜡量达到原油质量的

2%~3%[1]时，蜡晶颗粒相互交联形成网状结构，将液态原油包裹其中，体系从溶胶转变成凝胶。胶凝含

蜡原油是一种黏弹塑性物料，在受载屈服裂降之前发生缓慢的黏弹性蠕变。系统、准确地表征含蜡原油

的依时性黏弹-屈服转变，是建立力学意义明确的黏弹触变本构关系的必要条件。然而，目前建模时对

黏弹-屈服的转变主要采用经验性的描述。究其原因，是因为对这一过程力学行为认识非常模糊。针对

此问题，本文利用多种流变加载模式（蠕变-回弹、应力扫描、大振幅振荡剪切），对含蜡原油的黏弹-

屈服转变行为进行研究和表征。 

2 实验 

实验所用油样为一种典型含蜡原油，20°C密度为 865.1 kg/m3，析蜡点为 44.5 °C，含蜡量为 22.6wt%，

加热温度 60 ℃条件下其胶凝温度（G’=G’’时对应的温度）为 35 ℃。 

流变性测试采用 HAAKE Mars Ⅲ流变仪及其配置的 Z38 TiP 同轴圆筒测量系统，采用 HAAKE AC 200

程控水浴控温，精度为 0.01 ℃。具体测试步骤为：将样品装载至同轴圆筒内，在 60℃恒温 10min，然

后以 0.5℃/min 的降温速率降至测量温度，并恒温 2h 使体系的结构充分形成。 

3 实验结果及讨论 

通过线性黏弹性范围内的频率扫描实验，研究了储耗能模量对频率的依赖性。根据实验结果（图 1），

在所测频率范围内，储能模量与频率呈弱乘幂关系；当频率较低时，耗能模量基本不随频率变化，当频

率较高时，耗能模量与频率呈乘幂关系。根据蠕变-回弹实验结果（图 2），借助机械类比模型，定量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1134006，51534007）。 

**通讯作者，张劲军，zhangjj@cup.edu.cn、010-8973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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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弹性变形和黏性变形随着加载应力提高而发生的改变。形变处于线性黏弹性范围时，瞬时弹性应变

卸载后可瞬间恢复；超出线性黏弹性范围后，应变恢复过程中瞬时回弹应变所占比例逐步减小，结构弹

性特征逐步减弱，黏性特征逐步增强。 

 
图 1 含蜡原油储/耗能模量随频率的变化 

 
图 2 胶凝含蜡原油的蠕变与回弹过程 

根据 SAOS 和 LAOStress 测试结果（图 3-图 4），在振荡剪切流场下，结合傅里叶变换[2]，对含蜡原油的

线性黏弹性和非线性黏弹性进行了定量分析。形变超出线性黏弹性范围后，结构发生依时性破坏，随着

频率减小，应变幅值逐渐增大，三次相对倍频增大，同时，Lissajous 曲线呈逆时针旋转。因此，时间尺

度越长，结构非线性破坏程度越高。屈服之后，黏性占主导地位，体积能量耗散跨数量级增大。 

 
图 3 频率 1rad/s 时不同应力幅值下的 Lissajous 曲线 

 
图 4 应力幅值 16Pa 时的 Lissajous 曲线 

对不同温度含蜡原油开展动态振幅扫描实验（图 5），其中临界线性应变 lγ 与储耗能模量交点特征

应变 cγ 均可精确确定。定义脆性指数 I 为 cγ 与 lγ 之比，实现了对含蜡原油结构脆性的定量表征（图 6）。

I 值越趋于 1，即弹性变形至结构断裂发生跨越的应变幅度越小，加载后越容易发生脆性断裂。 

 
图 5 不同温度下的储/耗能模量随应变幅值的变化 

 
图 6 含蜡原油不同析蜡量下的脆性指数 

在不同应力加载速率下的剪切流动中，结构屈服转变行为如图 7 所示。在较低的应力下，弹性占主

10-2 10-1 100 101

101

102

103 slope0.1

G
′，

G
′′ 

(P
a)

 ω (rad/s)

 G′  @32 ℃    G′  @33 ℃   G′  @34 ℃   G′  @35 ℃

 G″ @32 ℃     G″ @33 ℃   G″ @34 ℃   G″ @35 ℃

slope0.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0.0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19Pa
 18Pa
 17Pa
 15Pa
 10Pa
 5Pa
 3Pa
 1Pa

 
 
 
 
 
 
 
 
 
 
 

Sh
ea

r s
tra

in
 (-

)

Time (s)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1Pa
 5Pa
 10Pa
 15Pa
 20Pa
 25Pa
 30Pa
 40Pa
 50Pa
 60Pa

S
tra

in
 (-

)

Stress (Pa)

1rad/s

 

 

-20 -16 -12 -8 -4 0 4 8 12 16 20
-0.04

-0.03

-0.02

-0.01

0.00

0.01

0.02

0.03

0.04

 0.1rad/s
 1rad/s
 10rad/s

St
ra

in
 (-

)

Stress (Pa)

 

 

Critical 
linear strain

γl
Crossover 

strain
γc

Yield zone

1 1.5 2 2.5
10

20

30

40

50

 In
de

x 
of

 b
rit

tle
ne

ss
 (-

)

lgφ (wt%)

 

 



 

364 
 

导地位，应变是应力的单值函数，与加载方式的关系不明显，近似为虎克体，其弹性系数与 SAOS 测得

储能模量接近。超出线性黏弹性范围（应变超过 1%）后，结构破坏体现出依时性，具体体现为加载速

率越慢，残余应变越大（图 8）。加载速率不同时，结构屈服发生在不同的应力水平下，体现出屈服应力

的测量结果与加载方式相关。蜡晶结构屈服断裂之后，表现为黏性占主导，弹性很弱，应力是剪切率的

单值函数（图 7）。屈服应力的测量结果对加载条件依赖性很强，非线性黏弹性范围的依时性结构破坏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图 7 含蜡原油的黏弹—屈服转变行为 

 

图 8 应力扫描过程中应变发展与恢复过程 

以 32℃大庆原油为例，在蠕变-回弹、应力扫描、大振幅振荡剪切三种加载模式下，线性黏弹性区

域的储能模量值 '
0G 均在 1300Pa 左右，临界线性应变 cγ 均在 1%左右，屈服应变 yγ 均在 10%左右，在定

量上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要全面表征含蜡原油结构的屈服转变，不能仅依赖于屈服应力单一指标，需要

综合考虑并且把握住特征点的模量、应变以及应力这些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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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dependent transition from viscoelasticity to yielding rheological 

behavior and its characterization of waxy crude oils 

Hongfei Liu, Jinjun Zhang*, and Hongying Li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Pipeline Safety/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Oil & Gas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work, we are interested 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dependent transition from 

viscoelasticity to yielding rheological behavior of waxy crude oils. To do so, we carry out an extensive 

rheological study that involves stress ramp, dynamic oscillatory shear, step stress and recovery 

experiments. It was found out that the waxy crude behaves in the linear viscoelastic regime as 

demonstr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strain is proportional to the shear stress due to the elastic characteristic is 

dominant. In this region, there is a weak power-law dependency of storage modulus on frequency. Loss 

modulus is frequency-independent when the frequency is small, while power-law growth is seen when the 

frequency is large enough. Upon increasing the stress value, it evolves towards a nonlinear viscoelastic 

respon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nger the imposed time scale is, the more elasticity of waxy crude was 

lost. This means that a longer time scale causes a higher nonlinear damage degree. By means of LAOS 

tests, the energy dissipation was calculated though Lissajous plots analysis. To characterize the yielding 

mode of waxy crude quantitatively, the brittleness index was defined. With the temperature decreases, the 

waxy crystal structure transforms from ductile fracture to brittle fracture. Once the the yield stress is 

overcome, it behaves close to the pure viscous flow by the fact that the shear rate is a single valued 

function of shear stress. The yielding transition region is so complicated that a single parameter like a 

time-dependent “yield stress” cannot describe it reasonably. Then a range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such as modulus, critical linear stress, critical linear strain, critical shear rate, yield stress and yield strain, 

etc. should be applied systematically for the complicated yielding transition characterization. 

Key Words: waxy crude; oscillatory shear; viscoelasticity; yield strain; characterization



 

 

胶凝含蜡原油屈服过程测量中壁面滑移问题的实验研究* 

马晨波  张劲军 **  李 苗  刘洪飞  冯 凯  陈朝辉 

(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城市油气输配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储

运工程系，北京 102249) 

摘要：低温下，含蜡原油中蜡组分析出并形成一定强度的结构，给管道停输再启动带来困难。屈服应力

是反映含蜡原油结构强度的重要参数。本文针对一种典型的含蜡原油，采用 Anton Paar Rheolab QC 控应

力流变仪，使用光滑转子、刻槽转子及桨式转子三种测量系统，在相同的应力线性加载模式下测试了屈

服应力。在凝点及凝点温度以下，所测得的屈服应力由大到小依次为桨式转子、刻槽转子和光滑转子，

且随着温度降低三种系统测得屈服应力差异逐渐增大，且采用桨式转子测得的屈服应变、屈服时间均显

著高于刻槽转子和光滑转子。这一现象说明屈服应力测试过程中存在壁面滑移。建议今后测量屈服应力

采用桨式转子测量系统。 

关键词：含蜡原油；屈服应力；桨式转子；壁面滑移  

1 引言 

在较低温度下，含蜡原油中大量的蜡组分结晶析出并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网络结构，导致原油胶凝，

给管道的安全运行造成严重威胁。屈服应力是表征胶凝含蜡原油结构强度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管道停输再启动的难易程度。由于胶凝含蜡原油内部结构强度和凝胶与壁面的附着力存在差异，胶

凝原油屈服应力测量过程中可能存在壁面滑移。减小壁面滑移对屈服应力测试结果影响的常用方法是增

大测量系统的表面粗糙程度，另一种方法是采用桨式转子（vane）[1]。 

本研究针对一种典型的含蜡原油（大庆原油），采用 Anton Paar Rheolab QC 控应力流变仪，在应力

线性加载模式下进行屈服应力测试；对比了光滑转子、刻槽转子及桨式转子三种系统测量的原油屈服应

力的差异，旨在分析低温下含蜡油屈服应力测试过程中是否存在滑移及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2 实验方法及步骤 

2.1 油样基础物性 

为了消除含蜡原油剪切历史、热历史的影响，实验前把混合均匀的原油分装到 125 ml 磨口瓶中，密

封好后放入水浴中，静置加热至 80℃，并恒温 2 h，然后在室温条件下静置冷却 48 h 以上。经预处理后

大庆原油测得 20℃密度为 865.1 kg/m3，析蜡点为 44.5℃，含蜡量为 22.6 wt%，凝点为 35℃。 

2.2 实验仪器及测量系统 

本研究中使用了奥地利 Anton Paar 公司生产的 Rheolab QC 旋转流变仪，配有德国 Julabo 公司产

F32-ME 型程控水浴进行温度控制，控温精度为±0.1℃。采用的测量转子如下：光滑转子（CC27-SN21270

测量系统）、刻槽转子（CC27 P6 测量系统）、桨式转子（ST22-6V-16-SN23119 测量系统），各测量系统

转子直径相同，具体尺寸如表 2-1 所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1134006，51534007）。 

**通讯作者，张劲军，zhangjj@cup.edu.cn、010-89734627 



 

367 
 

表 2-1 转子尺寸参数 
尺寸参数 高度，mm 直径，mm 
光滑转子 40 22 
刻槽转子 40 22 
桨式转子 16 22 

 

2.3 屈服应力测量方法 

使用 Anton Paar Rheolab QC 控应力流变仪，采用光滑同轴圆筒转子、带槽同轴圆筒转子及桨式转子

三种测量系统，外圆筒表面光滑。分别针对凝点及凝点以下共四个温度下（35℃、34℃、32℃和 30℃）

测试了原油的屈服应力。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1）油样在 50℃水浴中预热 30 min，装入流变仪中（50℃）恒温 5 min 后，以 0.5 ℃/min 的速率降至

测试温度，在测试温度下静置 50 min； 

（2）分别采用三种测量系统，按照 6 Pa/min 的速率线性加载应力，测得屈服应力、屈服应变。 

3 结果及讨论 

对于同轴圆筒系统，由于内圆筒（转子）壁面处的剪应力最大，故转子表面为屈服面，屈服应力主

要体现为油样与转子间的附着力。而桨式转子叶片间充满了油样，故加载后油样的屈服发生在油样内部。 

图 1 为不同温度下，各测量系统测得油样的屈服应力。可见，各温度下屈服应力由大到小对应的系

统均依次为桨式转子、刻槽转子和光滑转子；并且随着测试温度的降低，三种测量系统测得屈服应力的

差异逐渐增大。分析这是由于胶凝原油与转子间的附着力低于蜡晶结构强度，致使转子在低于原油内部

结构强度的应力下即发生移动（即发生壁面滑移），并且随着温度降低，原油累计析蜡量增多，蜡晶结

构增强，致使滑移加剧。 

 

图 1 各温度下不同系统测得的屈服应力 

屈服过程是一个结构蠕变直至产生裂降的过程，除了屈服应力这个重要的指标外，加载应力过程中

应变的变化也很重要。各温度下应变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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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系统测试应变随时间的变化（（a）35℃，（b）34℃，（c）32℃，（d）30℃） 

各测试温度下，桨式转子测得屈服应变和屈服时间均显著高于刻槽转子、光滑转子。此外，油样屈

服前刻槽转子产生的应变均比光滑转子产生的应变低，这是由于刻槽转子表面粗糙程度大，油样与转子

间的附着力大。对于桨式转子系统而言，油样屈服前相同应力下测得的应变高于圆筒转子系统。随着温

度的降低，在油样屈服前的三种测量系统测得的原油应变差异减小。在相同应力加载模式下，桨式转子

上下端的油样受力不均匀产生二次流[2]，导致屈服前相同应力下产生的应变高于圆筒转子；随着温度降

低，蜡晶结构变强，二次流的影响减弱，表现为油样屈服前相同应力下应变的差异减小。 

可见，凝点及凝点以下含蜡原油屈服应力测试中存在壁面滑移现象；为了消除壁面滑移现象，测得

反映含蜡原油结构强度的真实屈服应力，建议采用桨式转子测量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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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wall-slip effec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yielding process of gelled waxy oil 

Chenbo Ma, Jinjun Zhang*, Miao Li, Hongfei Liu, Kai Feng, and Chaohui Chen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Pipeline Safety/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Oil & Gas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The shutdown and restart-up have been a crucial issue for waxy oil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Under the low ambient temperature, wax precipitates and forms the structure. The yield stress of waxy 

crude oil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evaluating strength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value of yield stress is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measured geometries. In this work, three geometries for measuring yield 

stresses are compared by performing experiments using an Anton Paar Rheolab QC stress-controlled 

rheometer on a typical waxy oil (Daqing oil). The three geometries involved: measurement of the rotation 

under linearly applied stress in a smooth coaxial cylinder, a grooved coaxial cylinder and a vane geometry. 

Daqing crude oil is prone to have wall-slip effects at the boundaries of concentric-cylinder geometry. The 

yield stress measured by the vane geometry is the highest, and that of the smooth coaxial cylinder 

geometry is the lowest. The difference of the yield stress of Daqing oil measured by these geometries is 

getting larger with the decrease of oil temperature. In this way, vane geometry is suggested to be a reliable 

method of determining yield stress in waxy oil for future experiment.  

Key words：Waxy crude oil, yield stress, vane geometry, wall-slip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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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沉积物对含蜡原油管道清管的影响* 

闫 锋 1  苗 青 1  高 君 2  聂超飞 1**  刁 宇 1  李其抚 1  王大鹏 3  欧阳欣 1 

（1. 中国石油管道科技研究中心，廊坊 065000；2. 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大庆 163000；3. 北京油

气调控中心，北京 100600） 

摘要：对于管壁蜡沉积物较厚的含蜡原油管道在进行清管作业时可能会发生清管器卡堵事故。基于管壁

蜡沉积物的剪切强度和清管器的受力状态对清管器的运行过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介绍了蜡沉积物

剪切强度测试方法，并对某管道管壁蜡沉积物进行了不同温度下的实际测试。提出了清管过程油流状态

区域划分方法，分析了清管器的受力状态，建立了含蜡原油管道清管器卡堵判断的计算流程，明确了具

体计算方法，为深入分析清管器的运行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清管器；蜡沉积；剪切强度；卡堵 

高含蜡原油管道运行一定时间后，管壁上会产生蜡沉积现象，内壁石蜡沉积层的存在使管道的输送

能力下降，因此需要定期清管[1]。当长时间没有进行过清管作业后，管壁沉积物的抗剪切强度逐渐变大，

达到一定程度时在进行清管作业则可能会发生清管器卡堵事故。国内外有学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含蜡

原油管道清管过程的卡堵风险[2-3]，有学者对清管器受力状态进行了分析[4-6]，但考虑管壁蜡沉积物对清

管器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基于管壁蜡沉积物的剪切强度和清管器的受力状态对清管器的运行过程进

行研究对输油管道的运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清管过程油流状态区域划分 

清管器在输油管道中的流动规律遵守力学的基本定律。为了简化计算，只研究水平管道上的清管作

业和连续稳态的假设。按照该假设可以将流动清管过程分为四个区域，即管线上游正常油流区，清管器

前段浆体蜡柱区，清管稠油区以及正常油流区，见图 1。当管壁上蜡沉积物的剪切强度较低，清管器上

的泄流速度较大时，即清管器从管壁切削下的蜡块在泄流的冲刷作用下随油流流动，清管器前段可能不

会形成浆体蜡柱区，即在管道清管时收球桶几乎没有蜡块。当管壁结蜡厚度较厚，结蜡段管长较长，沉

积物的剪切强度较大时，清管器前段则会形成浆体蜡柱区，即收球桶清出的蜡沉积物。在清管器运动过

程中，浆体蜡柱区与管壁的作用力可借鉴高浓度浆体管道摩阻损失计算方[7-8]。基于管道沿线预测的结

蜡分布确定清管过程中形成的浆体蜡柱的长度没有成熟的计算方法，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清管器前段的

稠油区较正常油流区相比其粘度大的多，对于高含蜡原油该区域一般为非牛顿流体，遵守非牛顿流体力

学基本规律[1]。 

 
图 1 清管过程划分为的四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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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壁蜡沉积物的抗剪切强度测试 

目前关于蜡沉积研究的主要焦点是诸多因素（如温度、流速和时间等）对沉积物厚度和蜡含量的影

响及对二者的定量预测，而对蜡沉积物抗剪切强度的研究很少[9]。蜡沉积物的抗剪切强度主要受固相蜡

浓度、烷烃碳数分布、胶质沥青质和管流剪切的影响。目前，主要是定性的分析了随固相蜡浓度和管流

剪切的增加，沉积物的抗剪切强度也增加；沥青质可以降低沉积物的抗剪切强度等，没有形成公认的定

量描述各影响因素对沉积物剪切强度的规律[10]。通过实验定量确定沉积物的剪切强度也没有相关标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鉴土力学的研究手段，针对直剪仪的特点和胶凝原油的流变特征，开发出适于胶

凝原油抗剪强度测试的直剪试验装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流变仪的基础上通过对样品槽进行改进，

使转子插入蜡沉积物，可以实现不同温度下剪切强度的测试。本文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对常年不

清管的某原油管道的管壁沉积物进行了剪切强度测试，测试方法和过程如下。 

选取常年不清管的某原油管道表层、中层蜡沉积物进行测试，测量温度定为 20℃、30℃、40℃。 

2.1  实验装置 

采用 Anton Paar 流变仪测试屈服应力，转子型号为 ST22-6V-16。仪器实物如图 2 所示： 

 
图 2  蜡沉积物屈服应力测试装置实物图 

2.2  实验步骤 

用刀切好 4×4cm 的蜡样，如图 3 所示； 

实验前先将水浴升至目标温度，然后将蜡沉积物置于样品槽内静置 1h； 

缓慢升高升降台，使转子插入蜡沉积物； 

开始测试，加载方式为应力线性加载，加载速率 30Pa/min。 

    
图 3  待测蜡样：表层（左图）和中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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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结果 

表层蜡样及中层蜡样的屈服测试结果如下： 

 
图 4  表层蜡样不同温度下屈服应力测试结果   图 5  中层蜡样不同温度屈服应力测试结果 

测试了 30℃、40℃下的屈服应力，结果如图 5 所示： 

蜡样屈服应力测试结果汇总如表 1 所示： 

表 1  蜡样屈服应力测试结果 
 蜡样 20℃ 30℃ 40℃ 

屈服应力（Pa） 
表层 4765 2002 1030 
中层 / 2370 1498 

结果如图 7： 

 

图 1 蜡样屈服应力随温度变化 

可以看出，相同温度下中层蜡样的屈服应力要大于表层蜡样的屈服应力。 

3 清管器的受力状态分析 

对于长时间未清管的原油管道，要判断清管器卡堵状况，必须研究清管器在管道中的受力状态。皮

碗清管器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清管器。皮碗清管器质量小，在清管过程中其与管道内壁形成多个

密封面，具有较好的密封性，可发生弹性变形，通过能力强，对管道不同部位的清扫比较均匀。因此，

本文以皮碗清管器为例分析清管器在运行过程中的受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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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清管器的受力状态分析 

F1 为油流对清管器的推力，即前后压差与面积的乘积；F2 为管壁对皮碗清管器的摩擦阻力；F3 为

用于剥离管壁蜡沉积物产生剪切力。各分力的计算方法如下： 

( ) APPF ⋅−= 211                       （1） 

式中： 1P -清管器前端流体内压力， 11 pPP pump ∆−=
， pumpP

为根据泵的流量特性曲线在实际流量下泵

能够提供的压力， 1p∆ 为在实际流量下清管器前段距离泵出口管段消耗的摩阻，Pa； 

2P -清管器后端流体内压力，根据连续稳态假设，在一定流量下清管器应匀速前进，流体前后压差提供

的力与所有阻力之和相等，由此可以确定出清管器后端流体内压力，Pa； 

A 为管道内有效内截面积，m2。 

李国华等人对皮碗清管器的受力状态进行了详细分析，推导出了管壁对皮碗清管器的摩擦阻力为

[11-12]： 

( ) pdlknf
k
kkdEnfFW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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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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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ν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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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式中：n-清管器上安装皮碗个数； 

f -清管器与管道内壁的滑动摩擦系数； 

D -皮碗外径，m； 

d -管道内径，m ； 

E -皮碗材料的弹性模量， Pa ； 

v -皮碗材料的泊松因数； 

dDk /1 = ，皮碗清管器外径与管道内径之比，即皮碗的过盈度，一般取值为 1.01-1.04； 

ddk c /2 =
， cd

为皮碗的等效内径； 

p-清管器前端管道内压力，Pa。 

假设管壁周向蜡沉积物厚度均匀，清管器对蜡沉积物的作用力均匀分布在接触面上，则清管器前后

由于用于克服蜡沉积物剪切应力而产生的压差与蜡沉积物内最大剪应力 的关系如下式所示[4]： 

 
5.0

max

11.3






=∆

D
pwaxshear

δ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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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axshearp∆   -克服蜡沉积物剪切应力而产生的压差，Pa； 

maxτ  -蜡沉积物最大剪应力，Pa； 

δ    -蜡沉积物的厚度，m；管道沿线实际结后厚度计算方法是在蜡沉积理论和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目前已有多个蜡沉积模型，如 Singh 模型，Burge 模型，黄启玉模型等。 

D-管道内径，m。 

4 清管器运行状态分析流程 

首先根据管道运行工况，基于蜡沉积模型对管道沿线的实际结蜡厚度进行预测。根据实际蜡样的剪

切强度测试结果，确定管道径向蜡沉积层剪切强度分布。按照时间步长，根据清管器的受力，当压差大

于或等于清管器阻力之和时，逐步增加流量至泵的额定流量，根据泵的流量特性曲线，确定各段的水利

摩阻，进而确定清管器的受力状态，当清管器所受合力小于 0 时逐步减少流量，直至流量为 0 表明清管

器彻底卡死，当清管器到达下一站计算结束。计算流程如下： 

 
图 9  清管器卡堵判断流程图 

5 结语 

介绍了蜡沉积物剪切强度测试方法，并对某管道管壁蜡沉积物进行了不同温度下的实际测试。 

提出了清管过程油流状态区域划分方法，分析了清管器的受力状态，建立了含蜡原油管道清管器卡堵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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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计算流程，明确了具体计算方法，为深入分析清管器的运行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管道沿线预测的结蜡分布确定清管过程中形成的浆体蜡柱的长度没有成熟的计算方法，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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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ax Deposit on Pigging of Waxy Crude Oil Pipeline 

Feng Yan1,Qing Miao1,Jun Gao2, Chaofei Nie1*,Yu Diao1,Qifu Li1,Dapeng Wang3, 

Xin Ouyang1 

(1.China petroleum pipeline R&D center, Langfang, 065000; 2. Daqing petrochemical engineering co., 

LTD. Daqing 163000; 3. Beijing oil and gas control center, Beijing 100600) 

Abstract: Pig jam accidents may occur when the wax deposit thicker for the waxy crude oil pipeline 

during pigging operations. Based on the shear strength of wax deposit and the stress state of pipeline pig, 

the research on the pipeline pigging proce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est method of shear strength for wax 

deposit was described, and a pipe wall wax deposits were actually test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il 

flow state zoning method of pigging process was proposed. Pig stress state was analyzed. Pig jam 

determination calculation process of waxy crude oil pipeline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specific calculation 

methods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I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to deeply analyze the operation rules of 

pigging. 

Keywords: Pig; Wax deposition; Shear strength; 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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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载荷下胶凝原油响应特性实验分析 * 

卢兴国 **  刘 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油气储运工程系，青岛 266580） 

摘要：对胶凝原油开展周期性载荷作用实验，研究其应变响应特性，分析应变-应力曲线变化规律及其

流变学特征，实验结果表明：应力幅值较小时，应变响应幅值基本不变，随应力幅值的增加，应变响应

变幅值随作用时间延长而增大，且其响应周期变长；应变-应力曲线随应力幅值的增加经历棒状-梭形-

椭圆形的变化过程；随温度的升高，向应变轴发生偏转；且随作用周期的增大，应变幅值不断增加。 

关键词：胶凝原油；周期性应力；应变响应；应变-应力曲线 

1 引言 

含蜡原油低温状态下形成胶凝结构，整个体系会表现出粘弹性特征，其对胶凝原油管道的再启动具

有重要的影响；掌握胶凝原油的粘弹性特征，其关键在于建立精确的粘弹性本构模型，并将本构关系式

应用于原油管道的启动模型中，以满足工程实际的需求[1-3]。目前，针对实际生产操作中的控制流量或

控制压力工艺过程，可通过实验室内在管流装置上实现全过程模拟，但通过实验室内的管流实验并不能

得到启动过程中胶凝原油的变形特征，也就无法为考虑粘弹性的启动模型建立提供基础实验数据；因此，

本文将开展胶凝原油的周期性应力载荷实验，研究其动态流变性并分析相应的应变响应特性[4,5]。 

2 实验简介 

2.1 实验油样及仪器 

本实验采用大庆胶凝原油进行测试研究，其物性参数如表 1 所示。实验所用油样皆经 80℃高温热处

理，恒温 2h 后，实验油样依靠分子热运动达到均匀状态，然后分装成若干小瓶试样，静置自然冷却至

室温，存放 48h 后，可认为此批油样所形成的初始结构状态相同，且具有很好的实验重复性，以用于应

力扫描实验和周期性应力加载实验。 

实验所用仪器为德国 Anton Paar 公司生产的 Physical MCR301 同轴圆筒旋转流变仪，有很宽的扭矩

和转速范围；控温系统利用珀尔帖效应（Peltier Effect）实现精确控温，并可实现快速制冷和加热过程。 

表 1 实验所用油样的物性参数 

油样 含蜡量（%） 胶质含量（%） 沥青质含量（%）

量 
凝点（℃） 反常点（℃） 密度（kg/m3） 

大庆原

油 
 

26.3 26.4 0.33 34 45 867.2 

2.2 实验内容及方案 

（1）剪切应力扫描实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74274)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4CX02107A）。 

**通讯作者，卢兴国，lxg83@upc.edu.cn 



 

377 
 

在进行周期性应力加载实验前，首先要确定胶凝原油不同温度下的线性粘弹性范围，实验步骤如下：

将预处理过的大庆实验油样预热后放入旋转流变仪的同轴圆筒中，设置初始温度为 60℃，待温度恒定后

静置 1min，然后以 0.5℃/min 的降温速率动态降温至测量温度（预剪速为
-160s ），恒温静置 30min，以使

胶凝原油结构形成，然后在不同测量温度下对形成结构的油样进行动态应力扫描实验，扫描角频率为

10rad/s，应变扫描范围为0.01Pa 100Pa− ，实验中测量温度取 28℃，29℃，30℃，31℃，32℃。 

（2）周期性应力加载实验 

将预处理过的实验油样经动态剪切降温、恒温静置形成胶凝结构后，分别在其线性和非线性粘弹性

范围内进行实验，在不同测量温度下（28℃-32℃五个温度）对形成结构的胶凝原油进行周期性应力加

载作用。本文中的应力加载方式为三角形周期性作用，作用周期分别取 1 0.8sT = 、 2 2.0sT = 和 3 4.0sT = 。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3.1 应力扫描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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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温度下的应力扫描实验曲线            图 2 临界线性应力-温度变化曲线 

    从图 1 中读取不同温度下的临界线性应力值，作临界线性应力随实验温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临界线性应力随温度的上升而减小，且两者之间呈现出近似线性的函数关系。 

3.2 周期性应力加载实验分析 

    以 3.1 中获得的临界线性应力值为参考，选取不同的应力加载幅值进行剪切实验，以 31℃下的实验

为例进行分析。图 3 为施加的周期性作用应力，周期取 1 0.8sT = ，应力幅值分别为 5 Pa、15 Pa、30 Pa、

50 Pa和 100 Pa；相应得到的应变变化曲线如图 4 所示。 

    （1）应变响应分析 

    从图 4 可以看出：在应力幅值较小时，应变响应呈现三角周期变化，且应变幅值在测量周期内基本

不变，图（a）所示；随应力幅值的增加，应变响应变呈周期性的曲线变化，且应变幅值随作用周期的

增加而增大，图（b）所示，特别是在高应力幅值作用下，应变幅值的增加更明显（图（c））；此外，从

图中还可以发现，应变响应的周期相对于施加的应力周期变长，施加应力幅值较大时，此现象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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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变响应分析：周期性应力载荷下，胶凝原油实际上是经历了连续的蠕变过程，在应力幅值较大时，

作用一段时间后胶凝结构破坏，继续加载则胶凝原油进入加速蠕变阶段，应变开始无限增大，这与已知

的胶凝原油蠕变实验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在应力幅值较小时，施加应力始终在其线性粘弹性范围内，

因此胶凝原油发生减速蠕变和等速蠕变，不会达到加速蠕变阶段，对应其响应的应变幅值不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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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1℃下周期性应力加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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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4 31℃下应变响应曲线 

    （2）应力-应变曲线分析 

    ① 不同应力幅值下的应变-应力曲线分析 

    将 31℃大庆原油周期性应力作用下的实验数据作响应应变-应力曲线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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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图 5 31℃下大庆原油应变-应力曲线 

    图 5 中应变-应力曲线变化具有以下特点：当施加的应力幅值较小时（图（a）），应变-应力曲线具有

由棒状向梭形变化；应力幅值增大（图（b）），应变-应力响应曲线变为椭圆形（30Pa），在应力幅值达

到 50Pa 时，曲线开始随作用周期增加发生分离，并不断向外螺旋发展，在 100Pa 应力幅值作用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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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更加明显（图（c）），这与图 4 中大应力幅值下应变的时间响应特点是一致的。 

    ② 不同温度下的应变-应力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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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力幅值 0 15Paτ =         （b）应力幅值 0 30Paτ =        （c）应力幅值 0 50Paτ =  

图 6 不同温度下的应变-应力曲线 

    分析图 6 中应变-应力曲线，可知：相同应力幅值、不同温度下的应变-应力曲线，随温度的升高，

皆向应变轴发生偏转；其次，代表耗散能密度的应变-应力曲线所围面积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特别是应

力幅值较大时，耗散能密度增加更显著，这是因为相同应力作用下，由于高温下形成的胶凝结构较弱，

则其受力发生蠕变时产生的应变也就较大，相对释放出的能量就较多。 

    ③ 不同作用周期下的应变-应力曲线分析 

    以 28℃下三个周期（ 1 0.8sT = ， 2 2.0sT = ， 3 4.0sT = ）的应力作用实验数据以及得到的响应应变数据进

行分析，得到响应应变-时间曲线图 7，不同应力幅值下的应变-应力曲线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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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8℃下不同周期的应变响应( 0 100Paτ = ) 

    分析图 7 中的应变响应曲线变化，可知，在 2 2.0sT = ， 3 4.0sT = 的周期性应力作用下，应变响应具有

明显的偏移特点，随作用时间的延长，向应变轴正向移动，而在 1 0.8sT = 时此现象并不明显；且随作用

周期的增大，应变响应幅值不断增加，可以解释为：作用周期变大，即对应的加载速率变小，相当于在

同一应力水平下的持续作用时间延长，因此造成了产生的变形增大，这与前人研究胶凝原油屈服特性的

结论是一致的。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随作用周期的增大，应变-应力曲线向应变轴偏转，这与曲线随温度的变化趋

势一致，且对应周期的曲线所围面积变大，也即其耗散能密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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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300 =τ                               （b） Pa500 =τ  

图 8 28℃不同作用周期下的应变-应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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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gelled crude oil 

under cyclic loading 

XINGGUO Lu*, GANG Liu 

(Oil &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 To carry out cyclic loading experiment for the gelled crude oil and study the strain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then analyze change rule and the r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in vs stress curv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stress amplitude is small, the strain response amplitude 

remain unchang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tress amplitude, the strain response amplitude increases when the 

action time extend; the curve will go through the rod-spindle-ellip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ress 

amplitude; when the temperature rise, the curve deflect to strain axis; also the strain amplitude will 

increase with the addition of action cycle.  

Key Words：gelled crude oil; cyclic stress; strain response; strain vs stress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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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蜡沉积物原样抗剪切强度的实验研究 

李 苗  张劲军** 

(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城市油气输配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

气储运工程系，北京 102249) 

摘要：蜡沉积是含蜡原油管道输送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蜡沉积物的抗剪切强度是研究清管器的运动规律

的基础数据。蜡沉积物的抗剪切强度可用其屈服应力表征。测试现场蜡沉积物屈服应力的关键在于保持

其原样在测试前不被破坏。为此，本文设计了一套基于桨式转子的蜡沉积物原样屈服应力测定装置，并

测试了两种现场蜡沉积物原样在不同温度下的屈服应力。结果表明，蜡沉积物屈服应力与温度之间满足

指数关系：当表层蜡沉积物温度从 40℃（固相蜡浓度 27.37 %）降至 20℃（固相蜡浓度 32.80 %）时，

其屈服应力从 1030 Pa 增加到 4765 Pa；管道蜡沉积物的结构在加热熔化并重新降温后发生很大变化，其

屈服应力是蜡沉积物原样的 5~13 倍。 

关键词：含蜡原油；蜡沉积；蜡沉积物原样;屈服应力;桨式转子 

1.引言 

蜡沉积是含蜡原油管道输送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目前多采用清管器清除管道蜡沉积物[1]。蜡沉积物

的抗剪切强度是影响清管器运动规律的主要因素之一。抗剪切强度表征了物料在剪切作用下，不发生破

坏时可以承受的最大剪应力[2]，可用屈服应力进行表征。前人采用压缩法[3]、直接剪切法[4]测试了蜡样

的屈服应力，但这些研究存在以下不足：试样采用模拟油配制，与现场蜡沉积物差别大；测试精度不够，

当蜡沉积物较软时，无法准确测试其屈服应力；装样过程中会对蜡沉积物的结构造成破坏。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了一套基于桨式转子的蜡沉积物原样屈服应力测试装置，并对两种现场蜡沉积

物原样进行了测量；为了对比相同温度下蜡沉积物原样与熔化后重新冷却的蜡沉积物屈服应力的差异，

将其加热熔化再静置降温（降温速率 1 ℃/min）后测量。 

2 材料与方法 

2.1实验装置及方法 

若采用商用流变仪进行测量，装载过程中固体蜡沉积物试样结构容易被破坏。因此需要对试样装载

方式进行改进。改进后的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主要由 5 部分组成：（1）样品槽。为了避免蜡样在测试

过程中发生滑移，样品槽的截面形状为方形（4.5×4.5 cm）。槽深 4 cm，槽外围是 2 cm 的控温水套。样

品槽固定在升降台上，只能在竖直方向上下位移。（2）固定在水平台上的升降台。（3）桨式转子。直径

2.2 cm，高度 1.6 cm。考虑到转子尺寸以及系统边界的影响，相关尺寸满足如下标准[5]：H/D<3.5，DT/D>2.0。

H、D 分别为转子的高度和直径，DT为槽的直径，此处即为方形槽的边长。（4）Anton Paar 流变仪。可

以进行恒应力加载、应力匀速加载和应力对数加载等控应力加载实验。（5）HAAKE 水浴，控温精度 0.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1134006，5153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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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装置示意图 

为了确定转子插入对试样结构产生的影响，采用降温前插入转子（转子与试样一起降温）和降温后

插入转子两种方式，测试了不同温度下大庆油（凝点 34℃）的屈服应力，结果见图 2、图 3。可见不同

温度下两种转子插入方式测得的屈服应力相近，说明转子插入对油样结构的破坏较小。 

     
图 3  20℃下测得的屈服应力对比    图 3 不同温度下两种方法测得的屈服应力对 

2.2实验材料 

试样取自铁秦线管道，分别为管道蜡沉积物的表层及中层。取样过程中采用“切蛋糕”的方式保持了

蜡沉积物原样完整。两种蜡沉积物的组成及相关物性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种蜡沉积物的组分、含量及相关物性参数 
组分及物性参数 表层蜡沉积物 中层蜡沉积物 
沥青质（%） 0.51 0.54 
胶质（%） 9.65 7.62 
芳香分（%） 18.35 18.05 
饱和分（%） 53.31 57.82 
蜡（%） 28.60 39.47 
析蜡点（℃） 68.7 70.2 
析蜡高峰（℃） 64.6 63.1 
蜡完全熔化温度（℃） 77.1 78.5 

3 结果与讨论 

3.1蜡沉积物原样 

不同温度下两种沉积物的屈服应力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0-3

10-2

10-1

100

101

St
ra

in

Stress(Pa)

 Vane inserted before cooling
 Vane inserted after cooling

10 15 20 25 3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Yi
eld

 S
tre

ss
(P

a)

Temperature( ℃)

 Vane inserted before cooling
 Vane inserted  after cooling

 

 



 

383 
 

表 2 铁秦线蜡沉积物在不同温度下屈服应力测试结果 
 温度 

（℃） 
屈服应力

（Pa） 
温度 
（℃） 

屈服应力

（Pa） 
温度 
（℃） 

屈服应力

（Pa） 

表层 19.6 4765 29.1 2002 39.0 1030 
中层 / / 29.2 2370 39.1 1498 

 

3.2熔化降温后的蜡样 

两种蜡沉积物熔化并静置降温（降温速率为 1 ℃/min）后的屈服应力与蜡沉积物原样屈服应力的比

较见表 3。可见熔化后重新降温得到的蜡样屈服应力是原样的 5~13 倍。 

表 3 原始蜡样与熔化后蜡样屈服应力测试结果对比 

 
 

温 度

（℃） 
τy（kPa） 

屈 服

应 力

比值 

温 度

（℃） 
τy（kPa） 

屈 服

应 力

比值 

温 度

（℃） 
τy（kPa） 

屈服

应力

比值 

表层 
原始 
熔后 

19.6 
20.5 

4.77 
61.98 

13.01 
29.1 
29.5 

2.00 
26.80 

13.39 
39.0 
39.4 

1.03 
6.69 

6.49 

中层 
原始 
熔后 

/ 
/ 

/ 
/ 

/ 
29.2 
29.8 

2.37 
30.40 

12.83 
39.1 
39.4 

1.50 
7.35 

4.91 

注：τy为屈服应力  

综合上述实验结果发现，中层蜡沉积物固相蜡浓度及屈服应力均高于表层。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发

现，蜡沉积物的屈服应力与温度之间满足指数关系。当蜡沉积物温度从 40℃（固相蜡浓度 27.37 %）降

至 20℃（固相蜡浓度 32.80 %）时，屈服应力从 1030 Pa 增加到 4765 Pa。管道蜡沉积物的结构在加热熔

化并重新降温后发生很大变化，其屈服应力是蜡沉积物原样的 5~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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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hear strength of wax deposition in field 

Li Miao, Zhang Jinjun*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Pipeline Safety/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Oil & Gas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Wax deposition is a normal phenomenon in the crude oil pipeline, and the shear stress of wax 

deposition is the basic to study the pig motion. The shear strength of wax deposition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yield stress. The key point during testing the yield stress of wax deposition is to avoid its destroy 

when loaded. For this reason, we designed an experiment equipment and applied it to test the yield stress 

of two kinds of wax deposition.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yield stress and temperature fit the 

exponential relationship. The surface wax deposition, for example, when temperature decreased from 40℃

（solid wax concentration 27.37 %) to 20℃ (solid wax concentration 32.80 %), it’s yield stress increased 

from 1030 Pa to 4765 Pa. Eventually, heat and melt the destroyed wax deposits and cool it quiescently (the 

cooling rate 1 ℃/min). Then test its yield stress, which is 5-13 times the original wax deposition under the 

same temperature. 

Key words: Waxy crude oil, wax deposition in field, yield stress,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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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数阶导数的深海底质模拟土牵引蠕变特性研究 * 

马雯波 1**  漆采玲 1  刘 琦 1  饶秋华 2 

（1.湘潭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5） 

摘要: 基于所配制的深海底质模拟土，通过牵引蠕变试验分析其牵引蠕变特性，建立分数阶导数 Burgers

蠕变模型，并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得到其蠕变参数。结果表明：深海底质模拟土具有明显的

蠕变特征，当接地压力恒定，牵引力较低时，瞬时蠕变较低，表现为衰减蠕变；随着牵引力的增大，瞬

时蠕变增大，表现为非衰减蠕变。当牵引力恒定，随着接地压力的增加，其瞬时蠕变和稳定蠕变速率均

减小。通过比较分数阶导数 Burgers 蠕变模型和 Burgers 蠕变模型，发现分数阶导数 Burgers 蠕变模型能

更精确地反映该模拟土的牵引蠕变特性，可以此建立深海底质模拟土的牵引蠕变本构方程，为深海集矿

机的行走特性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深海底质模拟土；牵引蠕变；分数阶导数；Burgers 模型 

1 引言 

大洋矿产资源被人们视为海洋中最具有经济吸引力的潜在资源之一，开采大洋资源对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的前沿技术是采矿系统的设计，目前国内外研制出的采矿系

统主要有连续绳斗式、自行穿梭式、集矿机与管道提升结合式等，其中集矿机与管道提升相结合的采矿

系统应用最广 0。在集矿机的行走过程中，集矿机履带与深海底质土体相互作用，依靠深海底质土的剪

切阻力牵引履带，采运设备的牵引能力直接与深海底质土的力学特性密切相关 0。由于深海底质土具有

更高含水率，更明显的蠕变特性，极易导致深海集矿机因牵引力不足而打滑 0。故研究深海底质土的牵

引蠕变特性对保证集矿机的行走安全有着非常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取样于太平洋 C-C 矿区的深海底质土，选取四种不同的膨润土为原料与水按一定比例调和

以配制成最佳模拟土，通过自行搭建的试验土槽，用具有最佳牵引效果（齿高为 13cm）的履齿对模拟

土进行履齿牵引蠕变特性研究。基于分数阶导数理论改进 Burgers 流变本构模型，以精确地反映该模拟

土的牵引蠕变特性，进而建立深海底质模拟土的牵引蠕变本构方程，为深海集矿机的行走特性研究提供

重要的理论依据。 

2 模拟土配制  

由于深海底质土矿物成分以蒙脱石为主，通过 X 射线衍射仪、激光衍射粒度测试仪和比表面分析仪

分别测得其矿物成分、粒径和比表面积，选取 4 种与深海底质土相近物理特性的膨润土作为原料。根据

深海底质土的原位十字剪切强度（6kPa），将膨润土与水按一定比例调和配置成 4 种模拟土（标记为

S1-S4）。通过烘干法、环刀法、贯入阻力法和直接快剪法，测得其物理力学特性（含水率、湿密度、贯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502226, 51274251, 51434002)，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50945）资助。 
**通讯作者简介：马雯波(1986–)，男，副教授，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主要从事海洋岩土力学研究。E-mail：
mawenbo@x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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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阻力、粘聚力、内摩擦角等）如表 1 所示。通过与深海底质土比较可知，S3 模拟土的物理力学特性与

深海稀软底质土最为接近，为最佳模拟土。 

表 1  模拟土和深海稀软底质土的基本物理力学参数 

土样种类 
含水率 
ω/% 

湿 密 度

ρ/(g/cm3) 

贯入阻力 
Ps/kPa 

粘聚力 
C/kPa 

内摩擦角

φ/° 
S1 模拟土 55.3 1.728 111 7.3 0.93 
S2 模拟土 75.5 1.656 153 6.6 0.72 
S3 模拟土 165.6 1.315 87 6.2 1.72 
S4 模拟土 106.8 1.431 76 7.7 0.90 
深海稀软底质土 246.2 1.250 50-90 6.0 3.1 

 

 
1 砝码；2 导轨；3 链条；4 小车；5 滑块；6 磁性表座；7 位移传感器；8 电脑；9 数据采集器；10 数据显示器 

图 1  深海底质模拟土剪切蠕变试验台 

3 试验方法 

本文主要针对 13cm 高度的履齿牵引蠕变特性进行系统研究。图 1 为本课题组为测试深海底质模拟

土牵引蠕变特性所搭建的试验台，选取模拟土 S3 铺于土槽内，选择两种齿宽 B 为 100mm 的履齿分别

进行试验。考虑深海集矿机接地压力的设计值 σ0为 5kPa，通过加载配重控制垂直压力分别为 0kPa、5kPa

和 10kPa 将试验分为三组，将链条一端固定于小车上，另一端用砝码施加恒定的牵引力 F，以此施加恒

定牵引力，通过 NS-WY02 型位移传感器记录履齿与模拟土 S3 的牵引位移-时间关系。 

4 牵引蠕变模型 

4.1 Burgers 蠕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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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ers 模型是土流变学中较常用的模型，由 Kelvin 模型和 Maxwell 模型串联而成，如图 3 所示。

Burgers 模型本构方程为： 

tFe
K
F

K
FtS tK

2

/

21

)1()( 12

β
β +−+= −    )10( ≤≤ α  

式中：K1 与剪切模量 G1成正比,表示弹性变形中剪切弹性参数， mmMPa ⋅ ；K2 与剪切模量 G2 成正比，

表示黏弹性变形中的剪切弹性参数， mmMPa ⋅ ； 1β 与黏滞系数 1η 成正比，表示黏弹性变形中的黏滞

参数， mmsMPa ⋅⋅ ； 2β 与黏滞系数 2η 成正比，表示黏性剪切变形中的黏滞参数， mmsMPa ⋅⋅ 。 

 

图 2  Burgers 蠕变模型 

4.2 分数阶导数蠕变模型 

本文所建模型由分数阶导数 Maxwell 体、Kelvin 体串联而成（图 5）：胡克体表征的瞬时弹性变形

Se，Kelvin 体表征的黏弹性变形 Sde，Abel 黏壶表征的黏性变形 Sv。总蠕变 S 可表述为： 

vdee SSSS ++=  

 
图 3  分数阶导数 Burgers 蠕变模型 

 

式中：Se表示瞬时弹性变形中弹簧的位移，mm；Sde 表示黏弹性变形， mm；Sv表示黏性变形，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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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1）深海底质模拟土具有明显的蠕变特征，当接地压力恒定，牵引力较低时，瞬时蠕变较低，表

现为衰减蠕变；随着牵引力的增大，瞬时蠕变增大，表现为非衰减蠕变。当牵引力恒定，随着接地压力

的增加，其瞬时蠕变和稳定蠕变速率均减小。 

（2）通过比较分数阶导数 Burgers 蠕变模型和 Burgers 蠕变模型，发现分数阶导数 Burgers 蠕变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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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能更精确地反映该模拟土的牵引蠕变特性，以此建立深海底质模拟土的牵引蠕变本构方程，为深海集

矿机的行走特性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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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raction creep property of simulative soil for 

deep-sea sediment based on fractional order derivatives 

WENBO Ma1*, CAILING Qi1,QI Liu1, QIUHUA Rao2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epared simulative soil for deep-sea sediment, Burgers model with fractional order 

derivatives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nalyzing traction creep properties by traction creep experiment, and the 

creep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through the nonlinear least squar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eep 

properties of simulative soil for deep-sea sediment is obvious, when the ground pressure is constant and 

the traction is at low level, the traction creep properties shows attenuation creep with low transient creep;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raction, the traction creep properties shows non attenuation creep with high 

transient creep. Under a constant traction, the transient creep and steady creep rat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ground pressure. Burgers model with fractional order derivatives can reflect the traction creep 

property of the simulative soil more accurately comparing to Burgers model for building constitutive 

equation of traction creep,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walking-characteristics study of deep-sea 

mining machine. 

Key Words: simulative soil for deep-sea sediment; traction creep; fractional derivative; Burger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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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底质土/金属界面粘附特性研究 * 

马雯波 1**  刘 琦 1  漆采玲 1  饶秋华 2 

（1.湘潭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5） 

摘要：基于取样于太平洋 C-C 矿区的深海底质土，通过改变法向压力和加载速度等因素对其静/动态粘

附特性进行试验研究，结合离散单元法对该试验进行数值计算以获得其细观粘附力学参数。研究结果表

明：在恒定加载速度下，深海底质土的粘附力随着法向压力的增加而增大，但随着法向压力的进一步增

大，法向粘附力的增加逐渐变缓；在恒定法向压力下，随着加载速度的增加，土样的法向粘附力逐渐增

大。 

关键词：深海底质土; 静/动态粘附特性；法向压力；离散元；细观粘附力学参数 

1 引言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减少，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海洋。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的必要工作是采矿系统的设

计，目前国内外研制出的采矿系统主要有连续绳斗式、自行穿梭式、集矿机与管道提升结合式等，其中

集矿机与管道提升相结合式的采矿系统是研究及应用最为广泛的[1, 2]。我国开发的第二代集矿机在云南

抚仙湖进行行走试验时，发现其履带粘附有较多底质土，导致履带有效剪切高度降低，易导致履带打滑

而降低采矿效率，甚至会因过度打滑而下陷，严重影响采矿系统的安全。故研究深海底质土与履带（金

属界面）的粘附特性，对采矿系统的安全运行有着重要意义。 

而对深海底质土本身具有离散性质，若基于连续介质理论的经典土壤力学理论，无法从本质上揭示

土壤内部结构粘附的微观机制。故本文采用离散单元理论对其开展细观粘附特性研究，结合宏观力学特

性试验，对其细观粘附力学特性进行定量化描述，为我国深海采矿的安全运行提供理论支持。 

2 粘附特性试验 

基于采自太平洋 C-C 矿区的深海底质原状土，采用美国 INSTRON 公司生产的万能材料试验机，测

试 TA2（纯钛）、TC4（钛合金）、STi80（钛合金）和 5052 铝合金等金属材料与深海底质原状土的粘附

试验。 

在试验前，为更好地模拟深海环境，将深海底质土原状土装入小土槽，然后放入真空饱和装置进行

真空饱和处理。粘附特性试验先考察了法向压力对法向粘附力的影响，保压时间为 40 秒，法向压力分

别为 3.0kPa、6.0kPa、9.0kPa、12.0kPa 和 15.0kPa，加载速度和卸载速度均取为 1 mm/s。然后，研究了

加载速度对法向粘附力的影响，加载速度从 1.5mm/s 增加到 3.5mm/s，增幅为 0.5mm/s。以上试验中每

个试验点重复进行五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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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简介：马雯波(1986–)，男，副教授，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主要从事海洋岩土力学研究。E-mail：
mawenbo@x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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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离散元数值模拟 

对以上粘附特性试验均通过离散元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并基于试验结果对深海底质土原状土的细观

粘附力学参数进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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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dhes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deep-sea  

sediment and metal interface 

WENBO Ma1*, QI Liu1, CAILING Qi1, QIUHUA Rao2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ep-sea sediment collected from the Pacific C-C mining area, the static / 

dynamic adhe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ep-sea sediment were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normal pressure 

and loading speed. And the micro adhesion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he deep-sea sediment were obtained 

by the discrete element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he macro adhes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rmal 

adhesion force of the deep-sea sedim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normal pressure under constant 

loading speed, but the growth rate slows gradually. The normal adhesion force of the deep-sea sedim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loading speed under constant normal pressure.  

Key Words: deep-sea sediment; static / dynamic adhesion characteristics; normal pressure; discrete 

element; micro adhesion mechanic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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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凝原油控制剪切率加载方式下的屈服规律探究 * 

滕厚兴 **  刘 刚  陈 放  张 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油气储运工程系，青岛 266580) 

摘要：胶凝含蜡原油屈服特性对管道停输再启动起主导性影响。目前含蜡原油控制剪切率测试的剪切率

一般相对较高，对更低剪切率下屈服规律的研究较少。本文利用控制应力型流变仪对南阳含蜡原油开展

不同温度下的恒定低剪切率实验，研究胶凝原油在控制剪切率加载方式下的屈服规律。实验结果表明：

南阳原油屈服应力随着剪切率的增大而增大，屈服时间随剪切率增大在双对数坐标上呈线性减小趋势。

而屈服应变随着剪切率的增大在半对数坐标上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V’字型变化趋势，即当剪切率小

于某一临界值（0.005 s-1 左右）时，屈服应变随剪切率增大而减小，而当剪切率大于临界值时，屈服应

变随剪切率增大而增大。此外，剪切达到平衡状态时的稳态剪应力随剪切率的增大也呈现出先减小后增

大的趋势。 

关键词：含蜡原油；屈服规律；控制剪切率加载 

1 引言 

在含蜡原油屈服特性研究方面国内外一些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2,3]。实验发

现胶凝含蜡原油的屈服应力是一个条件性较强的指标，不仅受油样本身因素的影响，例如化合物组成、

测量温度条件、热历史及剪切历史；而且具有与时间相关的特性，其值与测试条件也密切相关，不同测

试方法所确定的屈服应力可能会相差一个数量级[4]。侯磊等人[5]在探究大庆原油屈服特性时发现屈服应

力对应力加载时间和应力加载速率等测量条件具有依赖性，而屈服应变不随测量条件变化，也提出以屈

服应变作为原油屈服的判定依据。李鸿英等[6]人发现在大庆原油控制剪切率实验中，当剪切率不超过 0.1 

s-1 时，屈服应力和屈服应变几乎不随剪切率变化，而当剪切率大于 0.1 s-1时，两者均随剪切率增大而增

大。 

目前胶凝含蜡原油屈服规律研究实验中的剪切率一般在 0.01 s-1 以上，对更低剪切率下屈服规律的

研究较少。本文利用控制应力型流变仪对南阳含蜡原油开展不同温度下的恒定低剪切率测试实验，研究

了南阳含蜡原油在控制剪切率加载方式下屈服规律。 

2 实验仪器及测试方法 

实验所用仪器为 Anton Paar MCR 102 型控制应力型流变仪，所用测量转子系统为 CC27 同轴圆筒测

量系统。测试之前用标准液对测量系统进行了校正。实验所用油样为南阳含蜡原油，含蜡量为 38%，析

蜡点为 62 oC，加热至 70 oC 后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原油凝点测定法》测得其凝点为 47 oC。

为确保实验数据的重复性，实验前对油样进行了 80 oC 预处理，以消除原油的剪切历史及热历史“记忆”

                                                             
基金项目：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2014BSE2805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5CX02040A）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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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测试之前，将流变仪待机运行 30 min，以使仪器达到最优工作状态，同时将同轴圆筒与测量夹具一

起升温至 70 oC 且恒温。测试时，将经预处理的油样装入同轴圆筒，待油温在 70 oC 稳定后，恒温 5 min

并施加 10 s-1 的剪切率，接着以 1 °C/min 的降温速率和 10 s-1 剪切率动态降温至测试温度，在测试温度下

恒温静置 50 min 使含蜡原油充分形成胶凝结构，然后进行相应的恒剪切率测试。实验选用的测试温度为

45、46、47 oC，每次测试需更换新的油样。 

4 结果与讨论 

不同温度下恒剪切率测试的剪切率为 1、0.5、0.1、0.01、0.005、0.001、0.0005、0.0001 s-1。图 1

和图 2 分别为 45 °C 和 47 °C 南阳含蜡原油不同恒剪切率剪切作用下的剪应力随剪应变的变化曲线。由

图 1 和图 2 可见，南阳原油在施加恒剪切率剪切的起始阶段，测试曲线基本重合。这是因为在剪切开始

的短时间内，胶凝含蜡原油为粘弹性体，因此在应变较小时剪应力也基本相同。随应变增大，结构破坏，

剪应力开始不同，流变曲线逐渐分开。此外，胶凝原油屈服后，当剪切率大于等于某一临界值（0.005 s-1），

剪应力快速衰减，而且剪切达到平衡状态时的稳态剪应力基本上随剪切率的增大而增大；而当剪切率小

于临界值时，屈服后剪应力衰减较慢，剪切达到平衡状态时的稳态剪应力却随剪切率的减小反而呈现出

增大的趋势。 

  
图 1 47 °C 南阳原油在不同恒剪切率加载下剪应力

随应变的变化曲线 
图 2 45 °C 南阳原油在不同恒剪切率加载下剪应力

随应变的变化曲线 

本文将恒定剪切率加载条件下测试过程中剪应力的最大值定义为屈服应力。图 3 至图 5 分别为 45 °C

南阳含蜡原油不同恒剪切率作用下屈服应力、屈服应变和屈服时间随剪切率的变化曲线。由图 3~图 5

可见，在整个剪切率测试范围内，南阳含蜡原油的屈服应力随剪切率的增大而增大，屈服时间则随剪切

率的增大在双对数坐标上线性减小。但屈服应变随着剪切率的增大在半对数坐标上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

的‘V’字型的变化趋势，也即当剪切率小于等于某一临界值（约为 0.005 s-1）时，屈服应变随着剪切率的

增大反而减小，而当剪切率大于临界值时，屈服应变随着剪切率的增大而增大。46 °C 和 47 °C 温度下

南阳含蜡原油屈服应变、屈服应力、屈服时间的变化规律与 45 °C 相一致；且有同一恒定剪切率测试条

件下，测试温度越高，屈服应力越小并且油样发生屈服时所需要的时间也越短。 



 

393 
 

  
图 3 45 °C 南阳原油在不同恒剪切率加载下剪应力

随剪切率的变化曲线 
图 4 45 °C 南阳原油在不同恒剪切率加载下剪应变

随剪切率的变化曲线 

 
图 5 45 °C 南阳原油在恒剪切率加载下屈服时间随剪切率的变化曲线 

5 结论 

南阳含蜡原油在不同恒剪切率剪切下的实验表明：南阳原油的屈服应力随剪切率的增大而增大，屈

服时间随剪切率的增大在双对数坐标上呈线性减小趋势。而对于屈服应变，其值随着剪切率的增大在半

对数坐标上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V’字型变化趋势，即当剪切率小于等于某一临界值（0.005 s-1 左右）

时，屈服应变随着剪切率的增大而减小，而当剪切率大于临界值时，屈服应变随着剪切率的增大而增大。

此外，实验还发现胶凝原油屈服后，当剪切率大于临界值时，剪应力快速衰减，且剪切达到平衡状态时

的稳态剪应力基本上随着剪切率的增大而增大；而当剪切率小于临界值时，屈服后剪应力衰减相对较慢，

剪切达到平衡时的稳态剪应力却随着剪切率的减小反而呈现出增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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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ielding characteristics of gelled waxy crude under controlled shear 

rate conditions 

HOUXING Teng*, GANG Liu, FANG Chen, QI Zhang 

(College of Pipeline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 The yielding characteristics of gelled waxy crude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waxy crude oil 

pipeline's shutdown and restart. At present, studies on yielding behavior of waxy crude are mainly focused 

on relatively high shear rates, and the studies under lower shear rates are very small. In this paper, the 

yielding characteristics of gelled waxy crude under small constant shear rate conditions are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 stress decreases while the yield time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shear rate. 

While for the yield strain, with the decrease of shear rate it first decreases then increases, shaped like the 

letter V, that is: the yield strain decreases for shear rates above a critical value (here about 0.005 s-1) and 

increases for shear rates less than critical value as the shear rate decreases. Furthermore, the steady shear 

stress under constant shear rate tests also shows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first decreasing then increasing 

with the decrease of shear rate. 

Key Words: waxy crude; yielding behavior; controlled shear rat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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