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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温度效应的沥青混合料粘弹性力学模型 

 

董满生 1;鹿婧 1;凌天清 2;侯超群 1;余志平 1 

1 合肥工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合肥 230009;2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重庆 400071 

Email：dongms@hfut.edu.cn 

摘要：提出一种同时考虑时间和温度效应的沥青混合料本构模型，基于传统的 Burgers 模型，

得到新模型的粘弹性力学参量。采用 4 种温度下的实验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标定，运用新的

本构模型对实验结果进行拟合，拟合曲线比传统的 Burgers 模型拟合曲线更加吻合实验数据，

能更好地反应沥青混合料的物理力学行为，同时新模型的物理意义更明确。本模型为进一步

研究沥青路面的路用性能和破坏机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丰富了粘弹性力学理论。 

关键词：沥青混合料,粘弹性,温度效益 

 

液体推进剂及贮箱对火箭动力学特性的影响分析 

 

张建普 1;冀四梅 1 

1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3 号楼 224，北京 100081 

Email：zhangjianpu1988@126.com 

摘要：发展大型运载火箭是航天技术的发展和载人登月的需要。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具有液体

推进剂系统的火箭是发展大型运载的关键技术。在液体推进剂运载火箭中，推进剂的质量几

乎占据了起飞质量的 90%以上。随着火箭运载能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大，火箭芯级直径增大，

火箭柔性增加，液体推进剂管路输送系统的脉动与结构的耦合等引起的失稳和有效运载的环

境恶化导致任务甚至飞行失败等严重后果。因此研究液体推进剂对整箭动力学特性的影响问

题十分重要。 

本文首先针对液体推进剂和箭体结构动力学做理论方法的探究。文中提出液体推进剂模

拟质量刚度单元的方法，并依此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到运载火箭的结构动力学特性。由

CFD-FEA 仿真技术对火箭液体推进剂贮箱做数值分析和有限元仿真，依据液体推进剂的动

力学模拟技术进行仿真计算，利用建模近似方程进行分析。最后对刚度单元法、CFD-FEA

法和数值模拟法进行结论分析。 

关键词：液体贮箱,动力学,液固耦合,模态 

mailto:dongms@hf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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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对聚乙烯醇物理老化性能的影响 

 

张晓龙 1,2;胡宏玖 1,2;邱枫 1,2;郭战胜 1,2 

1 上海大学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 200072;2 上海市力学在能源工程中的应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072 

Email：huhongjiu@shu.edu.cn 

摘要：为探究物理老化再生的小分子介质处理工艺及其再生后服役性能，本文基于含相对湿

度（RH）附件的动态力学分析仪（DMA）和动态水分吸附仪（DVS），通过短期恒应力拉

伸蠕变和等温吸脱附实验，分别研究了在远离和靠近玻璃化转变状态时 RH 对亲水性聚合物

－聚乙烯醇（PVA）薄膜物理老化过程的影响。根据 Struik-Kohlrausch 方程及 KWW 方程分

析了不同老化时间下蠕变柔量、松弛时间、形状因子和老化移位率的演变。研究发现：（1）

高湿度（90%RH）环境下的常温（30℃）吸附可使 PVA 较快（2 小时）由玻璃化转变至高

弹态，蠕变初始柔量恢复至远离平衡态的水平；（2）物理老化初期 PVA 因吸湿水分含量大，

处于高度非平衡态，短期蠕变曲线偏离经典移位叠加关系。而老化后期，初始柔量、松弛时

间等参数与对数老化时间逐渐呈线性变化；（3）淬火速率对聚合物蠕变和吸湿性能的影响随

物理老化进程而逐渐降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072137）资助 

关键词：聚乙烯醇,相对湿度,玻璃化转变,物理老化,蠕变 

mailto:huhongji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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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based Fractional longitudinal-transverse strain model for viscoelastic 

solids 

 

殷德顺 1;段晓梦 1;周玄机 1;李彦青 1 

1 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南京 210098 

Email：yindeshun@hhu.edu.cn 

摘要：Using a simple model to represent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deformation is of much importance for a correct modelization of mechanical behaviors 

in viscoelastic solids. In this paper, a time-based fractional longitudinal-transverse strain model is 

presented based on the analogy with fractional stress-strain equ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a 

series of uniaxial compression and tension tests under strain-relaxation and constant longitudinal 

strain rate are employed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odel. It is shown that the fractional 

longitudinal-transverse strain model can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experimental response, and the 

fractional order may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which is helpful to characterize the complicated 

longitudinal-transverse deformation relationship. 

关键词：Fractional,Time-dependent ,Transverse strain ,Viscoelastic solid,Poisson’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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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孔隙压力的大尺度岩石水力压裂物理模拟实验研究 

 

付海峰 1;崔明月 1;彭翼 1;刘云志 1;卢拥军 1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压裂酸化技术服务中心，河北 廊坊市 065007 

Email：fuhf69@petrochina.com.cn 

摘要：水力压裂是以流体为介质，通过地面水动力作用于地下深层岩石，形成裂缝的动态复

杂力学过程。近几年随着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藏的大规模开发，水力压裂技术在油

气田勘探开发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亟待认识水力压裂作用机理和改造工艺技术对裂缝形态影

响。目前，国内外对小尺度岩样（小于 30cm×30cm×30cm）研究较多，而对更大尺度岩石水

力压裂研究很少。以经典的水力压裂和物理模拟相似理论为基础，我们组建了大型水力压裂

物理模拟实验系统（简称大物模），对水力裂缝扩展机理进行更深入研究，并指导现场施工，

本实验用岩样尺寸为 762cm×762cm×914cm。本实验系统施加的最高围压达 70MPa，孔隙压

力达 20MPa，注入压力达 82MPa，同时垂向上还可以施加三层不同大小的水平主应力。利

用该实验系统，我们可以开展裂缝起裂、扩展、井筒射孔模拟、复杂裂缝系统压裂、酸压模

拟、重复压裂及页岩完井与体积改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此外通过控制井口的流量，还可以

实现对三维空间上油藏注入与采出的动态模拟，将大物模实验系统的应用范围由单纯的压裂

领域扩展到油藏工程领域，大大提升大物模系统的科研价值。本文针对天然灰岩露头进行带

孔压的水力压裂实验 1 次，结果表明裂缝呈经典双翼对称径向形态扩展；针对天然砂岩露头

进行 2 次带有孔隙压力的水力压裂实验，第一次采用硅油流体作为压裂液，排量为 15ml/min，

第二次采用清水作为压裂液，排量为 150ml/min，每次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裂缝起

裂延伸阶段，第二阶段为调转水平地应力场二次压裂阶段，模拟重复压裂过程中，地应力场

变化对裂缝二次起裂扩展的影响，并讨论了流体排量，粘度变化对水力裂缝扩展的影响，结

果表明高排量高粘度施工利于原有裂缝发生转向沿最大主应力方向扩展或直接从井筒二次

起裂，而低排量低粘度施工有利于裂缝沿着原裂缝方向继续扩展，本次实验结果对现场重复

压裂施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水力压裂,物理模拟,孔隙压力,大尺度岩石 

mailto:fuhf69@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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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软土率相关解构规律及流变本构模型研究 

 

王智超 1,2;蒋明镜 1 

1 同济大学地下建筑与工程系，上海 200092;2 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Email：wzc98231@163.com 

摘要：天然软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流变性，会产生长期不稳定大变形沉降，如何在本构模

型构建中考虑两者的耦合作用效应，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难题。本文以 Bothkennar、Pisa 黏土

率无关传统固结以及 Batiscan 黏土率相关等应变速率（CRS）固结等结构性特征试验为基础，

对两类基于实测数据的解构函数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且在解构函数中引入了率敏性影响；

并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基于过应力理论的 Rocchi(2003)、Kimoto(2005)、Hinchberger(2009)

以及 YIN Zhen-yu (2010, 2011)等四类考虑结构性影响的典型弹粘塑性本构模型优缺点，结合

结构性特征试验现象，探讨了土体结构解构对过应力函数、屈服函数以及黏性系数影响的合

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结构性流变本构模型，给出了模型参数的确定方法，并

利用固结蠕变以及三轴剪切蠕变试验数据对该模型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抓

住了结构性流变的主要特征，预测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良好。 

关键词：天然软土,结构性,解构,率敏性,弹粘塑性 

mailto:wzc9823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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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黏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中的反射裂纹 

 

彭凡 1;吴涵 1 

1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长沙 410082 

Email：fanpeng@hnu.edu.cn 

摘要：由于老化程度的不同以及温度非均匀分布，使得沥青混凝土路面呈现梯度黏弹性特征

[1,2]，材料的非均匀力学性质将影响路面的破坏力学行为。本文分析梯度黏弹性沥青混凝土

路面中的反射裂纹问题。分析模型由梯度沥青混凝土路面层、碎石基层及土基层组成，反射

裂纹垂直路面，考虑蠕变荷载作用于路面，路面层的体积松弛模量不随时间改变，剪切松弛

模量沿厚度线性分布。将问题转化到 Laplace 变换域中求解，在象空间中采用梯度有限元法

计算应力强度因子和应变能释放率，由数值逆变换得到物理空间的对应量。讨论断裂参数随

时间的演化规律，揭示非均匀黏弹性性质引起的路面破坏机制。 

参考文献： 

[1] Chiasson A D, Yavuzturk C, Ksaibati K. Linearized approach for predicting thermal stresses in 

asphalt pavements due to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Journal of mate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 2008, 

20(2): 118-127. 

[2] Garrick N W. Non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for modeling asphalt aging. 1995, 7(4): 265-268. 

[3] 彭凡, 马庆镇, 戴宏亮. 黏弹性功能梯度材料裂纹问题的有限元方法. 力学学报,  2013，

45(3) ，http://www.cnki.net/kcms /detail /11.2062.O3.20130130.1424.003.html  

关键词：沥青混凝土路面,黏弹性,梯度变化,反射裂纹,断裂 

mailto:fanpeng@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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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黏弹性分数阶微分本构模型的讨论 

 

胡小玲 1;李明 1;刘秀 1;罗文波 1 

1 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湘潭 411105 

Email：luowenbo@xtu.edu.cn 

摘要：介绍了分数阶微分模型的构建方法，讨论了分数阶微分算子在表征材料黏弹特性中的

意义。对已有分数阶微分 Maxwell 模型、Kelvin 模型和 Zener 模型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分数

阶微分 Maxwell 模型、Kelvin 模型分别适用于材料的低频和高频动态特性参数的预测，分数

阶微分 Zener 模型则只需四个参数就能对黏弹性材料大部分力学性能进行预测，但不能捕捉

材料动态损耗模量关于峰值的非对称特性。提出了一种修正的分数阶微分 Zener 模型，该模

型能较好地描述动态损耗模量关于峰值的非对称特性。 

关键词：分数阶微分,黏弹性,动态力学性能,填充橡胶,Zener 模型 

 

黏弹性材料热流变特性的研究 

 

胡小玲 1;刘秀 1;王初红 1;罗文波 1 

1 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湘潭 411105 

Email：luowenbo@xtu.edu.cn 

摘要：满足时间-温度等效性的材料称为热流变简单材料，了解聚合物的热流变特性对加速

表征材料力学行为有重要意义。研究材料的时间-温度等效性，确定材料的温度移位因子是

关键。本文根据自由体积理论对 WLF 方程及 Arrhenius 定律的温度移位因子进行了推导。

以炭黑填充橡胶为例，对材料进行了不同温度下的动态力学性能频率扫描，以 30℃下的测

试曲线为参考曲线，构建了材料动态力学性能参数主曲线，得到了材料的温度移位因子，说

明材料是热流变简单的，这种热流变简单性也由 van Gurp-Palmen 图和 Cole-Cole 图得到验

证。通过不同频率下的动态力学性能温度扫描测试，确定材料玻璃化转变的活化能，由此得

到温度移位因子的 Arrhenius 模型，该模型与试验及 WLF 方程吻合良好，表明 Arrhenius 方

程不仅仅只在玻璃化转变温度 Tg 以下范围适用。 

关键词：热流变简单性,动态力学性能,温度移位因子,Cole-Cole 图,van Gurp-Palmen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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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数阶微分流变模型的 LaCe-块体非晶合金室温纳米压痕蠕变行为研究 

 

许福 1;龙志林 1;邓旭辉 1;张平 1 

1 湘潭大学流变力学研究所 

Email：xufu@xtu.edu.cn 

摘要：针对非晶合金微观结构非均匀性的分形特征和屈服产生的非均匀结构分形生长，本文

提出了表征块体非晶合金室温纳米压痕蠕变行为的分数阶微分流变模型，证明了该模型包含

常规流变模型，且经适当简化后可得到常用的表征纳米压痕蠕变行为的经验公式。通过精细

设计的纳米压痕蠕变实验，分别得到了(La0.5Ce0.5)65Al10Co25 块体非晶合金室温蠕变中可回复

的粘弹性及不可回复的粘性流动变形，考察了蠕变载荷 maxP 、加载速率P 对蠕变行为的影

响及模型参数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流变模型参数少，拟合精度高，物理意义明确。 maxP

变化时，粘弹性变形呈现一定程度的线性性质，粘性流变变形表现出明显的压痕蠕变尺寸效

应；P 对蠕变行为影响显著，并由流变模型参数的变化趋势反映；着重分析了模型参数中

粘度指标、分数阶次 0 的变化规律及 0 与蠕变应力指数n 的关系，结果表明， 0 与n 随

P 的变化规律相似，是加载历史相关的、表征蠕变开始时体系瞬态粘度的指标， 0 是反

映蠕变过程中材料内部结构信息和流动趋势的参数。 

 

关键词：分数流变模型,块体非晶合金,纳米压痕,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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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作用对复合材料流变性能的影响研究 

 

于德梅 1;闵超 1 

1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 西安 710049 

Email：min.chao@stu.xjtu.edu.cn 

摘要： 在表面功能化的微纳米填料与聚合物基体复合的过程中，填料与基体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界面作用，可以通过流变学方法来研究界面作用对复合材料胶液流变性能的影响。一般

来说，在纳米颗粒如纳米纤维、纳米管或纳米片填充的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中会出现显著的剪

切变稀的现象，随着填料含量的增加，填料-基体和填料-填料之间的作用也随之而增加。其

中，填料-填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复合材料的流变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非牛顿区导致

剪切粘度的增加，建立起流变逾渗网络。复合体系中形成的 3D 纳米网络会阻碍大分子链段

的运动，因此当纳米填料在基体中分散的越好，其非末端效应就越明显，复数黏度和储能模

量也就越高。 

    本研究制备了纳米石墨片(GNP)和还原的纳米石墨片(rGNP)添加的环氧树脂复合胶液，

并考察了复合胶液的流变性能。研究结果表明，随着 GNP 含量的提高，复合胶液的储能模

量、损耗模量和复数黏度整体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在 GNP 含量较低时，其表面的

含氧官能团与环氧树脂之间的界面作用较强，促进了填料在基体中的良好分散，降低了对体

系流动的阻碍作用；而在 GNP 含量较高时，填料的团聚现象加剧，并且 GNP 表面的含氧官

能团与基体分子链之间存在的强相互作用也对体系的流动起到了阻碍作用，使得复合体系的

黏度出现突增的变化趋势。随着 rGNP 含量的提高，复合胶液的储能模量、损耗模量和复数

黏度整体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当 GNP 和 rGNP 的含量均较低时，由于 GNP 表面的含氧官能

团与基体分子链之间的强界面作用对体系流动的阻碍效应表现的更加明显，GNP-环氧树脂

胶液复数黏度较 rGNP-环氧树脂胶液复数黏度更大；当 GNP 和 rGNP 的含量均较高时， GNP

体系的储能模量、损耗模量和复数黏度明显高于 rGNP 添加的体系，这是由于 GNP 更容易

在环氧树脂中形成逾渗网络，从而导致 “类固体”转变过程。红外光谱测试结果表明，GNP

表面含有醛基，羰基和羟基的特征吸收峰，而经过 NH2-NH2 还原得到的 rGNP 表面几乎没

有含氧官能团的特征吸收峰。 

关键词：纳米石墨片,环氧树脂,流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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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钎料力学性能对叠层封装疲劳寿命影响的研究 

 

徐林 1;安群力 1;魏俊红 1;陈建桥 1 

1 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 工程结构分析与安全评定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430074 

Email：xulin1008@163.com 

摘要：本文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对新型的叠层封装（Package-on-Package，PoP）结

构在热循环作用下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在模拟过程中选用 Anand 粘塑性本构模型来描述

焊点的力学行为。针对某一具体的封装，采用不同性能的钎料时焊点性能响应会有所不同。

通过选取不同组合成分的无铅焊料，基于 Engelmaier 修正的 Coffin-Manson 方程对叠层封装

的疲劳寿命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热循环作用下，钎料力学性能的不同对叠层封装的疲劳

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在回流焊中选取合适的无铅焊料对提高叠层封装整体的可靠性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无铅钎料,力学性能,本构方程,POP,疲劳寿命 

 

不同形貌的聚 2-N-吡咯乙基甲基丙烯酸酯的流变性能研究 

于德梅 1;吕国伟 1 

1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 西安 710049 

Email：lvguowei.ddx@stu.xjtu.edu.cn 

摘要：本文首先合成了吡咯衍生物，2-N-吡咯乙基甲基丙烯酸酯，然后采用氧化聚合的方法

制备了两种不同形貌的聚 2-N-吡咯乙基甲基丙烯酸酯纳米颗粒和纳米纤维。在 30℃下，采

用 MCR302 流变仪研究了不同体积分数的聚 2-N-吡咯乙基甲基丙烯酸酯纳米颗粒以及纤维

的硅油分散液的流变性能。结果表明：两种硅油分散液在低剪切速率下表现出轻微的非牛顿

流体的特征，在高剪切速率下表现出牛顿流体的特征，并且其粘度随着聚 2-N-吡咯乙基甲

基丙烯酸酯纳米颗粒以及纤维体积分数的增加而增加。在相同的体积分数下，纳米颗粒硅油

分散液具有更高的粘度。 

关键词：流变,聚吡咯衍生物,颗粒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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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MA 纳米压痕的粘弹性回复研究 

 

邓旭辉 1;丁燕怀 1;尹久仁 1;张平 1;姜勇 1 

1 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Email：dengbh@xtu.edu.cn 

摘要：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是一种开发较早的重要热塑性塑料，具有较好的透明

性、化学稳定性、耐候性和电气绝缘性，而且容易加工，是微纳电子器件中重要的绝缘层材

料和电子封装材料，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 

    基于半无限体表面受法向集中力作用的 Boussinesq 弹性解，采用线粘弹性对应原理，

得到其粘弹性解。将该粘弹性解应用于 PMMA 纳米压痕实验中压痕回复现象的研究。分析

了 PMMA 的弹性模量、粘度、载荷、温度和加载时间等对粘弹性回复过程的影响。结果表

明：（1）随着材料弹性模量的增加，压痕回复的速率逐渐增大。（2）材料粘度降低，压痕回

复的速率增大。（3）随着外加载荷的增加，压痕的深度逐渐增大，但是增加的比例逐渐降低。

（4）增加载荷作用时间与增加载荷的效果一致，随着作用时间的增加，压痕的深度逐渐增

加。 

关键词：Boussinesq 弹性解,纳米压痕,粘弹性回复,PMMA 

 

基于 CT 图像人工髋关节生物力学分析 

 

安群力 1;陈建桥 1;刘勇 2;魏俊红 1 

1 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武汉 430074;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 430022 

Email：anqunli@163.com 

摘要：实现了髋臼与人工假体三维重建，结合非线性有限元，采用粘塑性本构模型进行生物

力学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正常步态中，假体表面摩擦系数和应变率敏感参数等对髋臼与假

体相对位移和接触应力影响显著，增加假体直径可减小术后脱位失效风险。 

关键词：髋臼,三维重建,粘塑性本构模型,非线性有限元,生物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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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heological Model and Construction Time Range of Epoxy Asphalt 

 

罗桑 1;钱振东 1;张晓春 1;顿昊天 1 

1 东南大学智能运输系统研究中心，南京 210096 

Email：ludwig.road@gmail.com 

摘要：To obtain the allowable time range for construction of epoxy asphalt mixes and quality 

assurance of pavement, the model and calculation formula of viscosity-time-temperature was 

studied with double-Arrhenius formula based on chemo-rheology theory. And then, the allowable 

time range for construction of epoxy asphalt mix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were obtained with 

1.00 Pa&#8226;s taken as paving and compaction control viscosit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viscosity-time-temperature model of epoxy asphalt is accurate and efficient. And the allowable 

time range for construction is useful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segregation of mixture 

will not occur. 

关键词：epoxy asphalt,chemo-rheology,viscosity,allowable time rang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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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条件下硫化橡胶粘弹本构关系研究 

 

方庆红 1;黄宝宗 2 

1 沈阳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阳 110142;2 东北大学理学院，沈阳 110003 

Email：fqh80@126.com 

摘要：橡胶是热敏感材料，并且自身在循环加载下不断生热，温度可以显著地影响材料性能

和构件的热力响应，所以长时间受循环载荷作用的橡胶制件，必须考虑材料的热粘弹性及温

度条件下的疲劳破坏。非线性热粘弹性应力由两部分组成：热超弹性应力和热粘性应力，即

非耗散部分和耗散部分。目前，有关热弹性和线性热粘弹性的研究已比较完善，而非线性热

粘弹性像非线性粘弹性一样十分复杂，是正在发展的研究课题，还需要建立合理、有效和比

较简单、便于应用的非线性热粘弹性本构关系。 

    本文基于连续介质力学和热力学基本理论，将Green-Rivlin等温非线性粘弹性理论推广，

提出非线性热粘弹性一般本构方程，然后根据简化假设，给出一般方程的近似形式。用硫化

橡胶在阶跃温度下的松弛试验和各种温度下的拉拉应变循环及纯剪切应变循环试验确定材

料常数，考察温度对硫化橡胶粘弹性行为的影响，与试验结果进行比较，证明本构方程的有

效性。 

关键词：温度,硫化橡胶,粘弹性,本构 

 

沥青路面在恒车载频率和载荷作用下的粘弹性响应 

 

张晓春 1 

1 江苏省南京市进香河路 35 号东南大学智能交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6 

Email：zxc01@263.net 

摘要：摘要：沥青混凝土材料具有明显的温度敏感性，高温条件下，沥青路面在车载作用下

常出现车辙现象，严重地影响了道路的行车安全。本文以该类材料的路用性能实验——动稳

定度实验结果为基础，运用粘弹性理论，探讨了 Maxwell 材料模型和三参量固体材料模型

下，材料在恒车载频率和载荷作用下的变形、变形回复与变形积累规律，结合动稳定度实验

结果进而确定沥青混合料的蠕变参数，为沥青路面抗车辙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沥青混凝土,粘弹性,车载,蠕变,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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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材料的体积压缩性能研究 

 

刘秀 1;胡小玲 1;罗文波 1 

1 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湘潭 411105 

Email：luowenbo@xtu.edu.cn 

摘要：在结构设计与结构有限元分析中，橡胶通常被假设为体积不可压缩材料。本文以实验

为基础，对橡胶的体积变形特性进行了探讨。对纯天然橡胶和不同炭黑含量的填充橡胶试样

进行单轴拉伸试验，利用非接触式光学测量方法测定试样拉伸过程中的体积应变，并分析体

积应变与拉伸比的关系。分析得出，纯天然橡胶在整个拉伸至断裂过程中体积几乎不变化，

而炭黑填充橡胶在拉伸比小于某一临界拉伸比时，其体积应变可忽略不计，而当拉伸比超过

该临界值时，体积应变随拉伸比的增大而增大，体积变化不容忽视。进一步分析表明，临界

拉伸比与炭黑含量相关，炭黑含量愈大，临界拉伸比愈小。 

关键词：填充橡胶,不可压缩性,体积应变,拉伸比,炭黑含量 

 

PBS/木粉全降解木塑复合材料的加工流变性能及其应用研究 

 

刘跃军，曾义，范淑红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新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采用高级毛细管流变仪，分别测定 PBS 及 PBS/杨木粉全降解木塑复合材料的流变

性能；研究了不同木粉含量、不同挤出温度对复合材料加工性能的影响。以流变性能测试为

参考，改变加工工艺，采用熔融共混法制备了 PBS/杨木粉全降解木塑复合材料，并测试其

性能。结果表明：随着木粉用量的增加，体系流动性明显下降，大致木粉每提高 5 wt%，需

要升高 5 ℃才能保证粘度变化不大；不同加工工艺对所制备的 PBS/杨木粉木塑复合材料性

能有较大影响；综合加工性能、力学性能和成本等因素，当木粉填充量为 45 wt%、挤出温

度为 130 ℃时较佳。 

关键词：PBS；杨木粉；加工工艺；流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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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牛顿磁性纳米流体旋转流动 

 

韩式方 

Email：sfh5578@sina.com, sfh5578@yahoo.com.cn 

1、引言 纳米磁性液体是纳米铁磁性微粒在表面活性剂包覆下,高度分散于载液中的一种高

稳定性的胶体溶液。这类液体即使在重力场、电磁场作用下也能长期稳定存在，不产生沉淀

和分离。纳米磁性液体由稳定剂，即表面活性剂、纳米级磁性粒子和基液组成。其基础液体

一般具有非牛顿流体性质，因此在研究纳米磁性液体的流变性质时，非牛顿流体本构方程及

其理论是其理论基础。 

2、环空内磁场扩散  研究圆管边界上磁感应强度分布为 0B 的磁场向管内流体介质扩散的

规律。控制磁场运动的磁扩方程如下： 

)BV(rotB
t

B 2

m 



 

与瑞利(Rayleigh)旋涡在流体介质内部扩散规律类似，将研究磁场在同心园柱环空内扩散,

研究外园柱边界上分布强度为 0B 的磁场向流体介质内部扩散的规律。取园柱坐标系 )z,,r(  , 

设边界磁场条件是： 

0z00r BB,sinBB,cosBB    

定常磁场对流运动的解析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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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磁性纳米流体旋转定常流动解析解 在外磁场作用下，磁性液体中的纳米级磁性粒子被

磁化，考虑到磁化强度 的特殊贡献，应用修正的非牛顿磁性流体运动方程和能量方程, 上

述环空内磁场扩散解析解，经过运算获得磁性纳米流体旋转定常流动解析解。 

磁性纳米流体旋转流动 

定常旋转流动无量纲速度化为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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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纳米流体旋转轴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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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效应: 对于纳米流体问题，把纳米流体看作为均匀混合的单相流体，需要对于纳米流体

的物质常数作纳米修正，因此可适应于磁性液体的守恒方程可直接推广应用于磁性纳米流体

情形。 

关键词：纳米磁性液体, ,环空内磁场扩散质, 非牛顿磁性纳米磁体旋转流动, 定常流动解

析解 

 

不同水质对黄原胶压裂液流变性能的影响 

 

王丽伟 1,2
  程兴生 1,2

  卢拥军 1,2
  翟 文 1,2

  明 华 1,2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河北廊坊 065007，2 中国石油油气藏改造重点实验室 河北廊坊 

065007 ） 

摘要：黄原胶具有良好的增稠、抗盐、抗污染和抗氧化能力，在石油工业中可用在钻井泥浆、

三次采油或压裂液中。黄原胶作为压裂液使用，具有良好的增稠效果和流变性能，可采用有

机铬交联剂交联成冻胶，同时，由于黄原胶分子的特殊结构，存在内部缔合作用，属于内交

联网状结构，因此黄原胶基液可直接作为压裂液使用，且具有同常规瓜胶交联冻胶相当的粘

弹性。此外，黄原胶抗盐性强，可使用不同矿化度水源配制压裂液。本文主要就自来水、不

同酸碱性水、高密度盐水、海水及采油污水对内交联黄原胶溶液粘度及弹性的影响进行研究，

分析黄原胶压裂液对不同水质水源适应性。 

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 MARS 高温高压流变仪（德国 Haake 公司）；六速旋转粘度计（青

岛海通达专用仪器有限公司）等仪器进行了压裂液粘度和弹性的测试，结果表明：（1）黄原

胶溶液受酸碱性影响较小，在 pH 值 4～12 之间性能稳定。可根据储层需要进行不同 pH 选

择配制黄原胶压裂液；（2）用 KBr、NaNO3 对黄原胶压裂液加重是可行的，粘度相对不加

重的溶液有所增加；（3）采用海水或采油污水配制黄原胶压裂液，溶胀速度较自来水慢，粘

度基本与自来水溶液接近；若采用海水配液，要考虑环境温度对黄原胶压裂液黏度的影响，

选择合适的黄原胶使用浓度；（4）水溶液矿化度是影响黄原胶压裂液粘度和弹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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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范围内黄原胶压裂液的粘弹性随矿化度增加而增加。（5）黄原胶压裂液对不同矿化度

水适应性强，有利于解决压裂液配液水源和降低压裂液成本，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黄原胶；水质；粘度；粘弹性 

 

高聚物板材拉伸变形多场耦合测试系统研制及实验研究 

陈胜铭 1，2，罗迎社 1，2，粟建新 3，张永忠 4，任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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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湘潭 411105                                                         

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长沙 410004） 

摘要：自行研制成功一套多物理场耦合测试仪器，针对单轴拉伸状态下，高聚物板材弹-黏

塑性变形所产生的多物理场，实现试样中的位移场、力场、温度场、热致磁场数据适时同步

采集。采用红外热像仪成像实现温度场数据的点、线、面多维分析。采用五点位方案布置

HMC2003 巨磁传感器测试并获得试样变形区的三轴热致磁场。通过试样尺寸选择和控制软

件设计，排除了实验中金属夹具、磁传感器温飘和地磁场对三轴热致磁场测试的系统误差。

多场耦合数据分析表明：弹性降温现象存在于高聚物板材的弹性变形过程。当材料进入黏塑

性变形过程时，温度急剧反转上升。对应地，其应力场变化满足经典屈服准则，即材料的温

度场与应力-应变场有极强的域耦合性，可以考虑把材料的温度变化作为材料屈服的一个判

据。进一步分析磁感应曲线与温度曲线的耦合关系，可确定热致磁效应的发生，且 x、y 方

向磁感应相反、z 方向不敏感。温度梯度场消失后，高聚物材料无剩磁现象。所进行的实验

研究对开发一类力—温—磁耦合场下的力学量与电磁学量的量测技术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一

般多场耦合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实现测量过程自动化。对于提高高聚物产品的设计质量及失

效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NSF: 10672191，11072270）资助。 

通讯作者：罗迎社，男，博士，博导，国家二级教授，lys0258@sina.com, 0731-85623079（O） 

mailto:lys025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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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蜡原油黏弹-触变模型的研究进展 

 

滕厚兴，张劲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 102249 

Email：zhangjj@cup.edu.cn 

摘要：在倾点温度以下，因蜡的结晶析出并形成三维空间网络结构，含蜡原油表现出复杂的

非牛顿流体特性。黏弹-触变特性是含蜡原油的一个重要流变特性，对输油管道停输后再启

动过程的水力特性及管道运行的安全性至关重要。 

现有的含蜡原油触变模型均为黏塑性模型，利用屈服应力表征物料的屈服特性，不能描

述屈服点以前的黏弹特性。为此，本研究针对含蜡原油黏弹-触变特性的特点，先后建立黏

弹-触变模型 I-IV。模型 I-III 假设总剪应力由弹性应力和黏性应力构成，利用弹性应力表征

物料的弹性特性。模型 I 假设弹性应力是弹性模型与剪应变的乘积，弹性模型正比于结构参

数和损耗函数。但由于没有引入弹性应变的概念，当剪切率由大变小而引起结构恢复时，结

构参数和剪应变增大，但损耗函数和剪切模量下降，这不符合实际的物理过程。为此，之后

在模型 I 的基础上引入弹性应变的概念，建立黏弹-触变模型 II。模型 II 的拟合及预测精度

比模型 I 稍有提高，但形式相对复杂。为此，在 Mujumbar 模型关于弹性应力和黏性应力分

析及其处理的基础上，借鉴 Zhu 模型关于弹性应变的处理方法，建立黏弹-触变模型 III。模

型 III 对含蜡原油黏弹-触变特性的描述情况与模型 I 和 II 相近，形式也相对简单。但剪切速

率下降引起结构恢复时，模型没有体现弹性应变的变化。模型 I-III 的状态方程是代数方程，

导致模型对控制剪应力加载条件的适应性较差。为此，基于 Maxwell 类机械比拟模型建立

黏弹-触变模型 IV。该模型可描述控制剪应力加载条件下的流变响应，但形式相对复杂。 

对于黏弹-触变模型的结构参数速率方程，如果结构破坏项假设与剪切率相关，结构参数的

变化不符合实际的物理过程。为解决这一问题，并综合考虑开始以弹性为主的阶段和结构破

坏后以黏性为主的阶段，新建立的速率方程假设结构破坏项与能量耗散率相关。此外，现有

速率方程所预测的结构参数，在剪切率阶跃变化后，以指数的形式快速达到平衡。为此，对

结构破坏项和恢复项引入了一个公共的、以剪应变为自变量的前置因子。 

 

关键词：含蜡原油；触变性；黏弹性；黏弹-触变特性；数学模型； 

mailto:zhangjj@cup.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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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含水率及温度对桉树木材抗弯蠕变性能的影响研究※ 

 

马远荣
1，3

 邓彪
1，2

，罗迎社
1，2，李贤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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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410004； 

 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以成熟林场的桉树材为研究对象，系统测试了桉树木材在不同荷载、含水率、以及不

同温度条件下 5h 内的抗弯蠕变曲线，根据 Burger 流变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并根据流

变学理论，由蠕变曲线导出松弛曲线，得到结论如下：在温度和含水率保持恒定的情况下，

不同荷载下桉树木材的蠕变曲线遵循相似的规律，其蠕变量随着外加荷载的增加而增加；在

温度和外加荷载保持恒定的情况下，桉树木材的蠕变量随着含水率的增加而增加，纤维饱和

点（30%MC）内的蠕变规律基本相似，而高含水率下容易发生蠕变断裂；温度对桉树木材

蠕变的影响非常显著，在外加荷载和含水率保持恒定的情况下，桉树木材的蠕变量随温度升

高大幅增加；利用 Origin 软件根据 Burger 流变模型对实验曲线进行拟合，结果发现拟合曲

线与实验曲线的决定系数（
2R ）均在 0.98 以上，实测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的误差不超过 1%，

这说明 Burger 流变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桉树木材的短期蠕变；在 Burger 流变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参数可以很好的解决预测曲线过于线性的问题；讨论了蠕变实验与松弛实验的等价关

系，根据这个等价原理，由桉树木材的蠕变试验曲线可导出其应力松弛曲线。所得到的上述

结果为桉树木材生长残余应力引起的流变性能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数据，也为木材设计中

避免由于蠕变变形过大导致构件失效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验依据。 

 

                                                             
基金项目：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编号：2012047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30871983）资助 

通讯作者：罗迎社，男，博士，博导，国家二级教授，lys0258@sina.com, 0731-85623079（O） 

 

mailto:lys025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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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IT 理论的含蜡原油黏弹性本构方程建立 

 

孙梦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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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胶凝含蜡原油流变性的描述和预测是热油管道停输再启动水力计算的基础，目前最

常用的一类模型是结构动力学型触变模型，但这类模型普遍存在无法描述屈服前线性黏弹性

区、力学意义不明、理论基础薄弱等问题。本文基于扩展不可逆热力学理论（Extended 

Irreversible Thermodynamics，EIT），建立了含蜡原油的非线性黏弹性本构方程。使用 EIT 理

论建立模型时，扩展变量选择应力张量和触变模型中的常规变量结构参数。应力的演化方程

采用上随体 Maxwell 模型的形式，并构造 3 个结构参数的演化方程作为备选，最后用幂函

数分别关联弹性模量、弛豫时间等参数与结构参数，以反应因结构变化引起的非线性黏弹性。

以 32℃大庆原油恒剪切率加载过程中应力随时间变化的实验数据对各组模型进行了拟合，

并根据拟合效果确定结构参数的动力学方程 3 为最佳形式的速率方程。与传统的含蜡原油触

变模型相比，基于 EIT 理论建立的含蜡原油本构方程的优势在于：（1）增加了法向应力的

描述；（2）对剪应力的描述不仅包含屈服前线性黏弹性区，也符合屈服后非线性黏弹性力学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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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熔体在狭缝收缩流道中的拉伸流动测量表征 

 

晋刚*
 王蒙蒙 

华南理工大学聚合物成型加工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南理工大学聚合物新型成型装备国家工程中

心，广州，510640 

摘要：聚合物熔体在压力作用下通过收缩流道产生大应变速率的拉伸流动，并由于其非牛顿

性（特鲁顿数 Tr>>3）和黏弹性，在收缩入口处通常发生许多特殊的流动行为，这些行为不

仅受到流道几何参数、流率、温度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还与材料的大分子链结构等内在因素

密切相关，因此采用收缩狭缝流道研究聚合物拉伸流变特性受到流变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本文选取了 LDPE、LLDPE 和 HDPE 三种聚乙烯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高速摄

像及粒子影像测速（PIV）方法和激光多普勒测速方法（LDV），测量了三种聚乙烯熔体在

不同温度、不同收缩率及体积流率条件下通过狭缝收缩流道时，狭缝入口附近的速度分布，

利用速度和压力测量结果对三种聚乙烯熔体流经收缩流道时的拉伸流变行为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相比 PIV 方法，LDV 的时间空间分辨率更高，非常适合聚合物流场的测量

研究。三种材料中心线入口区域的速度场显示 LDPE 出现了典型的二次循环涡流和明显的速

度过冲现象，而 LLDPE 和 HDPE 则没有类似现象。材料弹性对于入口处的中心速度和拉伸

作用均有明显影响，LDPE 由于弹性最强，相比于其它两种材料，在入口前更早产生拉伸流

动，拉伸应变速率高于其它两种材料，其进入狭缝后，流动速度会产生明显回落，表现出明

显的“速度过冲”现象；LLDPE 由于弹性最弱，其产生拉伸流动的起点最靠近狭缝入口，并

且不发生速度的过冲；HDPE 弹性介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速度过冲，过冲程度低于

LDPE。 将 LDPE 熔体在狭缝入口处的二次涡与相应条件下利用 Cogswell 和 Binding 模型计

算得到的涡对比，发现 Cogswell 模型计算的涡流边线与实际测量涡边线形状较为相似，但

其涡面积要大得多，而 Binding 方法计算得到的涡面积与实际值较为接近，但边线形状却不

一致。 

 

关键词：拉伸流动 聚乙烯熔体 入口效应 狭缝收缩流动 L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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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老化对高聚物动态黏弹性能影响实验研究 

田芳
1,2
，殷水平

1,2
，罗迎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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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材料的动态力学行为是指材料在交变应力（或应变）作用下的应变（或应力）响应。

它不同于材料的静态力学行为，后者是指材料在恒定的单调递增应力（或应变）作用下的响

应。动态力学分析则是在较低的应力水平（线弹性阶段，低于材料的屈服强度）下测量材料

的动态刚度和阻尼。动态力学分析是表征材料动态黏弹性能的重要手段。高聚物是一种典型

黏弹性材料，其在工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现今大多工程设计未考虑高聚物的流变特性，以

致延迟事故时有发生。已有研究表明，高聚物物理老化受温度和老化时间的影响非常明显，

且在实际使役环境中，高聚物零部件常受到动态交变载荷的作用，因而研究热老化对高聚物

动态力学性能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反应其在使用过程中的性能。动态力学热分析（Dynamic 

Mechanical Thermal Analysis，简称 DMTA）是研究材料黏弹性能的重要手段，广泛应用于

聚合物物理老化机理研究，阻尼材料研制以及减振结构设计等领域。本研究针对 PE 和 PVC

两种材料，采用德国 GABO 公司的动态热力学谱仪 EPLEXOR 500N 系统对未老化的试样和

经不同热老化时间的试样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了储能模量E、损耗模量E和损耗角正切

tan 与热老化时间的关系，并通过温度扫描测试了 PE 和 PVC 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技计划项目（12C0464）资助。 

通讯作者：罗迎社，男，博士，博导，国家二级教授，lys0258@sina.com, 0731-85623079（O） 

mailto:lys0258@sina.com


23 
 

炭黑填充橡胶动态变形过程的黏滞损耗与温度场 

 

罗文波，胡小玲，邹淋，李明 

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湖南湘潭，4ll105 

* luowenbo@xtu.edu.cn 

摘要：对炭黑填充橡胶进行动态拉伸和压缩试验，采用 Kraus 模型对动态力学性能的应变幅

值相关性和频率相关性进行描述，同时研究了材料黏滞损耗的动态应变幅值和频率相关性。

结果表明，动态加载过程中，黏滞损耗随动态应变幅值和频率的增大而增大。通过线黏弹性

理论分析，给出了循环加载能量损耗密度的理论表达式，理论与实验吻合良好。黏滞损耗引

起材料温度上升，通过红外热像仪测得圆柱橡胶试件动态压缩过程的表面温度场，试件表面

温升显著。将黏弹性能量损耗视为材料内部热源，给出圆柱橡胶试件动态压缩的瞬态温度场

控制方程，计算得到试件表面温度场的演化规律，计算与实验吻合良好。 

 

关键词：填充橡胶，动态力学性能，黏滞损耗，温度场，Kraus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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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剪切对 CTAC 溶液流变和减阻特性的综合影响 

 

徐娜1，魏进家，王剑峰 

（西安交通大学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湍流减阻技术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都有重要的意义。表面活性剂溶液

的粘度是衡量其减阻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影响表面活性剂溶液粘度大小的因素很多，而温

度和剪切（雷诺数）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剪切作用一方面强化分子碰撞，引起胶束聚集，

增加粘度。另一方面，剪切作用会强制胶束指向，当剪切力过大时，破坏胶束原有结构，使

分子链或胶束链分布趋向流动方向，致使粘度下降。而温度的升高，一方面加剧分子无规则

热运动，分子接触机会增多，使粘度有增大趋势。但另一方面，分子无规则热运动的加剧，

使分子间距变大，溶液内部“自由体积”增加，粘度下降。而且，当分子获得了足够的能量后，

分子活性的增强使胶束结构变得不稳定甚至被破坏，引起粘度下降。 

本文通过对 250～700ppm CTAC/NaSal 表面活性剂水溶液（CTAC 与 NaSal 质量之比为

1:1）的流变测量和湍流场减阻测量，从能量角度分析了温度和剪切（雷诺数）对表面活性

剂粘度及减阻特性的综合影响。 研究表明，温度和剪切作为两种能量，通过影响胶束结构

影响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流变和减阻特性。当相同的剪切和温度作用于不同浓度溶液时，因为

溶液中胶束浓度和种类不同，作用效果不同；对于同一种溶液，改变作用温度和强度时，表

现出来的流变和减阻特性相差很大。对于每一种表面活性剂溶液，要想达到最大减阻效果，

都存在临界总能量，而且在总能量中，热能和剪切能占的比例应该是固定的。每一种表面活

性剂减阻溶液都存在临界剪切速率和临界温度。对于同一种溶液，提高温度可以显著提高临

界剪切速率（雷诺数），这就拓宽表面活性剂的实际应用范围。本文还对表面活性剂减阻机

理和最大无关减阻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关键词：温度；剪切（雷诺数）；粘度；减阻特性；胶束网状结构；最大无关减阻现象 

                                                             
1 作者简介：徐娜，女，博士研究生，表面活性剂减阻及强化换热，E-mail: jjwei@mail.xjt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No.512256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51076124）；高等学校博

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No.200902011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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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蜡晶的多分散性对石蜡-正癸烷凝胶屈服特性的影响研究 

 

韩善鹏，朱兰兰，张劲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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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热油管道停输过程中，含蜡原油温度降低可能会产生胶凝，胶凝结构的屈服特性对

管道的再启动有重要影响。原油中析出蜡晶的多分散性是影响原油屈服特性的关键因素，但

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对象仅局限于简单的一元和二元正构烷烃体系。本文对 6

种碳数分布连续的石蜡-正癸烷溶液在 20℃下的屈服应力与析蜡量、析出蜡晶的组成、蜡晶

形态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采用 DSC法测定析蜡量；通过高速离心分离与气相色谱

相结合的方法测定析出蜡晶的组成，并采用碳数分布方差对蜡晶的多分散性进行定量表征；

通过 SEM技术实现了蜡晶三维网状结构的观察；并采用 XRD技术获取蜡晶的晶形与晶胞参数

等，描述了胶凝体系中多分散正构烷烃共晶的存在状态。本研究表明，析蜡量和蜡晶结构强

度是决定石蜡-正癸烷凝胶体系屈服应力的两个关键因素，蜡晶结构强度与蜡晶的多分散性

紧密相关，正构烷烃多分散性越强，则晶体中分子构象无序性越强，分子排列越疏松，形成

蜡晶骨架的结构越脆弱，包裹液态油的能力越弱，因此胶凝体系的屈服应力越低。另外，本

文中采用 XRD 得到的当量平均碳数与色谱分析得到的实际平均碳数的差值n 对蜡晶中分子

构象的无序程度进行了表征，该方法可进一步延伸至组成更加复杂的原油体系中。 

 

关键词：正构烷烃；多分散性；屈服特性；蜡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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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蜡量对含蜡原油乳状液结构特性的影响 

 

孙广宇 1,2   张劲军 1,2
 

（1. 中国石油大学城市油气输配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2. 中国石油大学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含蜡原油在温度低于析蜡点时，由于体相中蜡晶的析出，逐渐从牛顿流体转变为非牛

顿流体，表现出粘弹、屈服及触变特性等流变性质。这些复杂的流变性质导致了管道输送过

程中的流动保障问题。在油田现场生产中，原油乳状液的形成是一种普遍现象。当含蜡原油

乳状液处于析蜡点以下的低温环境时，蜡晶将在液滴表面和体相中同时析出，逐步形成蜡晶

包裹液滴的多相体系。与其它油水乳状液相比，含蜡原油乳状液具有“双重结构”，既有含蜡

原油本身的蜡晶结构，也有分散相液滴形成的结构，并且这两种结构是相互影响的。因此，

乳状液的力学特性更加复杂。 

目前对含蜡原油乳状液结构特性的研究，普遍没有将脱水含蜡原油与乳状液的结构联系

起来，只关注某一含水率以上乳状液的流变特性。且研究的温度单一，均是在倾点附近某一

温度，没有考虑过乳状液的结构特性随析蜡量发生的改变。 

为了研究双重结构作用下油水乳状液的流变特性，利用 HAAKE MARSⅢ流变仪，分别通过

小振幅振荡剪切实验和恒剪切率加载实验，研究了不同蜡晶析出量时，含蜡原油及加入不同

量水相形成的乳状液在结构形成和结构破坏过程的差异。研究表明，随着蜡晶析出量与水相

含量比率的改变，乳状液表现出不同的结构特性。 

通过粘弹性的研究发现，无论析蜡量多少，所形成胶凝体系的胶凝强度均随含水率的上

升而上升。且不同析蜡量时弹性模量均随含水率呈指数上升，但随着析蜡量的增多，体系的

胶凝强度对液滴的依赖性降低，对蜡晶的依赖性增强。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蜡晶析出量较少时，水相的增多引起液滴界面强度降低，导致乳状液在

同样剪切条件下，液滴界面易于破坏而发生聚并；在析蜡量较多时，蜡晶网络结构足以将液

滴包裹，水相的增多起到强化蜡晶结构的作用。同时，研究了脱水含蜡原油与乳状液结构特

性之间的差异，发现脱水含蜡原油与它所形成乳状液的屈服本质不同。前者的屈服过程是蜡

晶网络结构的破裂，而乳状液结构的屈服主要由液滴界面承受变形的能力决定。 

 

关键词：含蜡原油；乳状液；流变性；结构特性；粘弹；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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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 Gemini 表面活性剂 18-3-18/反式肉桂酸胶束流变和减阻性能研究 

 

方波,邹春昱,何良好，吕婷阳，王进爽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研究所流变学研究室 

E-mail: fangbo@edu.cn 

摘要：本文以阳离子Gemini表面活性剂18-3-18与反式肉桂酸钠（trans-CA）形成粘弹性胶束

新体系，研究了18-3-18浓度、18-3-18/CA摩尔组成对胶束流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18-3-18

可与反式肉桂酸形成粘弹性良好的胶束体系（18-3-18/CA），该胶束体系具有剪切变稀特性

和较弱的触变性。18-3-18/CA摩尔组成对胶束剪切变稀等流变性影响明显，随者18-3-18/CA

摩尔组成的增大，粘弹性增强，提示胶束内部网络结构增强。 

进一步研究了 Gemini18-3-18/CA 胶束体系在光滑管和粗糙管流动的减阻性能。考察了不同

浓度的 18-3-18/CA 胶束体系对湍流减阻性能的影响，建立了胶束体系在光滑管减阻率随广

义雷诺数的变化关系。结果表明，在适当 18-3-18/CA 组成下，胶束体系均具有减阻效果，

减阻率随 18-3-18/CA 体系组成浓度的增大而提高。18-3-18/CA 体系在浓度分别为

2.5mM/5mM、5mM/10mM、7.5mM/15mM、10mM/20mM 时，在光滑管中的最大减阻率分

别为 23.3%、36.2%、58.9%、79.0%。胶束体系在粗糙管中的减阻性能低于在光滑管中的减

阻性能。研究表明 18-3-18/CA 胶束体系可有效降低直管阻力，为减阻胶束新组成。 

关键词：Gemini 表面活性剂； 粘弹性胶束； 反式肉桂酸,；减阻,；流变性 

mailto:fangbo@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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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挤出机混合特性分析及数值模拟 

 

文劲松 1，雷绍阔 1，梁耀桓 2，彭响方 1
 

1、 华南理工大学聚合物成型加工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40 

2、 TCL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广东，惠州，516600 

 

摘要：华南理工大学瞿金平院士发明的高分子材料叶片挤出机使得物料在塑化输送过程中受

拉伸应力支配，因而相比传统的以剪切为主的螺杆挤出机，物料热机械历程短、设备尺寸小、

加工能耗低、对物料特性依赖性弱，是聚合物加工方法和设备领域的又一重大进步。本文首

先在其原理基础上推导出叶片顶端的运动方程，以研究聚合物熔体在叶片挤出机中因容积的

变化而受到周期性的拉伸和挤压过程，并分析这种拉伸和挤压作用对聚合物的混合效果可能

产生的影响；然后运用 POLYFLOW 软件对叶片挤出机的混合特性进行数值模拟，采用示踪

法观察聚合物的分散过程，并使用统计后处理模块 POLYSTAT 对叶片挤出机的混合特性进

行统计分析，分析、模拟结果表明叶片挤出机能对聚合物熔体产生良好的拉伸流场，并能促

进共混物的分散混合。具体的结果如下： 

1、根据分散理论，对于分散混合，拉伸流场比剪切流场能更有效地将微粒破碎为更小

的粒子。模拟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叶片挤出机中存在较强的拉伸流场，叶片挤出机产生

的拉伸流场作用明显强于传统的挤出机。通过观察示踪粒子的运动轨迹，发现同时进入叶片

单元入口的粒子，经历一个转动周期就能较均匀地分散于整个叶片单元中，因此，叶片挤出

机具有较强的分散混合特性。  

2、模拟结果的混合效率概率函数分布图表明，叶片挤出机在成型加工过程中约有 10%

的机械能用于对聚合物熔体产生拉伸作用，而且拉伸效率的范围远大于传统的螺杆挤出机，

这表明叶片挤出机的能量更多地消耗在产生良好的拉伸流上。 

 

关键词：叶片挤出机、混合特性、数值模拟、POLY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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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岩心不同类型人造裂缝导流能力实验研究2 

 

修乃岭，田国荣，窦晶晶，卢拥军，王欣，严玉忠，李聚恒 

（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廊坊，065007） 

摘要：页岩储层具有低孔、低渗等特征，一般无自然产能，必须通过压裂改造产生人工裂缝

网络，才能形成工业产能。由于页岩储层岩性及力学性质的特殊性，在这些储层的压裂改造

中，水力裂缝的延伸机理很复杂，可能同时存在张开型裂缝和剪切型裂缝，同时由于页岩储

层水力裂缝往往形成网络缝，裂缝宽度小，支撑剂只能铺置到部分裂缝中。因此页岩储层压

裂形成的裂缝网络中既有无支撑剂支撑的张裂缝和剪切裂缝，也有支撑裂缝，这些裂缝是页

岩储层中油气的重要渗流通道，裂缝导流能力的大小对产量的高低具有重要影响。在油气开

采过程中，裂缝导流能力容易受到应力变化的影响，表现在裂缝受力闭合导致导流能力降低。

为研究页岩储层中不同类型压裂裂缝导流能力随围压的变化规律，对页岩岩心进行人工造

缝，模拟无支撑剂支撑的张裂缝和剪切裂缝状态以及有支撑剂支撑的张裂缝状态，采用氮气

作为流动介质，利用高精度渗流应力耦合三轴试验系统，实验测量不同围压条件下裂缝导流

能力变化规律。实验结果表明: 随着围压的增大，裂缝导流能力随之逐渐减小，同样有效围

压下，不同类型人造裂缝导流能力具有较大差异。通过总结不同人造裂缝导流能力的变化规

律，加深了对裂缝导流能力变化规律的认识，为更好地开采页岩储层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由于页岩基质渗透率与裂缝渗透率相比极低，基质渗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本文物模实

验可看成是单一裂缝流。目前，单裂缝平行板水力模型在裂缝渗流研究中运用得最为广泛，

它描述了裂缝渗透率与裂缝等效水力宽度的关系，通过公式推导，单一裂缝导流能力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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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裂缝渗透率，  ;  为入口压力，MPa;  为大气压力，MPa; 

   为出口气体流量，cm
3
 /s; μ 为气体黏度，     ; L 为岩心长度，cm; D 为裂缝高度，cm; 

w 为裂缝等效水力宽度，cm;    为裂缝导流能力，       。 

关键词：页岩，人造裂缝，导流能力，物理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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