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７１０（２０１１）０２０２０００５

污泥壁面滑移特性检测研究

张晓斌１，２，冯民权１，张丽１

（１．西安理工大学 西北水资源与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２．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运城 ０４４００４）

摘要：为了检测城市脱水污泥（含水率８０％）是否存在和聚合物ＨＤＰＥ一样的壁面滑移特性，采用
旋转流变仪和毛细管流变仪对其壁面滑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旋转流变仪试验的总

应力波形中，当应变γ０＝６．２８时应力幅值随时间逐渐下降，不同角频率在三种间距下的剪切应力／
速率曲线对间距有明显依赖性，发生壁滑现象。在毛细管流变仪试验的压力振荡曲线中，第二临界

剪切速率是滑移产生的真实速率，不同管径下的剪切应力／速率曲线对管径有明显依赖性，也发生
了壁滑现象。两种试验都表明，城市脱水污泥确实存在壁滑现象，角频率、浓度等因素都对其有一

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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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物的滑移现象最早是由Ｍｏｏｎｅｙ［１］提出的，
他采用不同半径的毛细管做实验获得流动曲线，发

现一旦应力超过临界值，流动曲线依赖毛细管半径，

则壁面滑移发生。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ｈｙ［２］用各种高密度聚
乙烯（ＨＤＰＥ）和线型低密度聚乙烯（ＬＬＤＰＥ）树脂在
毛细管流变仪上做实验，用Ｍｏｏｎｅｙ分析方法计算了
作为壁面剪切应力函数的滑移速度，认为一旦应力

达到一个临界值，滑移就会发生。Ｗｈｉｔｅ［３］等研究
了不同材质对复合橡胶壁面滑移行为的影响，数据

显示复合橡胶在铝、黄铜、不锈钢、聚四氟乙烯等不

同材质制成的毛细管流变仪上都发生了壁面滑移。

Ｈａｔｚｉｋｉｒｉａｋｏｓ［４］等用旋转流变仪研究了高密度聚乙
烯（ＨＤＰＥ）在大振幅剪切流中的壁面滑移现象。
Ｋａｙｌｏｎ［５］等的ＨＤＰＥ扭转流动实验给出了 ＨＤＰ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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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壁面滑移的临界剪切应力值为０．２２～０．２３ＭＰａ。
不同的研究者对各种聚合物的壁面滑移现象进行了

研究，甚至有人认为壁面滑移在任何剪切应力下都

会发生。Ｗａｎｇ和Ｄｒｄａ［６］首次观察到了 ＨＤＰＥ熔体
在毛细管流变仪中的流动曲线的不连续性（突变），

意味着熔体在管壁存在粘附滑移转变现象，这与
Ｂｒｏｃｈａｒｄ和Ｇｅｎｎｅ［７］提出的分子链解缠模型符合。
廖华勇［８］等用旋转流变仪研究了 ＨＤＰＥ的壁滑行
为，发现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 ＨＤＰＥ表现出明显的
壁滑行为。

对污泥进行管道输送是目前公认的最佳污泥运

输方式之一。而现实中为了减少运输阻力，污泥输

送含水率往往都比较高，甚至达到了９９％，因而没
有考虑污泥的流变特性。目前我国在实验室已经开

展了将含水率为８０％的污泥作为试验对象的研究，
从输送角度将污泥看成是高浓度黏稠物料的一

种［９］。高浓度黏稠物料的管内流动结构和阻力特

性是由流体流变特性和壁面滑移［１０１２］特性共同支

配的。壁面滑移对流体的不稳定性和流量影响较

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流体在管壁上产生一个

滑移速度，从而达到减小流体输送阻力、提高输送

效率的目的。为了比较准确的获得污泥的这种特

性本研究对污泥壁面滑移现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

１　实验方案

１．１　实验材料及处理
实验用的污泥为污水处理厂的脱水污泥，由西

安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提供，含水率为８０％。特点是
浓度高、颗粒细、粘度高、流动性差，为絮状胶体结

构。在试验前先对每一个污泥的样本进行均质化，

在以５００转／分速度旋转的搅拌器中混合，停顿半小
时再测定污泥的浓度。

１．２　实验仪器及温控
旋转流变仪为美国ＴＡ公司制造的ＡＲ２０００（见

图１），夹具为铝制的平行板，直径２５ｍｍ。实验前
用丙酮清洗表面。其平行板间距可以控制在０．４～
３ｍｍ之间，间距太小则平行板的平行度会影响实验
结果，间距太大则样品容易发生边缘破裂。采用长

春智能 ＭＬＷ４００控制活塞速度型毛细管流变仪
（见图２），毛细管长度为１０ｍｍ，直径分别为２ｍｍ、
２．５ｍｍ、３ｍｍ，材质为碳化钨。实验前用液体石蜡
清洗料筒和毛细管壁，除去可能粘附的杂质。毛细

管流变仪的剪切速率和剪切应力数据均作了Ｂａｇｌｅｙ
校正。样品内温度波动不超过±０．２℃。

图１　旋转流变仪ＡＲ２０００
Ｆｉｇ．１　ＲｈｅｏｍｅｔｅｒＡＲ２０００

　

图２　毛细管流变仪ＭＬＷ４００
Ｆｉｇ．２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ｒｈｅｏｍｅｔｅｒＭＬＷ４００

　

１．３　实验方案
旋转流变仪可以控制应力或应变，这个应力或

应变是正弦变化的，故为动态。通常认为毛细管流

变仪的测量属于静态流变。旋转流变仪使用时将试

样放置在两个组件中，其中一个固定，另一个以设定

的速率做往返运动，以测得材料的相应流变数据。

使用毛细管流变仪则是令污泥从毛细管中挤压通

过，以获得相关材料流动的流变数据。一般来讲，毛

细管流变仪所能达到的剪切速率研究范围比较大，

最大可到１０６数量级，而旋转流变仪相对较小，一般
只能达到１０３数量级，在细节研究时较毛细管流变
仪更为适用。两种测量方法结合能更加准确的为污

泥壁面滑移研究提供可靠完善的依据。

在旋转流变仪动态剪切试验中，室温２５℃，间
距１ｍｍ，频率 ６２８ｒａｄ／ｓ时做了应变 γ０＝０１和
γ０＝６２８时剪切应力随时间的应力总波形曲线，同
时改变间距为１５ｍｍ、２０ｍｍ、２５ｍｍ，做了频率
分别为１５ｍｍ、２０ｍｍ、２５ｍｍ的应变扫描曲线，观
察是否发生壁面滑移现象。在毛细管流变仪静态挤

压试验中，室温２５℃，毛细管长度 Ｌ＝１０ｍｍ，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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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ｍｍ时做了污泥挤出时的压力振荡曲线，同时
用不同浓度污泥在 Ｄ分别为２ｍｍ、２５ｍｍ、３ｍｍ
时作剪切应力／速率曲线，分析其壁滑情况。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旋转流变仪的动态剪切
１）动态剪切中的总应力波形
设旋转流变仪的平行平板间距为 Ｈ，如果壁滑

发生，则表观剪切速率 γ′为：
γ′（τＲ）＝γ（τＲ）＋２ＶＳ／Ｈ （１）

式中，ＶＳ为滑移速度，τＲ为剪切应力，γ（τＲ）为实际
剪切速率。上式表明：如果有壁滑发生，剪切速率 
剪切应力曲线应依赖于间距。

图３显示了ω＝６．２８ｒａｄ／ｓ时，γ０＝０．１和γ０＝
６．２８的总应力波形。对于 γ０＝０．１（ω＝６．２８ｒａｄ／ｓ
下线性区为 １０％），应力幅值为常数，不随时间变
化；而γ０＝６．２８时，应力幅值随时间逐渐下降，随后
应力波幅值保持恒定。对此现象 Ｈａｔｚｉｋｉｒｉａｋｏｓａｎｄ
Ｄｅａｌｙ［１３］在ＨＤＰＥ试验中解释为壁面滑移现象。

图３　污泥在２５℃，角频率ω＝６．２８ｒａｄ／ｓ时
的动态剪切应力波形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ｓｌｕｄｇｅｗｈｉｌ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ω＝６．２８ｒａｄ／ｓｉｎ２５℃

　

２）角频率对壁面滑移的影响
由污泥的剪切速率对应力的曲线图（图４）可

知，在Ｌ分别为１．５ｍｍ、２．０ｍｍ、２．５ｍｍ时，图４
（ａ）的剪切速率和应力曲线在误差范围内在线性区
重合较好，在非线性区出现较小的分叉；图４（ｂ）、４
（ｃ）剪切应力在线性区重合的较好，在非线性区某
一处分叉，而分叉点的剪切应力和速率不是恒定的，

与角频率有关。

在低应变区，数据比较集中（见图 ４（ａ）、４
（ｂ）），而在高应变区则发生数据分散现象（见图４
（ｃ））。这是因为在发生较大壁面滑移的同时，往往
伴随着边缘破裂现象的发生（Ｌ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２［１４］，Ｋａ
ｌｙｏｎａｎｄＧｅｖｇｉｌｉｌｉ２００３［１５］）。
２．２　毛细管流变仪的静态挤压

１）污泥的颗粒粒度分布

图４　污泥在２５℃时采用平行板
夹具的应变扫描（Ｄ＝２５ｍｍ）

Ｆｉｇ．４　Ｓｌｕｄｇｅｓｔｒａｉｎｓｗｅｅｐｗｉｔｈ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ｌａｔｅｆｉｘｔｕｒｅｓｉｎ
２５℃ ｗｈｉｌｅＤ＝２５ｍｍ

　

城市脱水污泥成分复杂，既含有直径不等的颗

粒、粘粒，又含有大量的纤维物质，因此，污泥具有

较好的保水性能，不易沉积，流变特性稳定，非常适

合管道输送。

笔者对西安第三污水处理厂的脱水污泥做粒径

分布图，发现与吴淼［１６］等人做的污泥粒径分布规律

基本一致（见图 ５）。属于单峰分布，其中粒径在
９００～１１００μｍ的颗粒占总颗粒数的６７％，且呈正
态分布，粒径在 ５００～７００μｍ之间的颗粒约占
１０％。因此，毛细管直径选择必须大于１ｍｍ，我们
选择２ｍｍ、２．５ｍｍ和３ｍｍ。
２）污泥挤出时的压力振荡
采用不同半径 Ｒ的毛细管测定污泥产生壁面

滑移时的流动方程为：

４Ｖ／Ｒ＝４ＶＳ／Ｒ＋（４／τ
３
Ｒ）∫

τｗ

０
τ２ｆ（τ）ｄτ （２）

式中，４Ｖ／Ｒ为总流名义剪切速率；４ＶＳ／Ｒ为壁面滑

２０２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１）第２７卷第２期　



移产生的名义剪切速率；右边最后一项为无壁面滑

移的名义剪切速率；τＲ为壁面剪应力。若壁滑移速
度ＶＳ＝０，根据Ｍｏｏｎｅｙ方程在层流条件下不论ｆ（τ）
取什么形式，在 τＲ一定时所测得的４Ｖ／Ｒ是不随管
径Ｒ而变化的，即同一浆体在不同管径下所测得的
表观流变特性曲线应当重合。若所测得的表观流变

特性曲线随管径变化则说明管内流动存在滑移，也

可用流变曲线的连续性（突变与否）来判断壁

滑［１７］。这是用毛细管流变仪研究壁滑的试验原理。

图５　城市脱水污泥粒径分布曲线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ｉｔｙｓｌｕｄｇｅ

　

图６　污泥被挤出时的压力振荡曲线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ｌｕｄｇｅｂｅｉｎｇ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ｏｕｔ

　

对污泥来说，其流动时的应力集中效应主要不

在口模入口区，而是发生在口模内壁附近。如图６
所示，ＡＢ段为低剪切速率下的正常挤出段，污泥流
过口模壁在壁上无滑移，挤出过程正常。至第一临

界剪切速率 γ１后，（即 ＢＣ段）挤出物表面开始出现
粗糙和（或）有规则挤出畸变。相应地流变曲线上

出现压力振荡，呈现“时滑时粘”或者曲线不连续的

现象，有时使流变测量不能进行，得不到确定测量数

据。达到第二临界剪切速率 γ２后，流变曲线按 ＤＥ
段发展，挤出物表面可能又变得光滑。该区域称为

第二光滑挤出区。达到临界剪切速率 γ３后，出口区
发生扰乱，直到污泥流出。这与 ＨＤＰＥ型的熔体规
律近似。

３）浓度对壁面滑移的影响
从图７可以看出含水率为９０％的污泥在直径２

图７　含水率９０％的污泥在各个毛细管直径下
剪切应力和剪切速率的关系图

Ｆｉｇ．７　９０％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ｌｕｄｇｅ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图８　含水率８０％的污泥在各个毛细管
直径下剪切应力和剪切速率的关系图

Ｆｉｇ．８　８０％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ｌｕｄｇｅ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ｍ、２５ｍｍ和３ｍｍ下测得的流变特性曲线基本
重合，说明在此浓度下管内污泥的流动没有表现出

滑移现象，各个管径给出的表观流变特性就是污泥

的真实流变特性，污泥表现为牛顿流体。含水率为

８０％的污泥，所测得的流变特性曲线明显地随管径
大小变化（见图８），即在相同的壁面剪切应力下，管
径越小表观剪切速率越大，说明管内流动存在显著

的滑移效应［１８］。此时所测得的各流变特性曲线都

不能反映污泥的剪切应力与真实剪切速率间的关

系，欲获得污泥真实的流变特性，必须先消除滑移效

应的影响。

３　结　论

１）通过两种流变仪下的污泥流变试验，发现含
水率８０％的脱水污泥在室温２５℃情况下表现出明
显的壁面滑移现象，为典型的非牛顿流体。在旋转

流变仪动态剪切应力总波形扫描中，应变是影响滑

移的一个重要因素。γ０＝０１时应力波幅保持恒
定，没有滑移发生；γ０＝６２８时应力波形随时间逐
渐下降，随后保持恒定，这表明发生了滑移，滑移速

３０２　张晓斌等：污泥壁面滑移特性检测研究　



度逐渐达到一个稳定值。角频率的改变是影响滑移

的一个重要因素，ω＝０５ｒａｄ／ｓ时没有出现滑移，或
者出现弱滑移 ω＝６２８ｒａｄ／ｓ和 ω＝１２５６ｒａｄ／ｓ
时，出现了滑移，但分叉点处的剪切应力和应变不是

恒定的，分叉的程度也大不同。

２）由毛细管流变仪静态挤压压力振荡曲线可
见，同样含水率为８０％的脱水污泥在室温２５℃情况
下同ＨＤＰＥ型的熔体表现出了近似的规律，也存在
粘着区、振荡区、滑动区和扰乱区，这与污泥的粘性

及成分有极大关系。浓度对污泥壁面滑移有很大影

响，含水８０％的脱水污泥表现出对毛细管径的依赖
性，说明存在壁面滑移现象，为非牛顿流体；而含水

９０％的污泥对管径无依赖性，为牛顿流体。
此外，污泥的壁面滑移还与污泥的温度、组成成

分、粒径、粒径级配、生物活性等因素有关，而本试验

只是在室温下对污泥的壁面滑移进行测试，实际上

温度对污泥的壁面滑移影响很大，包括温度在内的

系列试验和比较完善的流变模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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