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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油水乳状液的流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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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粗油水乳状液相对于稳定的油水乳状液而言，其静置会出现两相分离的现象，类似于两相管
流的分散程度。针对现有乳状液表观黏度理论不适用于粗油水乳状液的问题，采用 Haake RS 6000
流变仪对不同含油率下粗乳状液的流变曲线进行测量，同时观察温度变化对粗乳状液黏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粗乳状液因含油率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类型的非牛顿流体特征，水为连续相时表现为
膨胀性流体，油为连续相时表现为假塑性流体。乳状液的黏度随含油率升高逐渐增加，并在 60％含
油率处达到最大值，当含油率继续升高时，随着含油率升高，其黏度逐渐减小至纯油的黏度值。在不
同温度下，相同含油率的乳状液黏度随着温度升高呈指数规律降低。此外，根据实验数据对已有的
油水乳状液黏度计算模型进行评估，并对应用于低含油率粗乳状液的黏度模型进行修正，提高了预
测精度。对粗油水乳状液流变性的研究成果，将进一步提高原油开采及运输中管道压降预测的精
度，为管道运输系统的精确设计提供可靠的物性参数。（图 9，
表 3，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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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stabilized oil-water emulsion, coarse oil-water emulsion tends to separate into two phases after
setting aside, similar to the dispersion of two-phase flow. The existing superficial viscosity theory for emulsion is not
suitable for coarse crude oil-water emulsion. In this paper, Haake RS6000 rheometer is used to measure flow curves at
different oil content of coarse oil-water emulsion, and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coarse oil-water emulsion viscosity
is obser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arse oil-water emulsion shows different types of non-Newtonian fluid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oil content. When water is the continuous phase, the emulsion shows the features of expansion
fluid, when crude oil is the continuous phase, the emulsion shows features of pseudoplastic fluid. The emulsion viscosity
in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oil content and reaches the maximum at 60% oil content. As oil content continues to
raise, the viscosity start to decrease to pure oil’s level.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he viscosity of the emulsion of the same
oil content decreases exponentially as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existing
oil-water emulsion viscosity calculation model is evaluated, and the viscosity model for coarse oil-water emulsion with
low oil content is corrected, resulting in improvement in its prediction accuracy. The study results of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coarse oil-water emulsion will enhanc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pressure drop in the pipeline of crude oil exploit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nd provide a reliable physical parameters to the design of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system. (9 Figures,
3 Tables, 20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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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水乳状液是其中一相以分散液滴的形式分布

液（W/O）和水包油型乳状液（O/W）
。在石油、化学工

于另一不相溶相中的两相混合液，包括油包水型乳状

业中，经常遇到油水两相互不相溶的流体均匀分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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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管内共同流动的现象，而且含油率不同，油水两相

水乳状液黏度的模型以及经验或半经验公式。但大多

的分布也不同，故油水两相的管流状态非常复杂，且表

数用于计算油水乳状液的黏度公式并非起始于对液液

现为非牛顿流体的特征，为此，需要对油水混合液非牛

两相混合液的表观黏度的研究，而是通过修正用于计

顿流体的流变学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若已知混合液表

算悬浮液的公式发展而来。依代表性分散体系黏度计

观黏度等物性参数，便可以通过单相流的理论模型精

算公式（表 1）可知，影响分散体系黏度的因素主要有

确预测其管输压降，为工业中输运、开采等相关设备提

分散相黏度、连续相黏度、两相体积分数等，但文献中

[1-2]

供准确的设计参数

。为了区别于完全稳定的乳状

的公式大都没有考虑分散体系的非牛顿流体性质，只

液，研究中常将此种分散分布的混合液定义为粗乳状

有 Pal 和 Rhodes[8]在模型中以隐式参数考虑了剪切速

液[3-4]，其静置较长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两相分离的现

率的影响。
在国内，张劲军等[9]全面论述了油水乳状液流变

象，类似于两相管道流动中混合液的分散程度。
流体的流变特性可以通过应力和应变率之间的关

性的测量方法及影响因素，指出在研究中必须高度重

系或者流体的黏度来表达，宏观上即为流体的流动和

视乳状液的制备方法，控制影响混合液流变性的因素，

变形之间的关系。对于牛顿流体，黏度可以定义为一

以准确反映生产实际。吴东垠等[10]通过实验研究了

种物理参数，而对于非牛顿流体，黏度不能作为自身的

乳化剂的添加和分散相相含率对混合液黏度的影响。

一个物理参数，因为其黏度受剪切应力和流动的水力

江延明和李传宪[11]设计了一套利用搅拌器测量油水

特性等流场性质的影响。因此，对于非牛顿流体，一般

混合液流变性的装置，其误差小于 10％。Dou D 和

采用表观黏度来描述其流变行为。目前，国内外针对

Gong J[12]针对混合液有效黏度的预测开展了大量工

乳状液黏度开展了大量研究[5-6]。在国外，从 1906 年

作。王跃社等[13]给出了乳状液的表观黏度随含油率

Einstein[7]给出稀释的固体颗粒分散混合液的表观黏

的变化规律，并对垂直管中气体与乳化液两相流动情

度经验公式开始，研究者们给出了大量适用于计算油

况进行了研究。

表1
序号

作者

分散体系黏度计算公式
模型

模型描述

1

Einstein[7]（1906）

适用于单粒径分散体系，且分散相含率 φ →0

2

Taylor[14]（1932）

适用于单粒径分散体系，且分散相含率 φ →0

3

Mooney[15]（1951）

参数 k 由实验数据拟合得出

4

Brinkman&Roscoe[16]（1952）

Einstein 模型的推广，使其适用于高分散相含率

5

Pal&Rhodes[8]（1989）

参数 k 由实验数据拟合得出

6

Phan-Thien Pham[17]（1997）

适用于多粒径分散体系

7

Pal[18]（2000）

参数 k 由实验数据拟合得出

综上可见，目前的表观黏度理论都是相对于稳定

用德国赛默飞公司 HAKKE RS 6000 高级旋转型流变

的乳状液而言，而对于粗油水乳状液的流变特性研究

仪研究不同含油率和不同温度下粗油水乳状液的流变

则鲜见报道，为了进一步模拟管道中油水分散混合液

行为，其中含油率范围为 5％ ~90％，测试温度范围为

流动时的分布情况，并对其表观黏度进行精确测量，采

2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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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装置及方法

1.1

实验装置及原理

现为牛顿流体的性质；
水相为自来水，其 20 ℃密度为

实验装置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粗油水乳状液的

998 kg/m3，动力黏度为 1 mPa·s。

色原油，也称白油（图 2）
，其 20 ℃密度为 860 kg/m3，
动力黏度为 97 mPa·s，在 20~80 ℃温度范围内均表

制备装置，主要设备是电动搅拌器，实验采用装有三叶
片螺旋桨式搅拌桨的电动搅拌器，其由无极调速电机
驱动；
另一类是乳状液的流变性测试系统，主要由高级
流变仪和温度控制系统组成。按照一定的体积比配制
500 mL 油水混合液，控制搅拌速度和搅拌时间，以此
制备出类似于油水两相管流的分散分布情况。其中，
粗乳状液中分散相的颗粒粒径分布采用显微镜成像系
统（奥林巴斯 BX 43 显微镜和耶拿 C5 CCD）进行统计
图2

测量（图 1），并以此确定搅拌的转速和时间。

纯油的应力与应变率关系曲线

2

实验结果分析

2.1

不同含油率粗乳状液的流变特性
分别配制含油率为 5％ ~90％的混合液进行实

验。水为连续相时，粗乳状液均表现出微小的膨胀性
流体的性质（图 3）。油为连续相时，在含油率较高的
（a）稳定乳状液

情况下，粗乳状液趋近于牛顿流体的特性，但随着含油
率的降低，其非牛顿流体的特性逐渐明显，且均表现出
假塑性流体的性质（图 4）。

（b）粗乳状液
图1

稳定乳化液与粗乳化液的微观结构

采用德国赛默飞公司 HAKKE RS 6000 高级旋转
流变仪测量粗乳状液的流变性，该流变仪配有多种转

图3

水为连续相时粗乳状液的流变曲线

图4

油为连续相时粗乳状液的流变曲线

子，使其适用于不同黏度的物质，同时，可以通过控制
剪应力或剪切应变率进行测量，配有温度控制和监测
系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调节测试环境的温度，以此
测量温度对物质流变性的影响。以下研究采用同轴圆
筒和光滑转子，采用控制剪切应变率的模式对粗乳状
液的流变性进行测量，圆筒和转子之间的径向间隙为
2.5 mm，底部间隙为 8 mm。
1.2

实验液体的物性参数
实验混合液中的油相为燕山石化公司生产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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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分析粗乳状液的流变性质，采用幂律流

其表观黏度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
连续相流体

体的本构关系对不同含油率时粗乳状液的非牛顿性质

的黏度 μ c、分散相的体积分数 φ 、分散相液滴的直径

进行回归。非牛顿流体按流变学行为分为与时间无关

d d、分散相流体的黏度 μ d、温度 T 和剪切速率 γ 。表观

的纯黏性流体、与时间有关的纯粘性流体和黏弹性流

黏度受各参数的影响可以用以下函数式描述：

4

μe=f（μ c，φ ，d d，μ d，T ，γ ）
4

体。其中非牛顿幂律流体属于与时间无关的纯黏性流
体的一种，其本构关系可以表示为：

使温度、剪切速率和油水两相黏度保持一定，统一

n

τ =K（γ ）
4

（2）

（1）
n

粗乳状液的制备条件，消除分散相粒径对分散体系黏

式中：K 为稠度系数，表示流体的稠度，Pa·s ；n 为流

度的影响，深入分析分散相体积分数对粗乳状液黏度

动指数，也称非牛顿指数，无因次。其由 Ostwald de

的影响。

Waele 在 1925 年给出，故通常称 Ostwald de Waele 经

为了更好地模拟管内流体的流动情况，研究分析
了 20 ℃、200 s-1 剪切速率下不同含油率的粗乳状液

验式。
对测得的不同含油率粗乳状液的流变曲线采用幂

表观黏度的变化情况（图 5）。可见，含油率为 60％时，

律关系式进行拟合（表 2）。显见，采用幂律关系式可

表观黏度出现一个峰值，为纯油黏度值的 3 倍，将其称

以很好地描述粗乳状液的非牛顿性质，其相关系数均

为相转变点，即在含油率低于 60％的区间内，油水乳

大于 0.99。流动指数 n 反映了流体偏离牛顿流体性质

状液中水为连续相，油为分散相；
在含油率高于 60％的

的程度，对于含油率低于 50％的粗乳状液（水为连续

区间内正好相反，油为连续相，水为分散相。目前，国

相），流动指数 n 均大于 1，验证了之前得出的膨胀性

内外学者对于粗乳状液相转变点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流体的性质，而且随着含油率增大，粗乳状液的流动指

作，也有学者提出相转变含油率为一个区域，在该区域

数 n 减小，逐渐接近于牛顿流体的性质。相反，当含油

内相转变循序发生。水为连续相时，随着含油率增大，

率高于 60％时，粗乳状液的流动指数 n 均小于 1，而且

粗乳状液的表观黏度总体呈增大趋势，类似于稳定乳

随着含油率增大，稠度系数 K 呈减小的趋势，流动指

状液的性质，但在 50％含油率测试点处，黏度变化趋

数 n 呈增加的趋势。即随着含油率增大，粗乳状液的

势出现一个凹点，其可能是由于相转变过程的发生所

非牛顿性质越来越不明显，逐渐向牛顿流体靠近。

致，具体原因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油为连续相时，随着

表2

粗乳状液流变曲线参数拟合结果

含油率％

K（
/ Pa·sn）

n

相关系数 R 2

5

0.000 283

1.714 078 3

0.994 866 0

10

0.005 133

1.350 978 4

0.998 232 3

20

0.022 990

1.156 809 7

0.999 707 2

30

0.033 127

1.106 725 5

0.999 789 3

2.2

40

0.085 155

1.042 376 5

0.999 415 1

50

0.086 429

1.007 288 5

0.999 978 9

60

1.136 466

0.770 635 4

0.998 505 8

65

1.065 264

0.758 626 2

0.998 202 0

70

0.602 784

0.829 928 4

0.999 162 3

80

0.380 819

0.854 393 2

0.998 481 4

90

0.249 540

0.890 029 1

0.998 998 4

粗乳状液的表观黏度

含油率增大，粗乳状液的表观黏度逐渐降低，近似呈现
指数减小的规律。

图5

不同含油率混合液的表观黏度曲线

对于油水乳状液表观黏度的预测，目前的模型大

对于牛顿流体，其本构特征可由黏度表现出来，且

都针对牛顿流体，并没有考虑剪切速率的作用，而 Pal

黏度值为常数。同样，非牛顿流体也可由黏度表征其

和 Rhodes（1989）在给出黏度模型时将剪切速率的影

本构特征；
但是，非牛顿流体的黏度值不是常数，其因

响使用一个参数进行隐式表示。为了验证目前乳状

剪切速率的不同而变化。

液黏度预测模型对粗乳状液的适用性，将模型 3~7

如前所述，粗乳状液均表现出非牛顿流体的特性， （表 1）预测的乳状液表观黏度与实验测试值进行对比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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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在水为连续相的区间内，各种模型的预测值
仅给出表观黏度随分散相含率增加而增加的趋势，但
具体数值均远远低于实验测得的数据。其主要原因在
于：
这些模型针对的是分散相黏度相对较低的乳状液，
同时研究对象为粗乳状液，虽然比较符合管道中实际
流动的油水两相分布情况，但与模型适用的条件有一
定差别。在油为连续相的区间内，由于分散相水的黏
度较低，而且乳状液相对比较稳定，近似符合模型的适
用条件，模型 3、
4、5、7 均很好地预测了粗乳状液的表
观黏度，平均误差分别为 -2.14％、3.74％、-3.02％
和 -8.12 ％（图 6）。Phan-Thien Pham（1997）给 出 的
模型 6 不能很好地预测 W/O 型乳状液的表观黏度，只
能预测变化趋势，具体数值均低于实验测得的数据。

（d）模型 6 和 7
图6

油水乳状液表观黏度模型预测值与实验值的对比曲线

模型 3~5 没有考虑分散相黏度对混合液有效黏
度 的 影 响，而 Phan-Thien Pham（1997）和 Pal（2000）
给出的公式虽然考虑了分散相黏度的影响，但仍只适
用于分散相黏度较低的混合液。而实验制备的粗乳状
液，当分散相为油时其黏度非常高，为连续相黏度的
97 倍。因此，通过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对模型 3 和
模型 4 进行修正，并考虑分散相黏度的影响。两模型
的修正结果分别为式（3）、式（4），其指数参数 m 反映
了乳状液中两相的混合情况，若混合液为完全稳定的

（a）模型 3

乳状液，则参数 m =0，可以忽略分散相黏度对乳状液
表观黏度的影响，而实验制备的粗乳状液，其静置一
定时间后会出现两相分离的现象，因此，当水为连续相
时，取 m =0.75。将模型预测的乳状液表观黏度与实
验值进行对比，吻合较好（图 7）。
（3）
（4）

（b）模型 4

（c）模型 5

（a）修正式 3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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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得出粗乳状液流变性质随温度的变化规律。

（b）修正式 4
图7

油水乳状液表观黏度修正模型预测值与实验值的对比曲线

2.3

温度对粗乳状液流变性的影响

图9
表3

温度改变会影响到流体分子排列，故非牛顿流

温度对粗乳状液流变性的影响趋势曲线
不同温度下粗乳状液幂律关系式参数

体 和 牛 顿 流 体 一 样，其 黏 度 随 温 度 变 化 而 变 化[19]，

T /℃

K（
/ Pa·sn）

n

相关系数 R 2

黏 度 通 常 随 温 度 的 升 高 而 下 降。 有 学 者 提 出 采 用

30

0.610 812

0.785 440 1

0.999 110 7

40

0.335 021

0.811 227 1

0.999 513 4

50

0.220 006

0.821 507 6

0.999 720 7

60

0.138 685

0.841 621 4

0.999 873 0

80

0.046 158

0.913 472 9

0.999 934 8

Arrhenius 关系式描述温度对流体黏度的影响

[20]

/ RT ）
μ =Ae E（

：
（6）

E 为活化能，
R 为气体常数，
T 为绝对
式中：A 为常数，
温度。黏度的对数值作为 1/T 的函数进行标绘时，将
得到一条直线，而活化能可以通过此直线的斜率求得。
根 据 实 验 结 果，绘 制 60 ％ 含 油 率 粗 乳 状 液（剪
切速率 200 s-1）和纯油的黏温变化曲线（图 8），采用

3

结论

Arrhenius 关系式和实验数据回归得出的黏度随温度

对不同含油率粗乳状液的流变学特征进行了研

变化的模型公式，对 60％含油率粗乳状液表观黏度进

究。采用同轴旋转高级流变仪，通过控制应变率对粗

行预测。可见，60％含油率粗乳状液和纯油的黏度均

乳状液的流变曲线和表观黏度进行测量，乳状液的含

随温度升高而逐渐降低，近似符合指数减小规律。

油率范围为 5％ ~90％，温度范围为 20~80 ℃。通过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实验中制备的粗乳状液，当水为连续相时，表
现为膨胀性流体的性质；
当油为连续相时，表现为假塑
性流体的性质。且随含油率的不同，粗乳状液表现出
非牛顿流体性质的程度有所不同。
（2）不同含油率的粗乳状液在 60％含油率处出现
相转变点，当含油率低于 60％时，乳状液水为连续相；
当含油率高于 60％时，乳状液油为连续相。对于同一
剪切速率下的表观黏度，在相转变点之前，随着含油率

图8

温度对粗乳状液黏度的影响趋势曲线

根据不同温度下 60％含油率粗乳状液的流变曲

的升高而逐渐增加，在相转变点之后，随着含油率的升
高而逐渐减小，类似于完全稳定乳状液的变化规律。

线（图 9），粗乳状液在不同温度下均表现为假塑性流

（3）目前已有的乳状液表观黏度模型，对油为连续

体的流变特性，但表现为假塑性特性的程度不同。随

相的粗乳状液进行很好的预测，但水为连续相时，其预

着温度升高，乳状液逐渐趋于牛顿流体的性质。对

测值均低于实验测得的数据。为此，进一步考虑了分

60％含油率粗乳状液在不同温度下的流变曲线采用幂

散相黏度和搅拌程度的影响，对已有的表观黏度预测

律关系式拟合（表 3），通过流动指数 n 的变化，可以定

模型进行了修正，得到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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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不同温度下，同一相含率粗乳状液的黏度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呈现出近似于指数衰减的规律。
同时，温度变化对粗乳状液的流变性质也有影响，随着
温度升高，其非牛顿性质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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