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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和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对

各种类型的流体、稠剂和半固体样品进行流变性能检测和分析。针对质量控

制（QC）实验室日常流变测试而设计的Viscotester iQ 流变仪，一种直观解决

方案。其设计独一无二，基于质控应用的仪器具有很多新的特点。比如，它

的灵敏度的高度提升保证了其可以使用更小的测量夹具，并可以节约用户的

样品以及温度平衡的时间和清理时间。同时也提高了其测量更低的剪切速率

的能力，改善了其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模拟计算的可靠性，比如用卡松模型来

拟合计算样品的屈服应研究化妆乳液的复杂流动和形变特性，可有助于最终

产品的设计和优化，在外观和使用特性方面满足消费者预期。旋转流变仪是

研究液体和半固体制剂流变性能的理想仪器。流变实验也可用于模拟工艺条

件来提高生产效率，或者用于评估产品稳定性和质保期内性质。而Viscotester 

iQ Air 流变仪是世界上最小的商用振荡型空气轴承流变仪。从简单的粘度测量

至复杂的流变学研究，这两款仪器都在模块化、易用性、高功效性和智能用

户指导方面树立了新标准。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Air 

智能流变仪具有优秀的性能、直观的触摸屏控制和无与伦比的便携性，是一

款完美的教学工具。更智能流变学习，超越教科书。学生有机会能亲自操作

真实的流变实验，积极参与学习，激发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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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洗发水基于具头发清洗功效的复杂表面活性剂体系。

由于洗发水为日常用品，其占到整个个人护理用品

市场的12%左右并不足为奇【1】。该产品体系复杂，

包含80%的水、10%的表面活性剂、5%的粘度调节

剂、2%的防腐剂、香料和着色剂，及约3%的性能添

加剂【2】。顾客最在意的是洗发产品的丰盈度（滋养

度），而丰盈度直接与粘度值和浓度相关。一款洗发

水不仅要方便使用，还要迎合顾客的感官标准。粘度

是与浓度和流动特性相关的一大流变参数，不仅影响

洗发产品的发泡性能、生产灌装、包装、储存和长期

稳定性，还影响清洁效率，甚至用户感知，是一项极

为重要的参数！如前所述，顾客感知也是一项重要参

数，那么谁是顾客？顾客想要什么？由于女士、男士

和儿童（婴幼儿）在挤出或涂抹洗发水时所施加的力

不同，这三类顾客群体对同类洗发水的感知不同。其

原因在于，当顾客群体施加不同力度时，在不同压力

水平下会产生不同过程，使得剪切速率也不同。当实

际使用洗发水时，没有顾客想要体验它在静置时的粘

度（丰盈滑腻），所以洗发水最好采用非牛顿流体或

较好的剪切稀释流体。针对特定顾客群体，为形成非

牛顿流体，进而改变流动特性，我们将水溶性聚合物

用作改性剂。本文旨在描述针对上述不同顾客群体的

产品在流变行为上的不同以及使用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流变仪完全测定粘度参数的

简便性。

沐浴露流变行为—特定目标顾客青睐哪些产品特性？

Jan Phili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学；洗发水；粘度；剪切稀释特性；顾客感知

实验结果和讨论

在室温下，使用配35 mm平行板转子的Thermo Scien-

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对三种市售洗发水进行测试

（见图1），这三种洗发水分别针对男士、女士和儿

童（婴幼儿）。

如图2所示，在下板上小心注入洗发水，手动调节测

量头，预设1 mm间隙，再执行测试程序。

按照上述程序，在1-100 1/s 的剪切速率范围内对洗发

产品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图 3。

由图3可知，三种产品的流变特性完全不同。当剪切

速率较低（约11/s）时，男士和儿童（婴幼儿）洗发

水具有几乎相同的粘度（约12 Pas）；而女士洗发

水的粘度则低很多（约7.5 Pas）。男性顾客往往倾

图 1：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

3



图 2：在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上测定粘
度（随剪切速率变化）的HAAKE RheoWin 测量程序

图 3：室温下三种不同洗发水的粘度（随剪切速率变化）。

现在，许多粘度计用户，尤其是在工业QC/QA 环境中

的用户，都使用同轴圆筒转子（“量杯和转子”）进

行测量。但是使用平行板测量系统会更有优势，因为

所需样品量少，直接带来两大优势：更易清洁且温控

更快。那么这两种测量夹具产生的结果是否相同？为

解答此问题，图4显示在室温下分别采用同轴圆筒系

统 CC25D 和35 mm平行板夹具测得的“柔和”洗发

水的粘度对比。

由图 4 可知，无论使用何种测量夹具，测得粘度均相

同。

结论

要确定洗发水（或沐浴露等）是否受顾客欢迎，最重

要的就是测定配方粘度。在针对特定顾客群体配制产

品时，需谨慎选择添加剂。无论使用同轴圆筒还是平

行板测量夹具，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均可让您轻松、可重现地执行上述测试。

参考文献

[1] Drug Chain Review, 22, 2, 2000, 15-18

[2] H. Leidreiter, U. Maczkiewitz, Utilizing Synergistic Effects in Surfac-

tant Mixtures, Th Goldschmidt AG, 1996, Essen

向更“滋养”（粘度较高）的产品，而女性顾客往往

青睐更“丝滑”（粘度较低）的产品。就儿童产品而

言，由于他们通常不会根据粘度进行选择，所以考虑

功能因素更多。但是，父母在购买时会直觉地“认

为”洗浴时高粘度产品会长时间残留在儿童手部。

当施加更高的剪切速率时，不同产品显示不同的特

性。由于配方中添加了分子量较高的聚合物添加

剂，“男士”产品直接进入非牛顿流体，达到较高的

基础粘度；而“女士”和“儿童”产品则表现稳定牛

顿。不过，“女士”产品在使用时，在约41/s的剪切

速率下离开牛顿流体，达到更低的粘度；而“儿童”

产品在较长时间内（直至 20 1/s 左右为止）保持恒定

粘度，所以淋浴开始前的产品损耗更少。

女士洗发水-CC-[1]

男士洗发水-CC-[1]

婴儿洗发水-CC-[1]

图 4：室温下用同轴圆筒和平行板测量夹具测得的洗发水粘度（随剪切速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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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室温下用同轴圆筒和平行板测量夹具测得的洗发水粘度（随剪切速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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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奶油奶酪这类松软的，可涂抹的食品通常是具有粘弹

性的物质。它们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用户的接受度，比

如可涂抹性。这个特性一来可以决定此类物质是否在

使用温度下可以轻易规则的变形并均匀分布，二来也

会决定被涂抹的基底物质，比如松软白面包的承受能

力。

现在有多种方法来测量与这类食品的流变性能，而其

流变性能则与其涂抹性能直接相关。Breidinger and

Steffe[1]等人通过桨叶式夹具测试屈服应力，屈服应

变等数据建立了这类可涂抹性食品的织构图。这类具

有可涂抹性的半液体软物质食品很难使用旋转流变

仪用常规平行板或者同轴圆筒夹具来测量，因为在测

量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壁滑以及在细小测量间隙的加

样过程中出现过多样品破坏。因此，对于此类流变测

试，通常推荐使用桨叶式夹具。

当桨叶式夹具完全浸没在样品中后，样品的屈服应力

可以通过Boger[2]下面公式计算:

其中T为扭矩，K是桨叶夹具的参数，由其高度（H）

及直径（D）决定：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1是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流

变仪配备桨叶式夹具配置图。实验测试了两种不同脂

肪含量（10%和50%）的奶油奶酪样品再不同温度下

奶油奶酪的涂抹性能—温度与脂肪含量的影响

Jan Phili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
many

关键词

流变学，屈服应力，乳制品，奶油奶酪

图1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

（25℃和8℃）的流变性能。当桨叶式转子完全浸没

在样品后，设定转速参数为 Ω=0.05 rpm 进行测试，

然后观察剪切应力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在样品发生初

期弹性响应后，其结构遭到破坏并且剪切应力开始下

降。实验结果中剪切应力在整个测试时间内的最大值

就对应了样品的屈服应力。图2是两种样品在室温下

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脂肪含量高的样品的屈服应

力为1000 Pa，而低脂肪含量样品的屈服应力则为210 

Pa。而图3则是两种样品在较低温度下（8℃）的结

果，相当于样品刚从冰箱内取出的温度。其结果表明

高、低脂肪含量的样品在此温度下的屈服应力都有所

上升，分别为1500 Pa和370 Pa。结合上述结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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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将此类食品涂抹在某些剪切模量G低至1200 Pa白

面包上时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在冷藏条件下的奶油奶

酪的屈服应力远大于面包所能承受的剪切模量。

结论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提供

的桨叶式测量方式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快速，简单，准

确的方法来评估类似于奶油奶酪这类食品的可涂抹性

能。

HAAKE RheoWin 4.41.0000

图2  25℃下，两种样品的剪切应力随时间的变化

图3  8℃下，两种样品的剪切应力随时间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Breidinger, S. L. and Steffe, J. F. 2001. Texture ma-

pof cream cheese. J.Food Sci. 66, 453-456

2. Dzuy NQ, Boger DV. 1985. Direct yield stress ma-

surementwith the vane method. J Rheol 29:3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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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化的巧克力的流动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个关键

因素。其生产运输、灌装、浸渍及注射等过程需要巧

克力具有非常适合的粘度及屈服应力。同样，最终产

品的外观及口感也直接受到其粘性行为的影响。

对于巧克力生产公司或者以巧克力为原料的制品公

司，比如巧克力曲奇制造商来说，测试其粘度已经成

为一个标准的质量控制方法。

为了满足客户在质控过程中快速，简单，更加可靠的

进行粘度测试，新一代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TM流变仪（图1）已经问世。这台设计

独一无二，基于质控应用的仪器具有很多新的特点。

比如，它的灵敏度的高度提升保证了其可以使用更小的

测量夹具，并可以节约用户的样品以及温度平衡的时间

和清理时间。同时也提高了其测量更低的剪切速率的能

力，改善了其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模拟计算的可靠性，比

如用卡松模型来拟合计算样品的屈服应力[1]。

实验准备过程

按照ICA第46条标准制备了两种巧克力样品，一种是

牛奶巧克力，另一种是黑巧克力。将两种样品切成

片，放进密封的玻璃容器中，然后将玻璃容器在52℃

的炉子中放置45-60分钟。同时，将测量杯和转子在

Viscotester iQ的帕尔贴温控单元中预加热至40℃。

这个实验中采用的测量夹具为 CC25 DIN Ti（直径25 

mm钛合金同轴圆筒），这个小尺寸同轴圆筒体系只

需要16.1毫升的样品，而且可以很容易的拆卸及清

理。测试方法按照ICA第46条标准转换成Thermo Sci-

entificTM HAAKETTM RheoWinTM软件的标准程序。剪

切速率范围见图2所示。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RheoWinTM程序（图3）包三部分内容：样品条件，测

巧克力融体的流动行为—ICA标准分析

Klaus Oldörp,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学，屈服应力，乳制品，奶油奶酪

图1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

试及评估。样品条件应该始终保留在程序序列中，以

防止忘记并保证所有测试都按此条件进行从而保证测

试结果的重复性。在测试条件这一部分中（步骤1-4

），当圆筒转子的上部到达测量位置后，样品保持一

个静止的状态。在这个时间里，任何由于加样或者或

者夹具闭合带来的外力作用都会得到松弛，同时样品

也会到达测试温度。程序的最后（步骤11-13）是数

据评估部分，HAAKE RheoWin自动进行。通过传统

的卡松模型或者Windhab模型[3] 可以来计算巧克力融

体的屈服应力. 而Servais [4]提供了一个更为简便的方

法，就是用剪切速率为 5 s-1 下的剪切应力作为其屈服

应力。如果采用这种方法，HAAKE RheoWin软件也可

以自动进行插值计算。

同样，本报告中也给出了两种样品在40℃下的稳态剪

切实验结果。相对于瞬时粘度数据，稳态剪切粘度不

取决于时间依赖效应或者剪切速率变化斜率。如果需

要进行粘度数据比较，稳态剪切方法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其不依赖于所使用的仪器而且可以直接关联于所

施加的剪切速率。

结果讨论

图4给出了符合ICA 46条标准的典型的流变实验结

果。红色曲线代表粘度，蓝色曲线表示剪切应力。很

明显，牛奶巧克力的粘度更高，大约高出两倍以上。

黑巧克力的粘度曲线随剪切速率上升及下降的变化几

乎一样。相反，牛奶巧克力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触变

性。绿色抛物线是根据卡松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的结

图2  根据ICA 46条标准制定的剪切速率设定，其中5-9表示实
验程序步骤并显示在图3中

根据图4的结果，采用不同方法计算出的屈服应力

图3  实验程序，其中1-4为条件部分，5-9为流变测试部分，10-
13为数据评估部分

果，而垂直的绿色线则是根据Servais法则计算的结

果。不同的方法决定了两种巧克力屈服应力的不同，

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表格数据给出的最重要的结果

是即使对于同一个数据，不同方法就会得到不同的分

析结果。因此，样品的屈服应力只能按照相同的计算

方法来进行比较。但是，无论何种计算方法，牛奶巧

克力的屈服应力都比黑巧克力要大，而且触变性更加

明显。

结论

在质控过程中，巧克力的流变表征主要集中在其粘度

与屈服应力方面。HAAKE Viscotester iQ能流变仪是

一款简洁紧凑的仪器，并将灵敏度及测试能力完美结

合，从而可以根据 ICA 46 标准在很宽的剪切速率范

围内对巧克力进行成功的流变测试，并且只需要使用

非常少量的样品。同样，稳态剪切实验结果（图5）

给出非常好的结果，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以进行不同方

法、模型下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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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牛奶巧克力（空符号）与黑巧克力（填充符号）实验结果。.

图5  牛奶巧克力和黑巧克力在40℃下的稳态剪切粘度结果

HAAKE RheoWin 4.41.0000

HAAKE RheoWin 4.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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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混凝土是世界上应用最多的人造材料。这类材料最重

要的一个性能被称为“可使用性”，其概念是指新鲜

的（塑性）混凝土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比如振动）

填充到模具中而不降低其质量的能力。可使用性取决

于很多条件，比如其它物质在水中的浓度，聚集情况

（形状和尺寸分布），水泥的含量及水化时间，并且

可以通过化学添加剂进行调控，比如使用高效增塑剂

或者增加水含量。然而，过多的水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表面出现水纹，强度下降或者砂石分离等，导致

质量下降[1]。其使用性可以通过混凝土塌落度实验

来进行测试，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测试新鲜混凝土塑

化能力的方法，符合ASTM C 143 [2] 或者EN12350-

2 [3]测试标准。这个实验的通常将新鲜混凝土放入喇

叭状的塌落度桶里来进行评价。首先将桶的大口朝下

放在一个平整的，非吸附性表面，分三次填装新鲜混

凝土，每次填装后用捣锤捣实后,抹平。然后拔起桶,

混凝土因自重而产生塌落。然而，近年来的工作表明

通过流变的方法测试新鲜混凝土的屈服应力是最快最

简单与其塌落度相关联的方法[4]。这类样品很难通过

旋转流变仪用常规平行板或者同轴圆筒夹具来测量，

因为在测量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壁滑以及在细小测量

间隙的加样过程中出现过多样品破坏。因此，对于此

类流变测试，通常推荐使用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配合桨叶式夹具。

当桨叶式夹具完全浸没在样品中后，样品的屈服应力

可以通过Boger[5]下面公式计算:

其中T为扭矩，K是桨叶夹具的参数，由其高度（H）

及直径（D）决定：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1是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流变仪配备桨叶式夹具配置图。在本次实验中使用典

型浓度比例将一种波特兰水泥与水进行混合，然后加

入三种不同质量分数的细砂石，表1中给出了详细的

样品组成。当样品完全混合后，等待5分钟后进行测

试。整个测试过程如下：当桨叶转子完全浸没到样品

混凝土和水泥浆的屈服应力测试—塌落度实验

Jan Phili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学，屈服应力，混凝土和水泥浆，塌落度实验

图1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配备J桨叶式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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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混凝土样品的组成

图2 25℃下，三种样品的剪切应力随时间的变化

中后，仪器开始施加一个恒定的0.05 rpm的转速，然

后观察剪切应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当观察到一个明显

的弹性响应区后，样品的结构开始破坏，剪切应力开

始下降。因此，剪切应力曲线上的最大值就对应了样

品的屈服应力。所得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在

25℃测试条件下，纯的水泥浆体系的屈服应力为375 

Pa，而含有75克和125克增塑剂的样品的屈服应力分

别为890 Pa和1630 Pa。然后这些样品的屈服应力就

可以通过经验公式转变为混凝土塌落实验标准数[6]:

其中s表示塌落度，以mm表示，τ0为屈服应力，ρ 

是样品密度。

HAAKE RheoWin 4.41.0000

结论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提供的

桨叶式测量方式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快速，简单，准确

的方法来评估混凝土和水泥浆的屈服应力，并将其与

标准塌落实验数据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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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蛋黄酱的标准质控方法之一是在原始容器中测量产品

的屈服应力。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使用桨叶转

子，并将其垂直放入盛放样品的原始容器中，以免破

坏其原始结构。为了高效地完成高通量质控实验，需

要使用一台具有简单灵活升降功能的流变仪，配备通

用夹持器，以便适应各种形状的容器，还要求该仪器

的软件可以自动进行测试、数据评估以及质控结果记

录。另外还可以加载一只与转子平行的温度传感器，

以便记录样品温度。

食品的屈服应力是表征其性能，比如产品稳定性、口

感及加工性的重要参数，而且会受到食品成分和配

方，尤其是含脂量的影响【1-4】。

简介

蛋黄酱是一种半固体水包油型乳化剂，主要由油、酸

性水相和乳化剂组成。不同配方的成分、质地和风味

各不相同。传统全脂蛋黄酱的油（脂肪）含量高达

80%；而从传统意义上讲，低脂或脱脂蛋黄酱甚至算

不上是乳化剂。一旦含脂量降低，则需调整配方，添

加更多配料，以达到消费者广泛认可的质地【1-4】。

自制蛋黄酱通常由植物油、蛋黄、醋汁/柠檬汁及调

味品组成，调味品包括胡椒粉、食盐、芥末和糖（可

能）。

工业蛋黄酱制品可能含改性淀粉和增稠剂（如槐豆

胶、瓜尔胶）、着色剂（如β-胡萝卜素）及其它风味

调料。低脂和轻脂蛋黄酱产品需要较高含水量并添加

低脂酸奶或其它乳制品、增稠剂（如黄原胶）及人工

采用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

仪和桨叶转子进行含脂量测定其对蛋黄酱屈服应力影响

的研究

Francesca De Vito, Fabian Meyer and Fritz Soergel,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学；蛋黄酱；屈服应力；桨叶转子；自动质控评估和记录

增甜剂，还可用富含纤维的配料（如果胶）取代脂肪

并增加质地【1】。

屈服应力的定义是使得材料流动所需要的最小剪切应

力。屈服应力可以用来考察产品的流动性、分散性及

可舀取性等，也可以用来评估其稳定性【1-5，8-10】。

蛋黄酱的屈服应力计算值τ
0
取决于产品配方、测试

方法及实验前的样品处理，在约20 Pa（可倒）到300 

Pa（可舀）的范围内【1-11】。就成分而言，屈服应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含脂量。

关于流变测量方法，要测定绝对屈服应力值，建议采

用平行板夹具进直接控制应力斜坡实验，该法最准

确，要求细致的样品制备、处理及加样，以保持样品

图 1：配通用夹持器和 FL26-2 桨叶转子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左）；配 3 个桨叶转子的通用
夹持器：4 叶片转子 FL16、FL22 和 FL26-2 叶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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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适用于测量、自动评估和记录的 HAAKE RheoWin 测量
工作

图 3：在高（红色三角）、中（蓝色矩形）和低三种转速（绿色圆
圈）下测得的桨叶转子屈服应力比较示意图。

的原始结构【7】。

样品搅拌或挤压时，从原始结构的静态屈服应力变为

扰动结构的（较低）动态屈服应力【9-10】。将样品加

载到平行板、椎平板或同轴圆柱夹具上，调整平衡度

后进行控制应变斜坡屈服应力测量，整个过程共需10

～20分钟左右。

但对于质控过程来说，这种方法太费时间，因此经常

采用桨叶式这种相对测试夹具来测试原始容器中的原

始样品，因为其测量速度更快且与静态屈服应力相关

【8-10】。选择正确的实验参数是此种实验最基础的要

素（详见下文），并且推荐采用控制速率模式进行测

试，转速不超过1 rpm【9】。

材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流变仪配合 4 叶片的桨叶转子（FL22）在通用夹

持器上通过控制速率模式进行实验，转子叶片直径为 

22 mm，高度为16  mm（图1）。对同一制造商所提供

的三份含脂量不同的工业蛋黄酱进行研究（表1）。

将密封玻璃容器打开，直接放置在通用夹持器上面。

利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手动升降功能和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RheoWinTM 软件设置（

图 2）以保证转子保持静止（元素 1：控制速率模式 Ý 

= 0 s-1），然后垂直地将转子插入到具有高度重现性

的测量位置（根据容器尺寸和外形）

相较从底部中心区、顶部中心区或容器壁附近采集的

样品，在灌装厂快速注入容器的产品通常表现出略不

相同的性质。因此每次实验都必须保证桨叶转子在各

类产品容器中的位置是相同的，以确保测试结果的重

现性和可靠性。

当样品经过短暂的平衡和恢复（元素3）后，测试时

间t被置为0（元素4）。然后设置非常低的转速，记录

设定时段（元素5）内所需要的数据点的数量。当进

行自动评估和质控（元素6：曲线讨论）时，自动对

剪切应力最大值τ与时间t的绘图进行评估，检查τ
0

在给定范围内（通过）还是在给定范围外（失败）。

最终生成一份报告（元素7），报告可保存为文件（

比如 pdf 或 tiff 格式）或直接打印。

对于每类样品，都需要进行预实验来确定最合适的转

子类型和转速。较小尺寸的转子适合测试质地浓厚、

屈服应力较高的样品，比如花生酱【5,6】，而尺寸较大

的转子适合测试低粘度、低屈服应力的样品【8-10】。

为了确定适合某类所有样品的转速，则需要进行多种

转速的实验（图3）。转速太高会在曲线上形成一个

难以计算的尖峰（红色三角）；转速太低则会产生渐

进性的曲线，导致无最大值（绿色圆圈）。而我们的

目的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转速，使得实验曲线具有一个

可以评估的最大值（蓝色矩形）。与可以评估的最大

值相对应的转速最适合这些样品。

结果与讨论

产品成分对屈服应力的影响在过去便是各种研究的主

题。根据研究所用配方配料的性质和数量观察到不同

的特性【1-4】。

在三种被测蛋黄酱样品中，含脂量最高（22.5%）的

产品对在测量曲线中获得可评估最大值最为重要，

所以在不同转速下进行上述预实验。合适的设定值为 

0.02 rpm 和 0.05 rpm，产生可比较的屈服应力结果

（95 Pa 和 96 Pa），结果见图 4 和表 1。在这两个转

速下测量所有样品（图 5、图 6 和表 1）。 

图 4：使用含脂量 22.5% 的蛋黄酱，在 0.05 rpm（空心圆）和 
0.02 rpm（实心圆）的转速下，获得的桨叶转子屈服应力测量
结果比较。

图 6：在 0.02 rpm 转速下，三种含脂量不同的蛋白酱的桨叶转
子屈服应力测量值

表 1：在两个转速下测量三种含脂量不同的蛋黄酱所产生的屈
服应力结果

图 5：在 0.05 rpm 转速下，三种含脂量不同的蛋白酱的桨叶转
子屈服应力测量值

当4叶片桨叶转子转过85°～90°时，此时转子再也感

知达到任何样品的原始结构信息，因此在 0.05 rpm 转

速下，在大约300 s后，所记录的测定曲线略有下降（

图4 - 图 6）。

图5和表1显示在0.05 rpm转速下三种被测市售蛋黄酱

的屈服应力测量结果。最大值在所有剪切应力曲线上

清晰可见。观察可知，含脂量最低（5.2%）的产品

对应最高屈服应力（127 Pa）；相反，含脂量最高

（22.5%）的样品的屈服应力最低（96 Pa）。

表 1 显示在两个转速下由 HAAKE RheoWin 软件自

动计算出的屈服应力值。对于含脂量最高的配方，在 

0.02 rpm 和 0.05 rpm 转速下所计算出的数值非常接

近，分别为 95 Pa 和 96 Pa。随着含脂量下降，计算

值差异变大，清楚表明了设定参数对桨叶转子测量中

的流变测量的影响。

结论

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配合通用夹持器和

桨叶转子可对原始容器中结构完整的蛋黄酱样品进行

高效、高通量的常规质控检测。

该仪器具备智能升降功能，可以保证便捷、快速的操

作；配合通用夹持器，可以让用户在特定容器中进行

样品测试，并保证桨叶转子测试位置的高重现性，这

也是得到高重现性结果的保证。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既可以通过预定义或定

制测量和评估程序单独工作，也可以与 HAAKE Rheo-

Win 测量和评估软件配用，以增强其功能，甚至提供

（作为标准功能）包括通过/失败评估和记录在内的全

自动质控程序【11】。

剪切应力最大值与时间的曲线主要取决于蛋黄酱样品

的含脂量，可轻松自动评估。

 

含脂量 (%)
0.02 rpm下的

τ
0 (Pa)

0.05 rpm 下的
τ

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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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适用于测量、自动评估和记录的 HAAKE RheoWin 测量
工作

图 3：在高（红色三角）、中（蓝色矩形）和低三种转速（绿色圆
圈）下测得的桨叶转子屈服应力比较示意图。

的原始结构【7】。

样品搅拌或挤压时，从原始结构的静态屈服应力变为

扰动结构的（较低）动态屈服应力【9-10】。将样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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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选择正确的实验参数是此种实验最基础的要

素（详见下文），并且推荐采用控制速率模式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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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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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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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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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rpm（实心圆）的转速下，获得的桨叶转子屈服应力测量
结果比较。

图 6：在 0.02 rpm 转速下，三种含脂量不同的蛋白酱的桨叶转
子屈服应力测量值

表 1：在两个转速下测量三种含脂量不同的蛋黄酱所产生的屈
服应力结果

图 5：在 0.05 rpm 转速下，三种含脂量不同的蛋白酱的桨叶转
子屈服应力测量值

当4叶片桨叶转子转过85°～90°时，此时转子再也感

知达到任何样品的原始结构信息，因此在 0.05 rpm 转

速下，在大约300 s后，所记录的测定曲线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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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和表1显示在0.05 rpm转速下三种被测市售蛋黄酱

的屈服应力测量结果。最大值在所有剪切应力曲线上

清晰可见。观察可知，含脂量最低（5.2%）的产品

对应最高屈服应力（127 Pa）；相反，含脂量最高

（22.5%）的样品的屈服应力最低（96 Pa）。

表 1 显示在两个转速下由 HAAKE RheoWin 软件自

动计算出的屈服应力值。对于含脂量最高的配方，在 

0.02 rpm 和 0.05 rpm 转速下所计算出的数值非常接

近，分别为 95 Pa 和 96 Pa。随着含脂量下降，计算

值差异变大，清楚表明了设定参数对桨叶转子测量中

的流变测量的影响。

结论

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配合通用夹持器和

桨叶转子可对原始容器中结构完整的蛋黄酱样品进行

高效、高通量的常规质控检测。

该仪器具备智能升降功能，可以保证便捷、快速的操

作；配合通用夹持器，可以让用户在特定容器中进行

样品测试，并保证桨叶转子测试位置的高重现性，这

也是得到高重现性结果的保证。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既可以通过预定义或定

制测量和评估程序单独工作，也可以与 HAAKE Rheo-

Win 测量和评估软件配用，以增强其功能，甚至提供

（作为标准功能）包括通过/失败评估和记录在内的全

自动质控程序【11】。

剪切应力最大值与时间的曲线主要取决于蛋黄酱样品

的含脂量，可轻松自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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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果酱，巧克力酱和花生酱这类产品的标准质控方法之

一是在其原始容器中测量产品的屈服应力。为了完成

这类测试，需要使用桨叶式转子，并将其垂直放入到

盛放样品的原始容器中，以免破坏其原始结构。为了

精确高效的完成此类质控实验，需要使用一台具有简

单灵活升降控制功能的流变仪配备通用样品夹持器，

以便适应各种形状的容器，还要求该仪器的软件可

以自动进行测试，数据评估以及质控结果记录。另外

还可以选择加载一只与转子平行的温度传感器以便记

录样品的真实温度。食品产品的屈服应力是表征其性

能比如产品的稳定性，口感，流动性，分散性及加工

性能的重要参数，而且会受到食品成分及配方的影响

[1-3]。

简介

为了研究不同配方及成分对屈服应力的影响以及重复

性，本文选取3种典型的食品进行测试分析。桨叶式

转子的优势在于其可以用来测试含有较大尺寸颗粒的

样品，但是桨叶转子的叶片尺寸也需要几倍于样品的

最大颗粒尺寸（比如山莓酱的种子）。从流变的角度

看，固体颗粒属于被动填料，不会对样品的弹性网络

产生贡献，一般来说样品的弹性网络是由分子或大的

聚集体直接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在样品屈服之前，样

品会随着剪切应力或应变表现出线性响应；接近屈服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配备

桨叶式转子测量果酱、巧克力酱及花生酱的屈服应力

Francesca De Vito, Fabian Meyer and Fritz Soergel,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果酱、巧克力酱，花生酱，屈服应力，桨叶转子，数据评估与记录

时，所施加的应力变得足够大，可以改变材料的微结

构并导致样品的非线性粘弹响应；样品屈服以后则会

表现出液体的性质。而样品的屈服应力的确定则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所选用的实验方法和参数设置[1-3]。

巧克力酱则会因为糖分，脂肪，可可及蛋白质含量以

及乳化剂的不同而表现出不一样的性质。而这些因素

都会对其屈服应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两种

市售的巧克力酱作为样品进行了测试。而花生酱的屈

服应力要比巧克力酱还要高[4]。本文也选择了一种

奶油花生酱进行实验，并考察桨叶式转子的测试重复

性。     

图1：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通用夹
持器及桨叶转子FL26-2叶片（左）；具有三个叶片转子的万向支
架；4叶片转子FL16和FL22以及FL26-2叶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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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HAAKE RheoWin软件设置

图3 同一样品不同转速下，桨叶片转子屈服应力测量的图比较。
有较高的转速（红色三角形），中等旋转速度（蓝色矩形）及和
较低的旋转速度（绿色圆圈） 

屈服应力的定义是使得样品流动所需要的最小的剪切

应力。屈服应力可以用来考察产品的流动性，分散性

等，也可以用来评估其稳定性[2-5]。屈服应力的计算

一方面取决于产品的成分，另一方面还受到测试方法

及参数的影响。而且，样品的预处理过程起着重要作

用，直接决定所测试的是原始结构还是破坏后的结构

[2,3,5]。

关于屈服应力的测试方法，最准确也是最推荐的是用

平行板夹具进行直接控制应力实验。这要求细致的样

品准备，处理及加样，以保持样品的原始结构[6]。

搅拌或者挤压都会导致屈服应力发生动态变化[1-3]。

将样品加载到平行板，锥平板或者同轴圆筒内进行实

验，通常需要很长的样品恢复时间，从10到20分钟不

等，也许更长。但是对于质控过程来说，这种方法太

费时间，因此经常采用相对桨叶式这种相对测试夹具

来进行原位的实验评估[2, 3, 5]。选择正确的实验参数

是此种实验最基础的要素，详见文献[7]，并且推荐用

控制速率模式进行测试，转速不超过1 rmp[2]。

实验材料和方法

本文使用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流变仪配合两种4叶片的桨叶式转子（FL16和FL22

）在通用夹持器上通过控制速率模式进行实验，转

子叶片直径分别为16和22毫米，高度分别为8.8和16

毫米（图1），仪器转速设置为0.05 rpm。5种市售

酱类产品分别使用不同的转子，采用相同的实验参数

进行测试。将产品容器盖子打开，直接放置在通用夹

持器上面。利用手动控制升降功能和Thermo Scienti-

ficTM HAAKETM RheoWinTM软件设置（图2）以保证转

子保持静止，然后垂直的将转子插入到具有高度重复

性的测量位置。实际经验表明，较硬的产品在生产线

上以较高的速度罐装时，产品在容器内的不同区域可

能表现出不一样的性质。因此每次实验都必须保证桨

叶转子在产品容器中的位置是相同的，以确保测试结

果的重复性和可靠性。当样品经过短暂的平衡和恢复

后，测试时间被重置为0。然后设置一个非常低转速

（0.05 rpm），旋转的时间以及在此时间段内所需要

的数据点的数量。最后可以加入数据自动评估的设置

以及生成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可以保存为多种格式（

比如pdf，jpeg，tiff等）或者直接由打印机输出。对

于每一类样品，都需要进行简单的预实验来确定最合

适的转子型号。比如较小尺寸的转子适合测试具备较

高屈服应力的样品，比如花生酱；而尺寸大的转子则

适用于测试低粘度、低屈服应力的样品，例如巧克力

酱，果酱或者蛋黄酱[7]。为了确定合适的转速，则需

要进行多种转速的实验。转速太高则会在曲线上形成

一个难以计算的尖峰（图3中红色三角形），转速太

低则会产生渐进型的曲线（图3绿色圆圈）。而我们

的目的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转速，使得实验曲线具有一

个可以评估的最大值（图3蓝色长方形）。前期实验

证明，0.05 rpm的转速是最适合这些样品的。

结果与讨论

果酱的流变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果的种类及

果酱配方[8]。图4给出了两种山莓酱的实验结果，

一种是含有种子的，另一种是过筛的。跟预期的

一样，过了筛的样品的屈服应力远大于含有种子

的样品。这是因为其种子表现为坚硬的球体，并

不会对样品弹性结构起到任何贡献。但是两种样

品产生屈服的时间轴是基本一致的，如表1所示。

其中表1的数据还包含了过筛样品的两次实验数

图4 两种山莓酱的屈服应力测试结果

图5 巧克力酱的屈服应力测试结果

图6 牛奶花生酱的三次独立测试实验结果

表2 巧克力酱样品的实验结果汇总及对比

表1 山莓酱样品的实验数据汇总及对比

HAAKE RheoWin 4.41.0000

HAAKE RheoWin 4.41.0000

HAAKE RheoWin 4.41.0000

据，用以考察结果重复性。当转子转过大约85-90度

时，此时转子再也感知不到任何样品的原始结构信

息，因此在大约300秒后，曲线会略有下降。

图5和表2的数据是两种巧克力酱产品A和B的实验结

果。其中A样品中含有更多的可可、蛋白质和糖分，

但是其脂肪含量要小于B样品。另外，两种产品所使

用的乳化剂也不一样，A用的是大豆提取物，而B则是

提取自向日葵。结果表面B样品的屈服应力几乎超过A

的两倍以上。桨叶转子重复性实验使用的是FL16型号

转子，样品是牛奶花生酱。图6和表3的结果表明，在

三次独立的实验结果中，数据重复性非常好，并且屈

服应力数据与平均值之间的误差只有1.5%，其发生屈

服的时间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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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HAAKE RheoWin软件设置

图3 同一样品不同转速下，桨叶片转子屈服应力测量的图比较。
有较高的转速（红色三角形），中等旋转速度（蓝色矩形）及和
较低的旋转速度（绿色圆圈） 

屈服应力的定义是使得样品流动所需要的最小的剪切

应力。屈服应力可以用来考察产品的流动性，分散性

等，也可以用来评估其稳定性[2-5]。屈服应力的计算

一方面取决于产品的成分，另一方面还受到测试方法

及参数的影响。而且，样品的预处理过程起着重要作

用，直接决定所测试的是原始结构还是破坏后的结构

[2,3,5]。

关于屈服应力的测试方法，最准确也是最推荐的是用

平行板夹具进行直接控制应力实验。这要求细致的样

品准备，处理及加样，以保持样品的原始结构[6]。

搅拌或者挤压都会导致屈服应力发生动态变化[1-3]。

将样品加载到平行板，锥平板或者同轴圆筒内进行实

验，通常需要很长的样品恢复时间，从10到20分钟不

等，也许更长。但是对于质控过程来说，这种方法太

费时间，因此经常采用相对桨叶式这种相对测试夹具

来进行原位的实验评估[2, 3, 5]。选择正确的实验参数

是此种实验最基础的要素，详见文献[7]，并且推荐用

控制速率模式进行测试，转速不超过1 rmp[2]。

实验材料和方法

本文使用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流变仪配合两种4叶片的桨叶式转子（FL16和FL22

）在通用夹持器上通过控制速率模式进行实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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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果酱的流变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果的种类及

果酱配方[8]。图4给出了两种山莓酱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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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1的数据还包含了过筛样品的两次实验数

图4 两种山莓酱的屈服应力测试结果

图5 巧克力酱的屈服应力测试结果

图6 牛奶花生酱的三次独立测试实验结果

表2 巧克力酱样品的实验结果汇总及对比

表1 山莓酱样品的实验数据汇总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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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以考察结果重复性。当转子转过大约85-90度

时，此时转子再也感知不到任何样品的原始结构信

息，因此在大约300秒后，曲线会略有下降。

图5和表2的数据是两种巧克力酱产品A和B的实验结

果。其中A样品中含有更多的可可、蛋白质和糖分，

但是其脂肪含量要小于B样品。另外，两种产品所使

用的乳化剂也不一样，A用的是大豆提取物，而B则是

提取自向日葵。结果表面B样品的屈服应力几乎超过A

的两倍以上。桨叶转子重复性实验使用的是FL16型号

转子，样品是牛奶花生酱。图6和表3的结果表明，在

三次独立的实验结果中，数据重复性非常好，并且屈

服应力数据与平均值之间的误差只有1.5%，其发生屈

服的时间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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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牛奶花生酱的三次独立实验结果汇总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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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使用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配合通用夹持具及

桨叶式转子可以快速，高效的完成果酱类样品的质控

工作，并且可以对样品进行原位的性能表征及评估。

该仪器具备智能升降功能，可以保证便捷，快速的操

作。配合通用夹持器，可以让用户在特定的容器中进

行样品测试，并保证桨叶转子测试位置的高重复性，

这也是得到高重复性数据的保证。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既可以通过内置程序单独工作，也可以通过

具备强大功能的哈克THAAKE RheoWin软件来完成更

加复杂的测试和数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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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化妆品产品的配方非常复杂，并且各类活性成分会起

到重要作用。而消费者则期望某一大类的膏霜产品具

备相同的质感，无论其中的特殊成分是芦荟，柠檬

草，牛奶还是蜂蜜。因此，开发能被消费者接受或者

期待的质感的产品是化妆品配方工艺中最重要的挑战

之一。测试一种乳液化妆品的流变性能则是这个产品

质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乳液化妆品流变测试的典型参数基本是粘度，触变性

和屈服应力。产品的粘度与其各类性能相关，取决于

应用的剪切速率范围。例如，在皮肤上涂抹的感觉对

应于高剪切速率下的粘度大小，而储存稳定性则依赖

于低剪切速率下的粘度。

一款乳液的屈服应力则决定了其储存稳定性及外观和

感觉。罐装出售的乳霜需要较高的屈服应力，消费者

通常希望能用手指从罐中将其取出并稳定在手上；对

于瓶装的护肤液来说，消费者则期望其能够像液体一

样，这就要求其屈服应力尽可能的小。如果测试这些

不同的流变性能，则需要一台能够实现各种测试方法

并且具备宽广测试范围的质控型粘度计。为了简单

可靠的完成各类质控流变测试，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流变仪（图1）应运而生。

而这台独特的仪器在质控表现方面具有很多新的优势

及特点，比如，它的灵敏度的高度提升保证了其可以

使用更小的测量夹具，并可以节约用户的样品以及温

度平衡的时间和清理时间。

实验准备

本次实验选择的两个样品分别是一种乳霜和一种护肤

液。实验采用直径35毫米平行板夹具，以1毫米的测

量间隙进行，以减小样品结构在加载过程中受到的破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进行乳液化

妆品的质控测试

Klaus Oldörp,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果酱、巧克力酱，花生酱，屈服应力，桨叶转子，数据评估与记录

坏。相对于同轴圆筒夹具，35 mm平行板只需要大约

1毫升，并可以节约每次装样及清理时间。在测试之

前，将少量样品先放置在测量下板上，然后小心的将

测量上板降到测量间隙，以免对样品造成不必要的预

剪切。最后，将样品罩放置在测量系统上，可以提高

温控精度及减少蒸发。

HAAKE RhoWin Job

当测量上板到达测量位时，开始使用Thermo Scienti-

ficTM HAAKETM RheoWinTM软件进行操作. 测试程序第一

部分是实验条件设置。对于这两种样品，只是简单的

进行等待时间设置，给予样品足够的松弛时间并且达

到测试温度。虽然只是设置一个等待时间，但是仍然

需要将其放在整个测试程序中，以免忘记并且使得整

个实验以相同条件进行，保证测试结果的重复性。测

试程序的下一部分为测试环节，最后一部分为数据评

估，打印或者输出电子格式的实验报告。

图1：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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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软膏状（空心符号）和身体乳液（填充符号）的粘度曲线（红色）和应力曲线（蓝色）。软膏表现出较高的粘度和更强的剪切应力。

图3 对于所谓的“触变环“剪切速率图由斜坡上升速率曲线，在最大剪切速率和下匝道的最大峰值保持时间组成。

粘度

测试粘度的最佳方法测试样品的稳态粘度，例如稳态

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与瞬时粘度相比，稳态粘度

与时间效应及剪切速率变化的斜率无关。在4个数量

级的剪切速率范围内，两种样品的粘度都表现出明显

的剪切变稀行为，如图2所示。与预期的一样，乳霜

在低剪切速率下表现出更高的粘度但是其剪切变形行

为也更加明显。在整个测试剪切速率范围内，乳霜的

粘度下降了几乎500倍，而护肤液的粘度下降率则只

有120倍。根据实验高剪切速率下粘度结果可以推测

出，当剪切速率超过2000 s-1时，两种样品的粘度应

该几乎一样。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将乳霜或者护

肤液涂在皮肤上时所产生的的剪切速率就是在这个范

围内，而此时则是皮肤感觉最好的，因此两种产品在

这个条件下的粘度应该一样。

HAAKE RheoWin 4.41.0006

HAAKE RheoWin 4.41.0006

图4 软膏（空心符号）和身体乳（实心符号）的触变性实验结果。软膏具有触变行为，流动曲线的上下部分之间明显的差异。对于身体乳曲
线是相同的，因此样品不具有触变性。

触变性

在质控中，产品的触变性行为通常使用“触变环”来

表征。这种测试方法与其它方法相比的优势在于测试

时间短。此方法包含三个步骤，剪切速率从0上升到

最高值（本实验中采用200 s-1），然后在此剪切速率

下平衡一段时间，再将剪切速率降低至0（图3）。通

常，剪切速率上升和下降的时间是一致的，而稳定时

间则需要足够长以使得样品的粘度在剪切速率下降之

前不再变化。然后通过计算上升曲线和下降曲线之间

围城的不规则“环”装的面积来评估实验结果。触变

环面积越大，样品的触变性越强。但是请注意，这个

实验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实验参数，比如最大剪切速率

以及剪切速率变化斜率。只有当剪切速率设置相同时

（如图3），不同测试结果才可以相互比较。图4给出

了两种样品的触变性实验结果，很明显，乳霜是具有

一定触变性的，而护肤液在完全没有。

屈服应力

如果一个材料具有屈服应力，它在低于其屈服应力的

剪切应力作用下会表现出弹性的性质，当剪切应力高

于屈服应力时，则表现为液体的特性。因此，测试样

品是否具有屈服应力以及其大小的最好方法是直接线

性增加剪切应力，然后观察样品性质的变化[1]。对

于测试结果的评估，样品的变形被绘制作为应力的函

数。对于屈服应力的确定，只有第一个不连续的形变

曲线可以使用。在较高的应力下，类似的点与样品结

构的其它变化相对应。形变曲线的下方和上方的第一

个不连续线性部分由直线拟合的（在双对数图）。从

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处计算屈服应力（图5）。使用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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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Rheology“ (Pigments and ext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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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的优点是，样品在屈服应力前后的性质都可以

被记录下来，而不用去进行额外的外推，这样可以大

大提高测试重复性以及计算数据的可靠性。从数据上

看，护肤液几乎没有屈服应力，而乳霜则很明显屈服

应力，大约为110 Pa。

总结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是一款简洁紧凑的仪器，

并将灵敏度及测试能力完美结合，通过控制速率和控

制应力的方法在很宽的范围内来进行各种样品的质控

测试。对于乳液化妆品，平行板是非常有效的测试夹

具，一来可以减少样品的用量，二来可以有效降低样

品在加样过程中的破坏，并且减少温度平衡时间及样

品清理时间。本报告中高质量的测试结果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数据平台，以便通过不同的方法及模型来进行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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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软膏状（空心符号）和身体乳液（填充符号）的粘度曲线（红色）和应力曲线（蓝色）。软膏表现出较高的粘度和更强的剪切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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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更加明显。在整个测试剪切速率范围内，乳霜的

粘度下降了几乎500倍，而护肤液的粘度下降率则只

有120倍。根据实验高剪切速率下粘度结果可以推测

出，当剪切速率超过2000 s-1时，两种样品的粘度应

该几乎一样。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将乳霜或者护

肤液涂在皮肤上时所产生的的剪切速率就是在这个范

围内，而此时则是皮肤感觉最好的，因此两种产品在

这个条件下的粘度应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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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软膏（空心符号）和身体乳（实心符号）的触变性实验结果。软膏具有触变行为，流动曲线的上下部分之间明显的差异。对于身体乳曲
线是相同的，因此样品不具有触变性。

触变性

在质控中，产品的触变性行为通常使用“触变环”来

表征。这种测试方法与其它方法相比的优势在于测试

时间短。此方法包含三个步骤，剪切速率从0上升到

最高值（本实验中采用200 s-1），然后在此剪切速率

下平衡一段时间，再将剪切速率降低至0（图3）。通

常，剪切速率上升和下降的时间是一致的，而稳定时

间则需要足够长以使得样品的粘度在剪切速率下降之

前不再变化。然后通过计算上升曲线和下降曲线之间

围城的不规则“环”装的面积来评估实验结果。触变

环面积越大，样品的触变性越强。但是请注意，这个

实验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实验参数，比如最大剪切速率

以及剪切速率变化斜率。只有当剪切速率设置相同时

（如图3），不同测试结果才可以相互比较。图4给出

了两种样品的触变性实验结果，很明显，乳霜是具有

一定触变性的，而护肤液在完全没有。

屈服应力

如果一个材料具有屈服应力，它在低于其屈服应力的

剪切应力作用下会表现出弹性的性质，当剪切应力高

于屈服应力时，则表现为液体的特性。因此，测试样

品是否具有屈服应力以及其大小的最好方法是直接线

性增加剪切应力，然后观察样品性质的变化[1]。对

于测试结果的评估，样品的变形被绘制作为应力的函

数。对于屈服应力的确定，只有第一个不连续的形变

曲线可以使用。在较高的应力下，类似的点与样品结

构的其它变化相对应。形变曲线的下方和上方的第一

个不连续线性部分由直线拟合的（在双对数图）。从

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处计算屈服应力（图5）。使用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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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Rheology“ (Pigments and ext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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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的优点是，样品在屈服应力前后的性质都可以

被记录下来，而不用去进行额外的外推，这样可以大

大提高测试重复性以及计算数据的可靠性。从数据上

看，护肤液几乎没有屈服应力，而乳霜则很明显屈服

应力，大约为110 Pa。

总结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是一款简洁紧凑的仪器，

并将灵敏度及测试能力完美结合，通过控制速率和控

制应力的方法在很宽的范围内来进行各种样品的质控

测试。对于乳液化妆品，平行板是非常有效的测试夹

具，一来可以减少样品的用量，二来可以有效降低样

品在加样过程中的破坏，并且减少温度平衡时间及样

品清理时间。本报告中高质量的测试结果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数据平台，以便通过不同的方法及模型来进行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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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乳霜样品的形变随剪切应力的变化

HAAKE RheoWin 4.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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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油墨涂料是一种高结构强度的流体，通常具有多种组

分。着色剂如颜料或者燃料可以使其具有各种颜色并

提供最终产品的强度。粘合剂是包裹在颜料外面的成

膜组分并可以防止颜料聚集。通用，它们还会影响

到最终产品的性能，比如光滑度，持久度，灵活度及

硬度。溶剂可以用作传输媒介，并不参与产品最后成

膜。最后，加入不同种类的添加剂可以用来调节表面

张力，优化触变行为或者提高最后成膜的外观。所有

这些组分都会影响到油漆、涂料产品的流动行为。

在加工过程，运输及应用中，油漆、涂料将会受到不

同范围的剪切速率的影响。比如在加工过程中，材料

的可泵送性质就于其在中等及高剪切速率下的粘度息

息相关。相反，其保质期则取决于低剪切速率下的粘

度及其屈服行为。图1给出了一个油漆、涂料的粘度

对剪切速率依赖性的关系图[1]。

使用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

油漆、涂料的触变性及剪切恢复的研究

Fabian Meyer,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油漆、涂料，触变性，屈服应力，剪切恢复

为了评估一种涂料的流变性能，通常需要进行多种流

变测试。特别是当需要研究其应用行为时，则需要进

行更复杂的测试方法来模拟刷子，辊涂及喷枪等应用

工艺。测试高剪切速率下的微结构变化以及静止状态

下的结构恢复是优化配方及评估产品的非常有效的方

法。

实验材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流变仪配合Peltier同轴圆筒温控单元及同轴圆筒

CC25DIN转子对多种商业化油漆进行了测试（图2

图2：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配备配
合Peltier同轴圆筒温控单元及同轴圆筒CC25DIN 转子

图1 油漆涂料应用中，粘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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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HAAKE RheoWin 测试软件中触变环实验设计

图4 HAAKE RheoWin软件中剪切恢复实验设计（控制速率模
式）

）。这些材料包括标准墙面漆，底漆以及适用于光滑

表面的清漆。所有测试在20℃下进行。一般来说，研

究样品触变性的方法是触变环方法，此方法包含三个

步骤，剪切速率从0上升至最高值，然后在此剪切速

率下平衡一段时间，再将剪切速率降低到0 [2]。触变

环实验在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RheoWinTM程序

中的标准设置如图3所示。

起初需要设置一个10 s-1的预剪切步骤，持续60秒。

然后将样品静置120秒，以便使得样品在20℃下达到

平衡并且在正式测试之前经过相同的剪切历史，优化

不同样品直接的可比性。接下来的3个步骤为触变环

测量程序，剪切速率在100秒内从0上升至100 s-1，然

后在最高剪切速率下稳定30秒，再将剪切速率降回至

0.最后两步是数据评估部分。首先，通过计算滞后环

的面积来定量样品的触变行为。一个非触变性的样品

的两条粘度曲线是一样的，因此没有滞后环，这类样

品在施加应力或形变后会立刻恢复。而滞后环面积越

大，则此样品的触变性越大。由于滞后环面积取决于

所设定的实验参数，比如剪切速率范围和剪切时间，

因此滞后环的面积并不是测量触变性的绝对方法。不

同的样品只能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进行比较。在实验

程序的最后一步，利用卡松模型拟合来进行屈服应力

的确定。而样品的屈服应力则是预测其涂在垂直表面

上抗垂挂能力的重要因素[3]。

触变环实验的主要缺点是既无法提供样品结构在受到

高剪切作用后的恢复时间也无法提供在一定时间内可

以恢复的程度。这些信息则需要通过所谓的“剪切恢

复”实验来获得，即观察样品粘度在受到高剪切作用

后随时间的变化。但是，只有当剪切应力或剪切速

率非常小的时候才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测量到样品的结

构恢复。在初始步骤先施加一个非常小的剪切测量样

品结构未遭破坏时的粘度，随后施加一个高速剪切作

用破坏掉整个样品的微结构。第三步实验则重复第一

步的条件，在非常小的剪切作用下观察样品的恢复情

况。

使用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可以通过两种不同

的方式完成剪切恢复实验。第一步和第三步都采用非

常低的剪切速率（控制速率）进行，用以得到样品内

部结构的初始数据以及测量随时间变化的恢复能力。

另外，这两步实验也可以通过施加很小的应力来实

现。这种方法可以模拟当油漆涂料涂刷在墙面上的重

力效应，其效果要比控制速率的方法更好。但是这种

方法需要一台能以控制应力模式工作的流变仪才能完

成。不过对于两种方法来说，中间的步骤都是通过控

制速率完成的。图4给出了RheoWin软件中采用控制

速率模式进行三步法测试剪切恢复实验的具体设置。

图5则给出了RheoWin软件中采用控制应力模式进行

三步法测试剪切恢复实验的相应设置。与触变环实验

一样，程序的前两个条件是对样品进行预处理以保证

数据可比性和重复性。由于这个实验是观察样品粘度

随时间的变化，因此要加入一条时间重置的命令（图

中第三个要素）。要素4-6则是正式的测试条件（图

4）。当采用控制应力模式时（图5），三步法中的

第一步（要素4）和第三步（要素7）则需要施加恒

定的且非常小的剪切应力。并且在剪切条件（要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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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哈克TMRheoWinTM软件中剪切恢复实验设计（控制应力
模式）

表1 三种样品触变环实验结果汇总

清漆

墙漆

底漆

图6 三种样品的触变环实验结果

）和恢复条件（要素7）之间加入一个“设定温度”

要素。这一要素的目的是让转子从高速旋转中静止下

来。如果没有这一个条件，则有可能对下面一步恢复

实验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而两种实验方法最后的实

验要素是数据评估部分。对于剪切恢复实验，HAAKE 

RheoWin软件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数据分析结果。

HAAKE RheoWin 4.41.0000

结果与讨论

三种样品的触变环实验结果如图6所示。表1在按照图

3的实验设置给出了相关的数据评估结果，如滞后环

的面积和卡松模型计算出的屈服应力。图6和表1的结

果显示，清漆的滞后环面积最小因此其触变性最小。

可以推测，这类产品在剪切作用去除后的结构会立刻

恢复。其优势在于，当被刷到竖直的墙面上时，可以

避免垂挂现象以及产生液滴。但是这么快的恢复速度

也会导致涂刷表面不平滑。墙面漆和底漆则表现出较

高的触变性及高剪切下的低粘度。这两种样品的流平

性相对要好很多。

所有样品也进行了剪切恢复实验，如前所述，这种

实验的结果会随着所采用的模式以及条件设置而不

同，图7给出了墙面漆在不同条件下（控制应力模式

8 Pa，10 Pa，控制速率模式0.1 S-1）进行实验的结

果。当采用控制速率模式时，样品的恢复速度最快，

但是所测得的初始粘度也是最低。即使采用了非常低

涂料类型
滞后环面积

（单位：Pa/s)
τ

0 in Pa according
to Cass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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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墙面漆在不同条件下的剪切恢复实验结果

图8 三种样品在相同条件下的剪切恢复实验结果对比

HAAKE RheoWin 4.41.0000

的剪切速率，但是仍然不能被看做是静止状态下的数

据，因此其实验数据只有部分是有用的。当采用控制

应力模式时，初始粘度要高很多，表示样品具备较高

的结构强度。而恢复部分则表现出明显的滞后及时间

依赖性。

三种样品在控制应力（8 Pa）模式下的对比实验结果

如图8所示。很明显，墙面漆的初始粘度最高，并且

剪切过程中粘度的下降率也最大，其粘度在90秒内可

以恢复到初始状态的68%。如果样品在静止状态下具

有相对高的粘度，就可以降低相分离或者沉降效应，

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及保质期。而样品在中高剪切速率

下具有较低的粘度则可以使得施工过程更加容易，比

如更加容易涂刷。粘度恢复稍稍滞后也可以提高产品

的流平性能。但是如果粘度恢复太慢，则有可能出现

垂挂现象或者形成液滴，尤其是在竖直表面上进行施

工。

因此找到样品剪切恢复性能的平衡点对于研发新配方

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

HAAKE RheoWin 4.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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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种样品剪切恢复实验结果汇总

实验中，清漆的粘度恢复非常迅速，几秒内就可以恢

复到接近原状，说明其触变性非常小，与触变环实验

结果一致。并且与其他两个样品相比，清漆在高剪切

速率下的粘度要高2倍。而底漆的实验结果表明其在

低剪切作用下的粘度最低，并且在剪切破坏后的90秒

内，其粘度大约可以恢复84%。所有相关数据都总结

在表2中。

结论

测量触变性行为是评估油漆涂料类产品性能的重要方

法。The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是一款现代化

的，高效质控仪器，其性能远超同类标准仪器。除了

可以完成传统的触变环实验外，还可以通过两种控制

模式进行剪切恢复的实验，从而完成更加准确，可

靠，综合的材料性能表征。可以帮助用户对复杂的产

品配方进行全面的应用和加工研究。

清漆

墙面漆

底漆

涂料类型 在 8 Pa下起始粘度（
单位：Pa.s)

在100 S-1下平衡粘度
（单位：Pa.s)

90秒后粘度恢复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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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牙膏，是一种具有粘弹性的日常用品。牙膏具备复杂

的结构，其中的各类组分会影响到其流变性能，比如

研磨剂可以向牙刷的清洁功能提供支持，水份因子可

以防止牙膏变干以及连接剂可以防止牙膏的水组分和

固体的相分离。流变在整个牙膏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中

扮演者重要角色，涉及牙膏的灌装，包装以及用户满

意程度等各个方面[1]。本文主要关注点是不同牙膏的

屈服应力。牙膏的屈服应力直接关系到需要多大的力

量将其原始结构破坏进而使其流动。挤压是使牙膏流

出的主要方式。因此必须要施加足够的挤压力量并超

过牙膏的屈服应力才能完成这个过程。本文选择了两

种牙膏来进行相关测试，成人及儿童牙膏，根据文献

[2]的描述来进行相关测试及评估。

测试仪器

本文使用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流变仪进行相关测试。这台仪器使用的是EC电机，可

以完成各类方法测试，包括控制速率及控制应力，且

覆盖很宽的测量范围。温控单元采用的是自带Peltier

模块，可实现-5至160 ℃. 区间快速稳定的温度控制。

实验使用直径35毫米平行板夹具进行，为了防止打

滑，采用了刻痕夹具。测量下板与上板具有相同的直

径及表面，这样可以保证理想的测试条件及最优化的

样品装填[3]。另外，这类夹具需要的样品量非常少，

加样时间和温度平衡时间短，并且容易清理。另外，

在实验中还使用了防挥发罩来降低样品内部的水份蒸

发和温度梯度。

把牙膏挤出牙膏管需要多大的挤压力，使用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检测屈服应力

Cornelia Küchenmeister and Jan Phili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学，屈服应力，牙膏，用户期望度

样品准备

首先，将少量牙膏先挤到测量下板上（图1），然后

将测量上板下降到设定的测量间隙。这个过程中，包

括挤压与样品装填都给样品一个预剪切作用，因此需

要给样品一个松弛时间以去除应力及其他效应对实验

的影响。

HAAKE  RheoWin软件及其他操作方式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可以通

过多种方法进行操作，其中使用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RheoWinTM软件可以实现最大的操作灵活

性。此次实验过程如下：当样品在20℃下静置5分

钟后，仪器会以对数的方式在180秒内施加一个从

20-400 Pa的剪切应力，并采集180个数据点，当形

图1 赛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

图2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单独使用，HAAKE 
Viscotester iQ RheoApp可进行外部测试程序

图4 HAAKE RheoWin 软件分析屈服应力的模式，自动和手动
模式

表1：牙膏的屈服应力统计（20 °C,CS模式，手动检测）

儿童牙膏1号样品

儿童牙膏2号样品

成人牙膏1号样品

成人牙膏2号样品

图3 20°C，35毫米的平行板，1毫米测量间隙，测量两种牙膏的形变随应力变化曲线。屈服应力的计算方法是将两切线设定在手动选
择范围的弹性变形和粘性流动拦截点。

变超过20（2000%）后在程序中添加一个中断条件。

将实验得到的形变对剪切应力变化结果以双对数进行

作图，然后根据切线交点方法来拟合出样品的屈服应

力。

另外，该流变仪也可以利用内置的测量方法不通过软

件单独工作[图2]，特别推荐在标准测试和评估过程中

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实验，方便快捷。

实验结果与讨论

成人及儿童牙膏的测试曲线在图3中显示。每个样品

进行了两次实验，表现出极高的重复性。样品的屈

服应力总结在表1中。与预期的一样，儿童牙膏的屈

服应力大约为55 Pa左右，比成人牙膏的215 Pa低很

多。该软件提供了两种屈服应力分析模式，自动和手

动（图4）。当仪器不连接软件时，则只可以使用自

动分析模式。手动模式进行分析在可以更加灵活的来

进行准确的数据评估。通常用来评估屈服应力的数据

范围可以通过观察直接得到，如表1中所显示结果。

但是屈服应力往往依赖于样品准备，测试过程以及评

估方法。图5就给出了对于儿童牙膏才去自动模式和

HAAKE RheoWin 4.41.0006

牙膏样品 屈服应力[Pa] 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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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模式下计算屈服应力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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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模式获得的结果的区别。

总结

牙膏的屈服应力是满足不同用户群对产品期望值的

一个重要的流变参数。屈服应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样品的准备历史，测试条件及评估方法。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是一款满足现代质控需求的复合

型仪器，具备模块化设计，其丰富的附件及测试范围

可以满足各类测试需要。该仪器具备夹具快速连接

及识别功能及智能升降功能，并提供多种灵活的操

作方法。

HAAKE RheoWin 4.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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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目前原油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而且还是许多

重要材料，例如聚合物和药物等的原料之一。由于不

同原油的组成复杂且不同，且原油需求量仍然在上

涨，因此每一个油田的采收过程都需要通过优化。

原油的流变性能是其采收和运输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参

数之一。例如，一定温度范围内不同剪切速率下的粘

度直接反映了其不同的应用性能，例如油田内的流动

性、储存稳定性及运输性。其温度依赖性则直接影响

不同条件下其管道运输过程。快速、可靠的确定原油

的流变性能，对设计具有成本效益的采收或运输过程

是十分重要。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流变

仪（见图1）功能强大，能十分精确地检测原油流

变性质，例如其粘性行为、屈服应力、温度依赖性

等。配置Peltier同轴圆筒 TM-PE-C 和热交换器 HX iQ

后，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就成为一个完整独立

的设备，只要插上电源就可以工作。因此HAAKE Vis-

cotester iQ 是一款紧凑便携、适合于油田的移动应用

仪器。

图2所示HAAKE Viscotester iQ 检测某种原油在21℃

下的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剪切速率变化范围为

0.023-3526 s-1（0.01-1500 rpm），Peltier 温控单元

TM-PE-C ，测试夹具为同轴圆筒CC26。

从图中可以看出原油样品表现出强烈的假塑性。在低

剪切速率下该原油的粘度约为1000 mPas，随着剪切

速率的增加其粘度迅速降低，当剪切速率升高至约

3000 s-1时，其粘度约为 35 mPas。在较高的剪切速

原油的流动性和温度依赖性

Stephen Sun,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材料表征，上海，中国

关键词

粘度，屈服应力，温度，流动性

率下，其假塑性变得不明显，原油几乎表现为牛顿流

体。测量结果也显示此种原油在测试温度下具有一定

的屈服应力。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RheoWinTM 

软件可以根据Herschel-Bulkley方程计算出屈服应力

值：

图1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智能流变仪，配

备带同轴圆筒测试夹具Peltier 同轴控温单元。

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进行温度依赖性实验，测

量夹具为CC26，温度变化范围为50-0℃，冷却速率

为-1K/min，剪切速率为50 s-1。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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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度高于25℃时，此种原油的粘度值较低且基本

不变。当温度低于20℃且不断降低时，其粘度快速增

加，说明开始出现结晶现象，当温度约为0℃时，粘

度超过了 6000 mPas。此快速检测可以非常有效地得

到原油的温度依赖性。

结论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可以快

速、简单且精确地检测原油完整的流变性质。其操作

灵活，可以根据相应的应用需求快速方便地调整测量

参数。其结果对于油田领域的研发或现场应用都非常

具有意义。根据测得的数据，可以选择最优运输技术

和最佳化学添加物，保证操作过程顺利有效地进行。

图2: 21℃下原油粘度随剪切速率变化情况

图3： 剪切速率为50 s-1时原油的温度依赖性

Thermoscientific.com/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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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

仪（带适于夹持大型容器的实验室台架）。 

简介 

尾矿即为从矿石的非经济成分（脉石）中分离有价值的成分

之后余留的物质。尾矿与覆盖层不同，覆盖层是在采矿期间未加

处理就从矿石或矿体表层挪走的废石或废料 [1]。 

可采用两种方法从矿石中提取矿物质：砂矿开采，即利用水

和重力提取有价值的矿物质；或硬岩开采，即先粉碎岩石，再粉

碎化学物质。在后一种方法中，从矿石中提取矿物质时，要求将

矿石研磨成细微颗粒，这样，尾矿通常较小，尺寸从沙粒尺寸到

几微米不等 [2]。矿山尾矿通常从浆体状的矿屑（细微矿物颗粒

和水的混合物）中得到 [2]。 

尾矿成分直接取决于矿石组分和施加在矿石上的采矿过程 

[1]。 

通常，多数尾矿产品由岩石组成，此类岩石被研磨成精细颗

粒，大至粗砂，小至尺寸一致的粉末。 

许多尾矿中也含有少量在容矿中发现的不同金属颗粒以及

提取过程中所用的添加成分。 

通常，尾矿堆放在尾矿池中。尾矿池即为水性废料泵入池中

的区域，在那里，固体颗粒从水中沉降。据估计，2000 年，全

世界共存有约 3,500 处活跃尾矿池 [3]。尾矿池有助于堆放从岩

石中分离矿物质时产生的废料或焦油砂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浆料。

通常，尾矿会与其它物质（如膨润土）混合，减缓受影响的水释

放到环境中的速率 [1]。然而，无论尾矿含有何种成分，均需要

从矿山泵送到尾矿池中。为了了解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泵送设备泵

送（改性）尾矿，不仅需要测定粘度，还需要测定屈服应力 τ0。

屈服应力用于描述克服给定流体弹性特性及输入可持续流量所

需的能量。 

随后可知，屈服应力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浆料的固体含

量。只需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简单测量，

即可轻易获取屈服应力值。 

 

 

屈服应力与矿山尾矿可泵性的关联性 
Jan Phili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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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使用旋转流变仪所带的传统平行板或

同轴圆筒转子时，若将样品加载到窄隙中，则可

能出现壁滑移及样品过度受损，导致软质固体和

料浆（如尾矿）难以处理，所以，推荐使用桨叶

转子。 

当桨叶转子完全浸入样品中时，屈服应力本

身可依照 Boger 公式 [4] 进行计算： 

 

其中，M 为扭矩，K 为取决于桨叶高度（H）

和直径（D）的桨叶参数，其表达式如下： 

 

因此，为确定屈服应力，则需要将扭矩（或

相应剪切应力）作为时间的函数进行追踪。然后，

将最大值代入屈服应力公式进行计算。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为防止发生壁滑移，我们推荐使用桨叶转子

对尾矿进行流变测试。图 1 所示为带有桨叶结构

及开式台架（便于在大型容器中测试样品）的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 

在该项研究中，已对不同固体质量分数的砂

矿尾矿进行了测试，以便随后获得屈服应力与质

量分数关系图。 

图 2 所示为依照 Boger 模型确定屈服应力

的示例。该项测试中所用的尾矿固体质量分数为

0.4。 

我们已采用这种简单快速的方法，对固体质量分数

各不相同（介于 0.2～0.5 之间）的砂矿尾矿进行了测

试。测试结果如图 3 所示，图 3 显示各屈服应力值与

固体含量的关系曲线图。 

使用图 3 所示的少量测试得出的数据，计算经由

管道横截面所需的泵送压力（巴）和屈服应力，即可方

便地预测特定尾矿的可泵性。 

结论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中的桨叶转子方法

是用于测定矿山尾矿屈服应力的快速、简便且准确的方

法。我们可方便地将这些值与具有给定固体质量分数的

特定尾矿成分的可泵性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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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室温（RT）条件下，尾矿固体质量分数为 0.4 时的流动曲线（依照 Boger 模型自动获取屈服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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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相同（介于 0.2～0.5 之间）的砂矿尾矿进行了测

试。测试结果如图 3 所示，图 3 显示各屈服应力值与

固体含量的关系曲线图。 

使用图 3 所示的少量测试得出的数据，计算经由

管道横截面所需的泵送压力（巴）和屈服应力，即可方

便地预测特定尾矿的可泵性。 

结论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中的桨叶转子方法

是用于测定矿山尾矿屈服应力的快速、简便且准确的方

法。我们可方便地将这些值与具有给定固体质量分数的

特定尾矿成分的可泵性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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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在 20℃ 条件下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测试水时，作为剪切速率 γ 的函数的粘度 η 和转矩 M。以对数标

度标绘数据。

图 4：直接从 HAAKE RheoWin 软件得到泰勒涡流的情况下，
配备双间隙转子 CCB41 DG 的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
仪的计算测量范围。

图 3 所示为利用本方法对水进行的 9 次测试的测试

结果。由图 3 可看出，各项结果从 0.2 mNm 扭矩开

始具有非常高的重复性。不在规定的过程中时，可

获得的剪切速率范围有限，但是，可以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在约 500～4000 s-1 的 1 个数量

级以上测试水。低于 500 s-1 时，扭矩读数低于规范

要求，高于 4000 s-1 时，由于泰勒涡流的出现，监测

到粘度升高 [1]。如图 4 所示，此次涡流出现的位置正

是 HAAKE RheoWin“范围计算器”所预测的位置。

为进一步强调数据的质量和再现性，在图 5 中显示与

图 3 相同的结果，不过，图 5以线性标度标绘而成。

由图 5 可看出，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能够利

用直径较大的双间隙转子测量水。20℃ 时，在泰勒涡

不稳定前，所有数据均处于 1.00 mPas（cP）的理论

水体粘度 ±10% 的范围内。

结论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为质量

控制提供了一种快速、简便且准确的工具。虽然，此

流变仪配有机械轴承，但仍可准确评估粘度极低的流

体（如水）的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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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由于传感器的扭矩读数小，所以使用旋转流变仪测量

水就成为了一种挑战。机械轴承仪器（如Thermo Sci-

entific™ HAAKETM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尤其如

此。虽然配备了超低摩擦球轴承，但仪器的转矩下限

为 0.2 mNm，与研究级流变仪（如 Thermo Scienti-

fic™ HAAKE™ MARS™ 流变仪）相比，高出约 5 个

数量级。但仍有许多在业内（如聚合物涂层）进行的

相关流变QC测试处理低粘度流体。在本应用指南中，

我们将展示如何利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测

试粘度极低的流体。

试验结果与讨论

图1所示为用于水测试的流变仪设置。HAAKE Vis-

cotester iQ 流变仪配备有直径 48 mm 的温度控制液

缸TM-LI-C48 及相应的双狭缝转子 CCB41 DG。

为了从粘度如此低的流体中获得有意义的数据，就要

对测量例程作相应调整。图 2 所示为适用于如下所示

使用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

测试低粘度流体

Jan Phili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性，低粘度，水样流体

测试的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 例

程。在此类测试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就是每个测量

点的测量用时，积分时间也很重要。此处，使用45 秒

的测量用时和 15 秒的积分时间。通过 Thermo Scien-

tific 提供的外部循环器SC100-A10 实现温度控制。测

量温度为 20℃（68℉），选择平衡时间为 3 分钟。

除了流变测试外，还使用了HAAKE RheoWin 软件的

自动数据分析和报告功能。

图 2：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中用于测试低粘度流体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 常规界面。

图 1：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带 
TM-LI-C48 液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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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在 20℃ 条件下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测试水时，作为剪切速率 γ 的函数的粘度 η 和转矩 M。以对数标

度标绘数据。

图 4：直接从 HAAKE RheoWin 软件得到泰勒涡流的情况下，
配备双间隙转子 CCB41 DG 的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
仪的计算测量范围。

图 3 所示为利用本方法对水进行的 9 次测试的测试

结果。由图 3 可看出，各项结果从 0.2 mNm 扭矩开

始具有非常高的重复性。不在规定的过程中时，可

获得的剪切速率范围有限，但是，可以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在约 500～4000 s-1 的 1 个数量

级以上测试水。低于 500 s-1 时，扭矩读数低于规范

要求，高于 4000 s-1 时，由于泰勒涡流的出现，监测

到粘度升高 [1]。如图 4 所示，此次涡流出现的位置正

是 HAAKE RheoWin“范围计算器”所预测的位置。

为进一步强调数据的质量和再现性，在图 5 中显示与

图 3 相同的结果，不过，图 5以线性标度标绘而成。

由图 5 可看出，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能够利

用直径较大的双间隙转子测量水。20℃ 时，在泰勒涡

不稳定前，所有数据均处于 1.00 mPas（cP）的理论

水体粘度 ±10% 的范围内。

结论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为质量

控制提供了一种快速、简便且准确的工具。虽然，此

流变仪配有机械轴承，但仍可准确评估粘度极低的流

体（如水）的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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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由于传感器的扭矩读数小，所以使用旋转流变仪测量

水就成为了一种挑战。机械轴承仪器（如Thermo Sci-

entific™ HAAKETM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尤其如

此。虽然配备了超低摩擦球轴承，但仪器的转矩下限

为 0.2 mNm，与研究级流变仪（如 Thermo Scienti-

fic™ HAAKE™ MARS™ 流变仪）相比，高出约 5 个

数量级。但仍有许多在业内（如聚合物涂层）进行的

相关流变QC测试处理低粘度流体。在本应用指南中，

我们将展示如何利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测

试粘度极低的流体。

试验结果与讨论

图1所示为用于水测试的流变仪设置。HAAKE Vis-

cotester iQ 流变仪配备有直径 48 mm 的温度控制液

缸TM-LI-C48 及相应的双狭缝转子 CCB41 DG。

为了从粘度如此低的流体中获得有意义的数据，就要

对测量例程作相应调整。图 2 所示为适用于如下所示

使用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

测试低粘度流体

Jan Phili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性，低粘度，水样流体

测试的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 例

程。在此类测试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就是每个测量

点的测量用时，积分时间也很重要。此处，使用45 秒

的测量用时和 15 秒的积分时间。通过 Thermo Scien-

tific 提供的外部循环器SC100-A10 实现温度控制。测

量温度为 20℃（68℉），选择平衡时间为 3 分钟。

除了流变测试外，还使用了HAAKE RheoWin 软件的

自动数据分析和报告功能。

图 2：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中用于测试低粘度流体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 常规界面。

图 1：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带 
TM-LI-C48 液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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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在 20℃ 条件下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时，作为剪切速率的函数的粘度。以线性标度标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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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振荡模式下的流变实验，不仅可用于测定粘性，还可

用于测定材料弹性。与转动实验相比，振荡实验的其

中一项主要优势是，当在线性粘弹性范围内进行实验

时，可视为无损实验。特别是在实验过程中施加作

用力不会破坏或损坏样品的微观结构。这就是将振荡

实验作为研究复杂材料的储存特性及保质期稳定性的

首选方法的原因所在。此外，还可通过振荡实验对相

变、结晶和固化过程进行研究。然而，动态振荡实验

需要使用配有低摩擦轴承系统、低惯量仪器和高度动

态电机的流变仪。因此，此类实验通常专门使用空

气轴承型流变仪。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展示了功能强

劲，但仍具有高度动态的旋转流变仪（带机械轴承）

的振荡功能，给出了对各种材料进行不同振荡实验的

结果。

简介

在振荡模式下的流变实验期间，样品暴露于形变

（控制形变模式，CD）或剪切应力（控制应力模

式，CS）的连续正弦作用中。依照作用类型的不同，

实验材料将以应力（CD 模式）或形变（CS 模式）

形式作出响应。当所施加应力或形变信号的幅值较低

时，样品响应也将呈现正弦形状。该范围被称为线性

粘弹性范围，且在该范围内进行的各项实验可视为无

损实验，即所施加的作用力低，不足以改变材料的微

观结构。依照样品类型的不同，施加的正弦信号及

样品的响应信号将出现相位移，相位角（δ）介于0°

～90°。0° 表示样品未显现粘性反应，因此认定样品

为纯弹性；一般钢材或热固性聚合物会显现此种特

性。相应地，90°意味着某种材料显现纯粘性，无任

振荡模式下使用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进行流变实验

Fabian Meyer,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振荡实验，机械轴承，粘弹特性，线性粘弹性范围，固化反应

何弹性响应。水和低粘度矿物油为具有此特性的样

例。在现实生活中，最复杂的材料会同时显现粘性和

弹性，即粘弹性。振荡测量技术是对材料结构之中隐

藏的粘性和弹性进行量化处理的理想选择。当在无损

线性粘弹性范围内进行振荡实验时，可研究材料的保

质期稳定性或研究各种相变，其中包括在不同条件下

可能出现的熔化、固化或结晶。当对样品施加振荡作

用力时，可进行不同的测量。

图 1：配备 Peltier 温度控制装置和平行板转子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

41



图3：25℃时，作为 NIST 非牛顿流体标准物质变形 γ 的函数的储能模量 G' 和损耗模量 G''。

所有实验样品均为市售产品。所用牛顿标准流体为

德国校准服务局（Deutscher Kalibrier-dienst, DKD, 

Braunschweig,Germany）提供的认证矿物油，所

用非牛顿流体标准物质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院（NIST, Gaithersburg, MD, USA）提供的溶解在

2,6,10,14-四甲基十五烷的聚异丁烯。

结果与讨论

标准材料

为了证实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振荡测量性

能，首先对两种认证的标准物质进行了实验。图 2 所

示为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对牛顿 DKD 标准流体进行频率

扫描的结果。所有实验均采用 35 mm 的平行板转子进

行。测量间隙设定为 0.5 mm。随着温度的降低，材

料变得越来越粘稠，测量范围朝着低频率延伸。图中

仅显示大于最小仪器扭矩（200 μNm）的数据。将得

到的复数粘度数据与表 2 中 DKD 提供的动态粘度标

准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所有测得数据与标准粘度

的偏差均小于 7％。

图 3 所示为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对 NIST 

提供的非牛顿流体标准物质进行振幅扫描的结果。该

实验采用 60 mm 的平行板转子进行。测量间隙设定

为 0.5 mm。为了进行比较，还使用配备有 35mm 平

行板转子的高端空气轴承流变仪对相同的材料进行了

实验。测量间隙设定为 0.5 mm。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实验结果与空气轴承

流变仪实验结果基本一致。针对 G' 和 G''，这两种仪

器之间的最大差值小于5%。模量数据清楚地表明，被

测标准样品的线性与非线性粘弹性范围之间明显存在

差异。

从振幅扫描获得的信息表明，可在线性粘弹性范围

内进行频率扫描。针对此项实验，选定了10％的变

形。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最大频率范围选

定为0.1～20 Hz。图 4 所示为 NIST 提供的认证数据

及实验结果。为了进行比较，将流变数据显示为角频

率 ω 的函数。

从图4中可以看出，测得值与标准值非常一致。使用

相同的插值法计算此二种情形的储能模量（G'）与

损耗模量（G''）的交叉点，该插值法由仪器自带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 操作软件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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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温度条件下 DKD 牛顿标准流体频率扫描的结果。

实验温度

测得的平均
复数粘度

动态粘度标
准值

最大离均差

与标准值的
最大偏差

图 2：在三个不同温度条件下，作为 DKD 牛顿标准流体频率 f 的函数的损耗模量 G'' 和复数粘度 Iη*I。

表 1：采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振荡实验的技术参数。

这些测量包括：

• 振幅扫描：当振幅逐渐增大，直至微观结构被破坏

掉且流变材料函数不再独立于设定参数时，正弦信

号（应力或变形）的频率保持恒定。振幅扫描主要

用于确定材料的线性粘弹性范围，还可用于导出屈

服应力。

• 振荡频率扫描：当频率逐渐增大或减小时，正弦信

号（应力或变形）的幅度保持恒定。频率扫描可表

明样品类似于粘性或粘弹性流体、凝胶状浆料或完

全交联的材料。

• 振动时间扫描：正弦信号（应力或变形）的幅度

和频率保持恒定。随着时间推移监测流变材料的性

能。时间扫描用于研究固化和凝胶化反应过程中以

及干燥和松弛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 振动温度扫描：当温度升高或降低时，正弦信号（

应力或变形）的幅度和频率保持恒定。在温度扫描

实验中，测量转子会出现热膨胀，所以需要自动升

降控制功能。因此，不能用带锥板或平行板测量转

子的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此类实验。

本应用指南描述了使用功能强劲的机械轴承质量控制

型（QC）流变仪进行各种振荡实验的可能性和局限

性。

有关振荡模式下的流变实验的更多信息，请见参考文

献 [1]。

材料与方法

所有实验均采用带 Peltier 温度控制装置的HAAKE Vis-

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图 1）。这种紧凑型旋转流

变仪配备有高度动态的电子换向（EC）电机，该电机

允许在控制应力（CS）和控制速率（CR）模式下进

行旋转流变实验。尽管此仪器的轴承为机械轴承，与

空气轴承流变仪相比，其轴承摩擦和系统总惯量大得

多，但是在一定频率、角偏转和扭矩范围内，也可在 

CS 模式和 CD 模式下进行振荡实验。流变仪可配备各

种测量转子，包括桨叶式转子上的同轴圆柱、平行板

以及锥/平板夹具，选择灵活，这样便可对各种不同的

样品进行实验。在旋转模式下，可对从低粘度流体到

浓膏等的各种材料进行实验。在振荡模式下，可对中

高等粘度样品进行实验。表 1 列出了振荡实验的技术

参数/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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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最小扭矩（CS 和 CD 模式）

最大扭矩（CS 和 CD 模式）
最小转角（CS 和 CD 模式）
最大转角（CS 和 CD 模式）
最小振荡频率

最大振荡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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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时，作为 NIST 非牛顿流体标准物质变形 γ 的函数的储能模量 G' 和损耗模量 G''。

所有实验样品均为市售产品。所用牛顿标准流体为

德国校准服务局（Deutscher Kalibrier-dienst, DKD, 

Braunschweig,Germany）提供的认证矿物油，所

用非牛顿流体标准物质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院（NIST, Gaithersburg, MD, USA）提供的溶解在

2,6,10,14-四甲基十五烷的聚异丁烯。

结果与讨论

标准材料

为了证实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振荡测量性

能，首先对两种认证的标准物质进行了实验。图 2 所

示为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对牛顿 DKD 标准流体进行频率

扫描的结果。所有实验均采用 35 mm 的平行板转子进

行。测量间隙设定为 0.5 mm。随着温度的降低，材

料变得越来越粘稠，测量范围朝着低频率延伸。图中

仅显示大于最小仪器扭矩（200 μNm）的数据。将得

到的复数粘度数据与表 2 中 DKD 提供的动态粘度标

准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所有测得数据与标准粘度

的偏差均小于 7％。

图 3 所示为使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对 NIST 

提供的非牛顿流体标准物质进行振幅扫描的结果。该

实验采用 60 mm 的平行板转子进行。测量间隙设定

为 0.5 mm。为了进行比较，还使用配备有 35mm 平

行板转子的高端空气轴承流变仪对相同的材料进行了

实验。测量间隙设定为 0.5 mm。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实验结果与空气轴承

流变仪实验结果基本一致。针对 G' 和 G''，这两种仪

器之间的最大差值小于5%。模量数据清楚地表明，被

测标准样品的线性与非线性粘弹性范围之间明显存在

差异。

从振幅扫描获得的信息表明，可在线性粘弹性范围

内进行频率扫描。针对此项实验，选定了10％的变

形。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最大频率范围选

定为0.1～20 Hz。图 4 所示为 NIST 提供的认证数据

及实验结果。为了进行比较，将流变数据显示为角频

率 ω 的函数。

从图4中可以看出，测得值与标准值非常一致。使用

相同的插值法计算此二种情形的储能模量（G'）与

损耗模量（G''）的交叉点，该插值法由仪器自带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 操作软件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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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温度条件下 DKD 牛顿标准流体频率扫描的结果。

实验温度

测得的平均
复数粘度

动态粘度标
准值

最大离均差

与标准值的
最大偏差

图 2：在三个不同温度条件下，作为 DKD 牛顿标准流体频率 f 的函数的损耗模量 G'' 和复数粘度 Iη*I。

表 1：采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振荡实验的技术参数。

这些测量包括：

• 振幅扫描：当振幅逐渐增大，直至微观结构被破坏

掉且流变材料函数不再独立于设定参数时，正弦信

号（应力或变形）的频率保持恒定。振幅扫描主要

用于确定材料的线性粘弹性范围，还可用于导出屈

服应力。

• 振荡频率扫描：当频率逐渐增大或减小时，正弦信

号（应力或变形）的幅度保持恒定。频率扫描可表

明样品类似于粘性或粘弹性流体、凝胶状浆料或完

全交联的材料。

• 振动时间扫描：正弦信号（应力或变形）的幅度

和频率保持恒定。随着时间推移监测流变材料的性

能。时间扫描用于研究固化和凝胶化反应过程中以

及干燥和松弛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 振动温度扫描：当温度升高或降低时，正弦信号（

应力或变形）的幅度和频率保持恒定。在温度扫描

实验中，测量转子会出现热膨胀，所以需要自动升

降控制功能。因此，不能用带锥板或平行板测量转

子的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此类实验。

本应用指南描述了使用功能强劲的机械轴承质量控制

型（QC）流变仪进行各种振荡实验的可能性和局限

性。

有关振荡模式下的流变实验的更多信息，请见参考文

献 [1]。

材料与方法

所有实验均采用带 Peltier 温度控制装置的HAAKE Vis-

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图 1）。这种紧凑型旋转流

变仪配备有高度动态的电子换向（EC）电机，该电机

允许在控制应力（CS）和控制速率（CR）模式下进

行旋转流变实验。尽管此仪器的轴承为机械轴承，与

空气轴承流变仪相比，其轴承摩擦和系统总惯量大得

多，但是在一定频率、角偏转和扭矩范围内，也可在 

CS 模式和 CD 模式下进行振荡实验。流变仪可配备各

种测量转子，包括桨叶式转子上的同轴圆柱、平行板

以及锥/平板夹具，选择灵活，这样便可对各种不同的

样品进行实验。在旋转模式下，可对从低粘度流体到

浓膏等的各种材料进行实验。在振荡模式下，可对中

高等粘度样品进行实验。表 1 列出了振荡实验的技术

参数/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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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最小扭矩（CS 和 CD 模式）

最大扭矩（CS 和 CD 模式）
最小转角（CS 和 CD 模式）
最大转角（CS 和 CD 模式）
最小振荡频率

最大振荡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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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时，作为 NIST 非牛顿流体标准样品角频率的函数的储能模量 G'、损耗模量 G'' 和复数粘度 Iη*I。

图5：20℃ 时，作为不同消费品变形 γ 的函数的储能模量 G' 和损耗模量 G''。

表 3 所示为频率扫描结果，结果显示两个计算模量值之间的差
异小于 7％。

表3：25℃ 时，非牛顿流体粘度标准物质的频率扫描结果。

日用消费品

在确认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振荡测量模式的

性能之后，对几种日用消费品进行了实验。为确定各

种材料的线性粘弹性范围，进行了振幅扫描，结果如

图5所示。在护体乳和洗涤剂的实验中，采用60 mm 

的平行板转子；在高粘度护肤霜的实验中，采用35 

mm的平行板转子。所有实验的测量间隙均设定为 0.5 

mm。实验温度为20℃。

HAAKE RheoWin 4.5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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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测得数据计
算交叉模量

由认证数据计
算交叉模量

交叉模量
交叉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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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 时，作为不同消费品频率 f 的函数的储能模量 G' 和损耗模量 G''。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有效变形范围取决于材料粘度。

由于机械轴承会导致扭矩限制较低，所以不能在低变

形条件下对总粘度较低的材料进行实验。随着粘度的

增加，测量范围朝着低变形延伸。显示的所有数据点

均高于 200 μNm 的最小扭矩值。尽管存在扭矩限制，

但是仍可确定所有这三种实验样品的线性粘弹性范围

边界。因此，使用以下变形值进行了频率扫描。

• 护肤霜 W/O 乳液：1�

• 护体乳 W/O 乳液：1�

• 洗涤剂：100�

图6所示为频率扫描的结果。所有实验均在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最大频率范围内进行。但是，

图中仅显示大于最小扭矩（200 μNm）的数据。

正如对此类材料预计的那样，在整个有效频率范围

内，这两种化妆品乳剂均具有显著弹性特性。与护体

乳相比，护肤霜的 G' 与 G'' 差异较大，表明储存稳

定性较高，而相分离倾向较低。在所研究的频率范围

内，洗涤剂显示一个交叉点。频率较低时，此材料具

有显著粘性；频率较高时，具有更强的弹性特性。在

较低频率范围内，数据不显示任何类型的屈服应力特

性。

固化反应

在固化反应（样品由液相转化为固相）研究中，通常

也会采用振荡实验。可从这些流变实验中获得诸如固

化时间、最终强度以及凝胶点（G' 和 G'' 的交叉点）

等参数。图 7 所示为对双组分硅胶粘合剂进行固化反

应实验的流变数据。混合两种成分后，将样品装载在

流变仪的底板上，然后将测量间隙设定为 0.5 mm，

随后立即开始振荡时间扫描实验。在 CS 振荡模式下

采用 35 mm 的平行板转子进行该实验。所施加的剪

切应力为 100 Pa，实验温度为 70℃。

所测双组分系统显示出从更具液态特性到更具固态特

性的相变。在实验的头几分钟内，材料仍是流体，以 

G'' 为主。随着反应时间增加，当 G' 增长加快时，模

量增大。12分钟后，观察到 G' 和 G'' 交叉。此后，

样品的弹性特性越发明显，且两种模量的斜率再次降

低。60 分钟后，两种模量均保持不变，且材料的机械

性能也不再改变。

结论

研究表明，振荡实验可在 CD 模式下使用机械轴承旋

转流变仪进行，也可在 CS 模式下使用 HAAKE Vis-

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虽然相比高性能的低摩擦、

低惯量空气轴承流变仪，其测量范围相对有限，但是

其实验结果可用于识别各种材料的线性和非线性粘弹

性特性。线性粘弹性范围内的频率扫描可显示给定材

料的详细微观结构，并根据推断总结出材料的保质期

和稳定性。此外，振荡实验方法还可用于监测固化反

应和其它液体到固体（或固体到液体）的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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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时，作为 NIST 非牛顿流体标准样品角频率的函数的储能模量 G'、损耗模量 G'' 和复数粘度 Iη*I。

图5：20℃ 时，作为不同消费品变形 γ 的函数的储能模量 G' 和损耗模量 G''。

表 3 所示为频率扫描结果，结果显示两个计算模量值之间的差
异小于 7％。

表3：25℃ 时，非牛顿流体粘度标准物质的频率扫描结果。

日用消费品

在确认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振荡测量模式的

性能之后，对几种日用消费品进行了实验。为确定各

种材料的线性粘弹性范围，进行了振幅扫描，结果如

图5所示。在护体乳和洗涤剂的实验中，采用60 mm 

的平行板转子；在高粘度护肤霜的实验中，采用35 

mm的平行板转子。所有实验的测量间隙均设定为 0.5 

mm。实验温度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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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测试低粘度流体 
Jan 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学；低粘度；水样 

引言 

由于可传递至传感器的扭矩读数偏低，因此，在旋

转流变仪上测试水始终构成挑战。对于市售的最小空气

轴承流变仪，即新型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Air，尤其如此。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配低摩擦双球面轴承，其扭矩极限值较小（10 
μNm），仅较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MARS™ 
60 研究级流变仪约高 3 个数量级。尽管如此，食品、

石油或涂料等行业应用中的许多相关流变 QC 测试仍

需针对低粘度流体。本应用指南阐述了采用新型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测试粘度极低流体（如水）

的方法。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 1 为进行水测试的设置。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配直径 48 mm 的新型液体温控圆筒 TM-LI-C48 
和相应的双夹缝转子 CC41 DG。 

为获得此类低粘度流体的有效数据，须相应调整测

量程序。图 2 为采用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图 2：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低粘度流体测试所用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 程序。 

 

图 1：配 TM-LI-C48 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RheoWin™ 软件进行如下所示测试的测试程

序。此类测试中最重要参数是单个测量点的持续

时间和积分时间。在本实验中，使用 45 s 的测

量时间和  15 s 的积分时间。采用  Thermo 
Scientific 外置循环器 SC100-A10 进行温控。

测量温度为 20℃（68℉）且平衡时间为 3 分
钟。除流变测试外，还使用 HAAKE RheoWin 
软件的自动化数据评估和报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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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80 

图7：70℃ 时，作为双组分硅胶粘合剂时间 t 的函数的储能模量G'、损耗模量 G'' 和相位角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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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测试低粘度流体 
Jan P. Plog,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Karlsruhe, Germany 

关键词 
流变学；低粘度；水样 

引言 

由于可传递至传感器的扭矩读数偏低，因此，在旋

转流变仪上测试水始终构成挑战。对于市售的最小空气

轴承流变仪，即新型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Air，尤其如此。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配低摩擦双球面轴承，其扭矩极限值较小（10 
μNm），仅较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MARS™ 
60 研究级流变仪约高 3 个数量级。尽管如此，食品、

石油或涂料等行业应用中的许多相关流变 QC 测试仍

需针对低粘度流体。本应用指南阐述了采用新型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测试粘度极低流体（如水）

的方法。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 1 为进行水测试的设置。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配直径 48 mm 的新型液体温控圆筒 TM-LI-C48 
和相应的双夹缝转子 CC41 DG。 

为获得此类低粘度流体的有效数据，须相应调整测

量程序。图 2 为采用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图 2：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低粘度流体测试所用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 程序。 

 

图 1：配 TM-LI-C48 的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RheoWin™ 软件进行如下所示测试的测试程

序。此类测试中最重要参数是单个测量点的持续

时间和积分时间。在本实验中，使用 45 s 的测

量时间和  15 s 的积分时间。采用  Thermo 
Scientific 外置循环器 SC100-A10 进行温控。

测量温度为 20℃（68℉）且平衡时间为 3 分
钟。除流变测试外，还使用 HAAKE RheoWin 
软件的自动化数据评估和报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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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依照此法 5 次单独测试水的测试结果 

 
图 3：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粘度（与 20℃ 时水的剪切速率成函数关系）。数据按对数标度进行绘制。 

如图 3 所示，自 10 μNm 扭矩开始，结果极具可再

现性。此外，如蓝线所示，所有实测值均在 10% 的容

差范围内。通过与标准 HAAKE Viscotester iQ 的可获取

剪切速率范围比较，可发现，空气轴承流变仪可将低剪

切速率流态范围增加超过一个数量级。当然，可获取的

剪切速率范围仍然有限。然而，依然可使用 Viscotester 
iQ Air，在两个数量级的剪切速率（约 30 至 3000 s-1）

条件下对水进行测量。当剪切速率低于 30 s-1 时，扭矩

读数不达标；当其高于 3000 s-1 时，受泰勒漩涡 [1] 起
点影响，可监测到粘度增加。如图 4 所示，该起点恰在 
RheoWin Range Calculator 所预测的位置出现。 

图 5 所示结果再次与图 3 所示结果相同，进一步

说明数据的可靠性和可再现性。不过，此次数据按线性

标度进行绘制。 
如图 5 所示，Viscotester iQ Air 可使用大直径双间

隙转子轻松测量水。在泰勒不稳定性开始前，20°C 时的

所有数据均在  ±10% 的水粘度理论值（1.00 mPas
（cP））范围内。 

 
图 4：HAAKE Viscotester iQ Air（配 CCB41 DG 
转子）的计算测量范围，泰勒涡流预测结果可从 
HAAKE RheoWin 软件直接获得。 

VTiQ Air 范围 VTiQ 范围 

泰勒涡流起点 

r′，单位 1/s 

η，
单
位

 m
P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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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粘度（与 20℃ 时的水剪切速率成函数关系）。数据按直线标度

进行绘制。 

结论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是一款

适用于质控的快速、简便且准确的流变仪。该仪器为市售

的最小空气轴承流变仪，可在较宽的剪切速率范围内准确

测定粘度极低的流体（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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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振荡测量技术适合定量测定材料结构中储藏的粘性和

弹性随时间、温度、形变或特征速度而变化的特性。

这些信息可用来优化产品，因为弹性通常会导致不利

的流动特性（例如胶黏、拉丝等），从而导致客户使

用体验变差。本期应用指南证明了用于质控的空气轴

承型流变仪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Air进行不同类型振荡实验的可能性与受限点。 实

验结果与标准型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

cotesterTM iQ 机械轴承流变仪得到的结果相比较，证

实了空气轴承的先进性能。使用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的详细实验信息及振荡流变学的详细介绍请参

见应用指南 V279 - 质量控制中的振荡流变学。

材料与方法

所有实验都是用配有Peltier温度控制模块Thermo Sci-

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图1）进行

完成。其为一台结构紧凑的旋转流变仪，配有带空

气轴承的高动态电子换向（EC）电动机，可在控制

应力（CS）或者控制速率（CR）模式下进行旋转流

变实验，也可以在CS或控制形变（CD）模式下进行

振荡实验。该流变仪可以配备多种类型的测量转子，

从同轴圆筒、叶片转子至平行板、椎板转子。这种

灵活性使其适用于测量种类丰富的样品。在旋转模

式下，可测量从超低粘度液体（如水，见应用指南 

V280 -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测量低粘度液体）至

稠糊的各类样品。在振荡模式下，其与标准型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相比可测粘度由低至高的各类样

品。本实验中所有样品都是可以购买到的。下文中提

使用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
在振荡模式下进行增强流变实验

Jan P.Plog 与 Fabian Meyer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材料表征部，德国Karl-
sruhe

关键词

振荡实验，质控流变仪，粘弹性，线性粘弹范围

到的PDMS是由NIST（美国 Gaithersburg）提供的。

振荡模式实验参数如表1所示，同时表中也列出了与

标准型Viscotester iQ比较。

结果与讨论

为了证明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的先进性

能，采用振幅扫描来确定各类消费品的线性粘弹范围

（LVR）。两种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的振幅扫

描结果如图2所示。身体乳和洗洁精的测量，使用的

是 60 mm 平行板转子。粘度较高的护肤霜的测量用

的是 35 mm 平行板转子。所有实验测量间隙设置为

0.5 mm。实验温度为20℃。

图1：配有Peltier温度控制模块的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

图1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流变仪振荡模式实验参数

图2: 25℃下不同消费品储能模量G’和耗损模量G’’随形变γ变化的函数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与标准的HAAKE Viscotester iQ流

变仪相比，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的形变值

可以更低。对较高至中等粘弹性的材料，如护肤霜或

身体乳来说，这一特点不会增加太多数据，但是对于

低粘弹性的材料，例如洗洁精来说，HAAKE Viscotes-

ter iQ Air流变仪可多采集超过一个数量级的低形变数

据，这可以让用户顺利测定LVR。

对更精细的样品，例如番茄酱，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明

显。两种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得到的振幅扫描

结果如图3所示。

这样两种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的区别就更加明

显。标准型仪器完全无法测定LVR，而 HAAKE Vis-

cotester iQ Air流变仪可多测量一个数量级的低形变数

据，从而可以测定LVR。

为了说明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在频率扫描

到的PDMS是由NIST（美国 Gaithersburg）提供的。

振荡模式实验参数如表1所示，同时表中也列出了与

标准型Viscotester iQ比较。

结果与讨论

为了证明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的先进性

能，采用振幅扫描来确定各类消费品的线性粘弹范围

（LVR）。两种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的振幅

扫描结果如图2所示。身体乳和洗洁精的测量，使用

的是60mm平行板转子。粘度较高的护肤霜的测量用

的是35mm平行板转子。所有实验测量间隙设置为0.5 

mm。实验温度为20℃。

仪器型号 Viscotester iQ Viscotester iQ Air
最小扭矩（CS和CD模式） 0.2 mNm 10 μNm

最大扭矩（CS和CD模式） 100 mNm 100 mNm

最小偏转角（CS和CD模式） 10 μrad 10 μrad

最大偏转角（CS和CD模式） ∞ ∞

最低振荡频率 0.1 Hz（可选） 0.1 Hz（可选）

最大振荡频率 20 Hz（可选） 50 Hz（可选）

HAAKE RheoWin 4.50.0003

方面的性能，在室温下对PDMS参考物进行实验，并

且与科研级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MARSTM 60

流变仪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上述谱仪得到的实验结果基本一

致。最大偏离约为3%。这清楚地说明即使是像HAA-

KE Viscotester iQ Air这样的入门级质控流变仪，也可

得到高质量振荡测量数据。

结论

实验结果证明，对振荡实验来说，空气轴承型HAA-

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比机械轴承型HAAKE Vis-

cotester iQ流变仪性能更好。由于前者的扭矩下限更

低，其可以多测得超过一个数量级的低形变数据。同

样地，通过与科研级流变仪比较测得的频率扫描实验

数据，可清楚地说明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

能得到快速、精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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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 流变仪振荡模式实验参数

图2: 25℃下不同消费品储能模量G’和耗损模量G’’随形变γ变化的函数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与标准的HAAKE Viscotester iQ流

变仪相比，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的形变值

可以更低。对较高至中等粘弹性的材料，如护肤霜或

身体乳来说，这一特点不会增加太多数据，但是对于

低粘弹性的材料，例如洗洁精来说，HAAKE Viscotes-

ter iQ Air流变仪可多采集超过一个数量级的低形变数

据，这可以让用户顺利测定LVR。

对更精细的样品，例如番茄酱，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明

显。两种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得到的振幅扫描

结果如图3所示。

这样两种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的区别就更加明

显。标准型仪器完全无法测定LVR，而 HAAKE Vis-

cotester iQ Air流变仪可多测量一个数量级的低形变数

据，从而可以测定LVR。

为了说明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在频率扫描

到的PDMS是由NIST（美国 Gaithersburg）提供的。

振荡模式实验参数如表1所示，同时表中也列出了与

标准型Viscotester iQ比较。

结果与讨论

为了证明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的先进性

能，采用振幅扫描来确定各类消费品的线性粘弹范围

（LVR）。两种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的振幅

扫描结果如图2所示。身体乳和洗洁精的测量，使用

的是60mm平行板转子。粘度较高的护肤霜的测量用

的是35mm平行板转子。所有实验测量间隙设置为0.5 

mm。实验温度为20℃。

仪器型号 Viscotester iQ Viscotester iQ Air
最小扭矩（CS和CD模式） 0.2 mNm 10 μNm

最大扭矩（CS和CD模式） 100 mNm 100 mNm

最小偏转角（CS和CD模式） 10 μrad 10 μrad

最大偏转角（CS和CD模式） ∞ ∞

最低振荡频率 0.1 Hz（可选） 0.1 Hz（可选）

最大振荡频率 20 Hz（可选） 50 Hz（可选）

HAAKE RheoWin 4.50.0003

方面的性能，在室温下对PDMS参考物进行实验，并

且与科研级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MARSTM 60

流变仪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上述谱仪得到的实验结果基本一

致。最大偏离约为3%。这清楚地说明即使是像HAA-

KE Viscotester iQ Air这样的入门级质控流变仪，也可

得到高质量振荡测量数据。

结论

实验结果证明，对振荡实验来说，空气轴承型HAA-

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比机械轴承型HAAKE Vis-

cotester iQ流变仪性能更好。由于前者的扭矩下限更

低，其可以多测得超过一个数量级的低形变数据。同

样地，通过与科研级流变仪比较测得的频率扫描实验

数据，可清楚地说明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

能得到快速、精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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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5℃下番茄酱的储能模量G’和耗损模量G’’随形变γ变化的函数

图4：25℃下PDMS参考物的储能模量G’和耗损模量G’’随频率f变化的函数

Thermoscientific.com/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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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研究化妆乳液的复杂流动和形变特性，可有助于最终

产品的设计和优化，在外观和使用特性方面满足消费

者预期。旋转流变仪是研究液体和半固体制剂流变性

能的理想仪器。流变实验也可用于模拟工艺条件来提

高生产效率，或者用于评估产品稳定性和质保期内性

质。

对于复杂的材料，例如所有的分散体系，我们会大致

上区分它们的粘性和弹性。这两个性质会影响材料整

体的流动和形变特性，也影响其使用感受。有多种实

验方法可以测量材料对外部机械激励的反应。

理论背景

流变学中的蠕变恢复实验是定性定量测量材料弹性的

最直接方法。此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蠕变

阶段，对样品施加一个瞬时应力信号，作用时间一

定。第二个阶段去除应力，观测样品恢复情况。样品

使用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智能流
变仪对一种化妆乳液进行蠕变恢复实验

Fabian Meyer,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材料表征部，德国Karlsruhe

关键词

振荡实验，质控流变仪，粘弹性，线性粘弹范围

的回应即形变曲线，曲线形状与两个因素有关，即流

变仪施加应力的大小和样品的微观结构。纯粘性样品

和纯弹性样品的蠕变恢复实验结果分别如图1a、1b所

示。

对于纯粘性材料，只要存在恒定的应力信号，形变就

随着时间而线性增加。形变曲线斜率恒定，说明整个

蠕变过程的剪切条件是稳定的。

在撤销应力之后，粘性样品的形变信号仍然保持不

变，形变不会回复（图1a）。在蠕变阶段施加给样品

的所有动能都转化为热能而没有储存在样品内部。粘

性材料没有任何弹性表现。另一个极端是完全弹性材

图2 配有 Peltier温度控制模块的Thermo Scientific HAAKE Vis-

cotester iQ Air流变仪

图1 蠕变恢复实验中纯粘性样品的特性(a)和纯弹性样品特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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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蠕变恢复实验中理想粘弹性材料的特性

图4：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的蠕变恢复实验程

序，包括数据评估

形变曲线可以分为不同部分。在蠕变阶段，最开始粘

弹性材料的形变会瞬间增加。这可以解释为样品结构

单元的最初弹性拉伸。第二部分则是粘弹性表现，此

时微观结构首次出现了变化。当所有弹性单元完全拉

伸之后，随着时间延长形变信号开始线性增加，观察

至稳定态流动。当撤销应力之后，立即出现了弹性形

变回复，然后是延迟的粘弹性形变。一定时间之后，

形变达到稳定值，样品又完全恢复。在图3中可见，

蠕变阶段材料的整个形变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可恢复

形变γR和不可恢复形变γNR。材料的弹性越大，在

恢复阶段观察到的可恢复形变越大。有一点很重要，

即蠕变阶段稳定态流动持续时间越长，粘弹性材料的

可恢复形变（与全部形变相比）越低。一种对材料总

体弹性更加绝对的衡量用的是平衡柔量Jc。平衡柔量

指的是可恢复形变与蠕变阶段施加应力的比值：

材料与方法

为了正确测量材料的可恢复形变，应该使用低摩擦轴

承流变仪。使用机械轴承的仪器一般得出的可恢复形

变太低，这是因为样品中储藏的部分能量需要用来克

服流变仪的内部摩擦。这一点对结构十分脆弱、只有

低弹性的材料来说尤为明显。

本文中的实验结果是使用配有Peltier温度控制模块的

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ViscotesterTM iQ Air流

变仪得到，使用的是平行板和椎板转子（图2）。对

一种市面上出售的软化妆乳液进行了多次蠕变恢复实

验。所有测量用的都是 60 mm 1° 的椎板转子。所有

实验温度为20℃。进行了几组蠕变阶段剪切应力不同

的蠕变恢复实验。选取了五组数值：4, 6, 8, 10, 12 

Pa。蠕变和恢复阶段的时间固定，分别是100 s和 200 

s。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RheoWinTM Job Ma-

nager的蠕变恢复实验作业（程序）设置如图4所示。

结果与讨论

图5是该化妆乳液在不同应力下的蠕变恢复实验结

果。可以看出该样品表现出粘弹性材料特性，施加应

力之后瞬时出现形变（弹性表现），然后是延迟的

粘弹性形变。移除应力之后，由于样品具有弹性且蠕

变阶段储存了能量，样品产生形变回复。从图中可以

看出，随着剪切应力增加，可恢复形变比例下降。由

RheoWin 蠕变恢复评估程序直接计算出可恢复形变的

百分比值，列入表1。

料。在被施加恒定的应力之后，忽略仪器和样品惯性

导致的所有影响，该种材料立即出现恒定的形变。在

恢复阶段，形变则回复为零（图1b）。形变回复是材

料弹性的表现。所有能量都储藏在材料内部，一旦应

力移除，能量就被释放出来。

大多数复杂材料表现的既不会像纯粘性流体，也不像

纯弹性固体。它们同时具有两种特性，既有粘性特性

也有弹性特性。两种特性的表现程度取决于样品性质

和施加应力的大小。理想粘弹性样品的蠕变恢复实验

如图3所示。

表1： 蠕变阶段不同应力下的可恢复形变百分比

表2：蠕变阶段不同应力下的平衡柔量值

图5：不同剪切应力下化妆乳液的蠕变恢复实验

图6：蠕变阶段不同剪切应力下化妆乳液的蠕变恢复实验

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的实验、找出形变中的主要变

化，可以画出柔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而不是形变随

时间的变化曲线。柔量定义为形变γ和应力τ的比

值：

曲线图如图6所示。

从柔量随时间变化图中可以看出，剪切应力为 4 Pa 和

蠕变阶段剪切应力值（Pa） 可恢复形变百分比（%）

12 23.78

10 53.13

8 70.77

6 79.80

4 76.67

蠕变阶段剪切应力（Pa） 平衡柔量（1/Pa）

12 0.01683

10 0.01702

8 0.01628

6 0.01156

4 0.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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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 的实验结果相互重叠。这说明蠕变阶段施加的应力仍

然低于被测材料的屈服应力τ
0。可以认为屈服应力是克服

材料弹性形变、产生流动所需的最低剪切应力。剪切应力

超过6 Pa，曲线开始变化，到达12 Pa时，随着时间增加柔

量出现了明显的线性增加。这说明施加的应力超过了样品

的屈服应力，开始出现流动。

由RheoWin软件直接计算出的平衡柔量值列入表2。

54



图3：蠕变恢复实验中理想粘弹性材料的特性

图4： Thermo Scientific HAAKE RheoWin的蠕变恢复实验程

序，包括数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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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hermo ScientificTM HAAKETM RheoWinTM Job Ma-

nager的蠕变恢复实验作业（程序）设置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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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后瞬时出现形变（弹性表现），然后是延迟的

粘弹性形变。移除应力之后，由于样品具有弹性且蠕

变阶段储存了能量，样品产生形变回复。从图中可以

看出，随着剪切应力增加，可恢复形变比例下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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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被施加恒定的应力之后，忽略仪器和样品惯性

导致的所有影响，该种材料立即出现恒定的形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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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

表1： 蠕变阶段不同应力下的可恢复形变百分比

表2：蠕变阶段不同应力下的平衡柔量值

图5：不同剪切应力下化妆乳液的蠕变恢复实验

图6：蠕变阶段不同剪切应力下化妆乳液的蠕变恢复实验

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的实验、找出形变中的主要变

化，可以画出柔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而不是形变随

时间的变化曲线。柔量定义为形变γ和应力τ的比

值：

曲线图如图6所示。

从柔量随时间变化图中可以看出，剪切应力为 4 Pa 和

蠕变阶段剪切应力值（Pa） 可恢复形变百分比（%）

12 23.78

10 53.13

8 70.77

6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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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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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 的实验结果相互重叠。这说明蠕变阶段施加的应力仍

然低于被测材料的屈服应力τ
0。可以认为屈服应力是克服

材料弹性形变、产生流动所需的最低剪切应力。剪切应力

超过6 Pa，曲线开始变化，到达12 Pa时，随着时间增加柔

量出现了明显的线性增加。这说明施加的应力超过了样品

的屈服应力，开始出现流动。

由RheoWin软件直接计算出的平衡柔量值列入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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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化妆乳液的应力递增实验，根据切线法测定屈服应力

图8：化妆乳液的粘度随剪切应力变化曲线，测定出最大粘度。

到的PDMS是由NIST（美国 Gaithersburg）提供的。

振荡模式实验参数如表1所示，同时表中也列出了与

标准型Viscotester iQ比较。

结果与讨论

为了证明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流变仪的先进性

能，采用振幅扫描来确定各类消费品的线性粘弹范围

（LVR）。两种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的振幅

扫描结果如图2所示。身体乳和洗洁精的测量，使用

的是60mm平行板转子。粘度较高的护肤霜的测量用

的是35mm平行板转子。所有实验测量间隙设置为0.5 

mm。实验温度为20℃。

剪切应力值为6 Pa和8 Pa 时的平衡柔量值比更高应力

下的值小。这可能是由于在低剪切应力下，蠕变阶段

的时间不够达到稳定态，样品的弹性成分未能完全拉

伸。相反地，在高剪切应力下，蠕变阶段的时间足够

达到稳定态流动，在一定的偏差允许范围内，计算出

的平衡柔量值与施加的应力值无关。

屈服应力的一种标准测定方法是进行应力递增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对样品施加线性递增的剪切应力，观

察其随时间而产生的形变。对蠕变恢复实验中的化妆

乳液进行了应力递增实验，结果如图7所示。

形变应力曲线有3个不同区域。第一个区域（如低于

屈服应力）内，施加的应力使样品产生弹性形变。此

时在双对数坐标图中，形变应力曲线的斜率稍大于1

。随着应力增加，逐渐接近样品的屈服应力，形变开

始变得更快速，斜率增加。当剪切应力更大时，出现

了斜率更大的第二个线性区域。此时样品开始流动。

利用剪切应力实验的数据计算屈服应力的常见方法是

切线法。屈服应力值就是两个线性区域切线交叉点所

对应的应力值。这种方法得到的化妆乳液的屈服应力

值约12 Pa。这个值比蠕变恢复实验估计的屈服应力

值大。产生差值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两条切线交叉得到

的值位于过渡区域内，此时材料的特性不再是完全的

弹性。流动真正的触发点可以由粘度对剪切应力图得

到，如图8所示。

粘度曲线最大值在5.5 Pa。图9中粘度数据与形变数据

显示在同一张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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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化妆乳液的粘度随剪切应力变化曲线，测定出最大粘度

Thermoscientific.com/mc

图中可见当形变进入过渡区，粘度即达到最大值。此

时应力值与蠕变恢复实验得到6 Pa值相一致。

结论

本文证明即使对结构性较差的粘弹性样品来说，也可

利用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智能流变仪进行蠕变恢

复实验。蠕变恢复实验不仅是一种可以区别、定量测

定材料粘性和弹性的有效流变方法，还可以用于非常

准确地测定屈服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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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化妆乳液的应力递增实验，根据切线法测定屈服应力

图8：化妆乳液的粘度随剪切应力变化曲线，测定出最大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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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位于过渡区域内，此时材料的特性不再是完全的

弹性。流动真正的触发点可以由粘度对剪切应力图得

到，如图8所示。

粘度曲线最大值在5.5 Pa。图9中粘度数据与形变数据

显示在同一张图上。

HAAKE RheoWin 4.62.0003

HAAKE RheoWin 4.62.0003

应
用

报
告

：
V
-2

8
2

 2016/05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版权所有。所有仪器图片使用权利归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所有。其他商标均为赛默飞世尔科技及其子

公司所有。本文件仅用于信息目的。规格、条款和价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所有产品并非在所有国家均有销售。详情请咨询当地销售代表。

赛默飞世尔科技
热线电话：
800 810 5118
400 650 5118
sales.cad@thermofisher.com
www.thermofisher.com

图9：化妆乳液的粘度随剪切应力变化曲线，测定出最大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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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可见当形变进入过渡区，粘度即达到最大值。此

时应力值与蠕变恢复实验得到6 Pa值相一致。

结论

本文证明即使对结构性较差的粘弹性样品来说，也可

利用HAAKE Viscotester iQ Air智能流变仪进行蠕变恢

复实验。蠕变恢复实验不仅是一种可以区别、定量测

定材料粘性和弹性的有效流变方法，还可以用于非常

准确地测定屈服应力。

HAAKE RheoWin 4.6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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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压裂液是在利用液体驱动力进行流体矿开采过程中用到的一类

液体。在中国的油田中，压裂技术作为一种能提高油气产量的

有效方法而得到了广泛推广，发展很快。目前压裂液是压裂技

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表征压裂液的流变性质是对其评估的

主要方法。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已有多种测试模式可对压

裂液流变性质进行测量。根据中国油田的行业标准，在一定的

温度和压力下，剪切速率为170 s-1时，在1.5 - 2个小时内粘度

值不应低于某一特定值。油田上使用的大多数压裂液是水基压

裂液，而粘度测试的温度总是高于100℃，如何能在此条件下

高精度且不改变初始特性（如蒸发和剪切效应）地测量压裂液

粘度，这对测量仪器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多年以来的实践证

明，配有独特的高温高压密闭单元的ThermoFisher Scientific 

HAAKE MARS及RSXXX系列流变仪是压裂液评估中实用且可

靠的仪器。HAAKE系列产品名录中有各种型号的高温高压密

闭单元，例如D100/200, D400/300, D600/250, D70/300和

D170/300等，提供压力最高可达600 bar，温度可达300℃且耐

酸性的高温高压密闭单元，可以满足油田用户的所有要求。但

是目前用户提出了新需求，要求能进行现场测试，在远离实验

室或研究中心的场地进行测试。用户无法将上述提到的流变仪

搬至现场，因为这类流变仪需要空气压缩机和循环器，其运输

十分不便。更重要的是，由于现场环境通常比较差且嘈杂，使

用空气轴承的流变仪非常容易受到影响，导致测量数据质量变

差。

为了响应这一需求，ThermoFisher Scientific研发并推出了一款

便携式强劲坚固的流变仪，即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

如图1所示。此款仪器包括三个主要部分，分别是Viscotester iQ 

流变仪，圆筒加热单元和高温高压密闭单元（与所有HAAKE 系

列仪器兼容）。

高温高压便携式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进行压裂液粘度测试

Stephen.Sun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材料表征部，中国上海

技术说明

N
o

. 

图1：便携式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配有高温高压密闭单元，带

电加热系统，温度可达300℃

此便携式仪器的升降是手动控制的，仪器主要特征之一是其具

有直观的操作。高温高压密闭单元可被软件自动识别。不同型

号的高温高压密闭单元有固定的测量间隙。拧松升降手柄之

后，测量头可平稳地滑到测量位置。测量结束之后，可通过手

柄将测量头升到最高位置，高温高压密闭单元可拆下清洗。可

轻松拆卸整套设备，将其装入运输箱（可选择购买）内。加上

所有内容物，每个箱子的重量也不超过20 kg，通过飞机运输完

全没有问题（图2）。到达现场之后，几分钟内就可完成开箱组

装，测试之前无需任何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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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便携式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的运输箱

实验

如上所述，使用此仪器进行测试时无需任何调试，因此操作者

只需要准备好样品，然后对其加压即可。高温高压密闭单元上

盖密封之后，将其放入加热系统中，调低测量头就位。操作者

可以使用 HAAKE RheoWin 软件，根据他们编辑的测试作业流

程来控制仪器。图3是温度为90℃，剪切速率为170 s-1时一种压

裂液基液的测量数据。

 

图3：利用便携式HAAKE Viscotester iQ流变仪进行的典型的压裂液粘度

测试

本次实验用的是中国油田行业内一种典型的测试方法，用于评

估压裂液的耐热性和抗剪能力。在图3中可以看出，在整个测

试过程中，剪切速率始终十分稳定地保持在170 s-1，这对最后

测试结果非常重要。因为样品中没有交联和结构，这种基础压

裂液的粘度大约为40 mpa.s。在开始的几分钟内粘度值不断变

小，这主要是因为温度需要一定时间来达到稳定值。如果在基

础样品里加入交联剂，结果就会立即发生变化（图4）。

 

图4 利用便携式 HAAKE Viscotester iQ和MARS60 流变仪对交联压裂液

进行的典型粘度测试

很显然在加入交联剂之后，粘度增加了好几倍，耐热性也变得

更强。在近一个小时内温度保持在110℃，样品粘度仍然保持

在200 mpa.s 以上，这符合行业标准。另外既使用HAAKE Vis-

cotester iQ流变仪，也使用了MARS60 流变仪对样品进行了测

试，两者结果相近且具有可比性，只是 MARS60 流变仪得到的

数据值比Viscotester iQ流变仪的值略高。

总结

所有结果都证明ThermoFisher Scientific HAAKE Viscotester iQ 

流变仪是评估压裂液流变性能实用且可靠的仪器。HAAKE Vis-

cotester iQ 流变仪具有便携式配置，可轻松将其搬至远离用户

实验室的作业现场，进行组装和操作。HAAKE Viscotester iQ 流

变仪的某些指标可与大型流变仪相媲美，其性能非常优异，与

大型流变仪接近，为用户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和更

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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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服务热线：800 810 5118，400 650 5118 （支持手机用户）

公司邮箱：sales.cad@thermofisher.com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 thermofisher.com

© 2016/11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保留所有权利。Microsoft Excel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其他所有商标的所有权均归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及其子公司所有。胶水管图片、巧克力图片、油泵图片、漆器图片以及化妆品图片的版权均归第三方所有，仅限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通过 iStockphoto 使用。产品规格、术语以及定价有可能随时变更。并非各个产品在所有国家均有售。详情请咨询

当地销售代表。

赛默飞世尔
化学分析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