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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向漂白针叶木浆中添加 CMC来改善纸浆悬浮液的流变特性，并对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稳 

态剪切条件下，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 r 随浆浓 c 的增大而迅速增大，两者符合指数关系 r =oc ，且添加 CMC不影响两者的指 

数关系；对于浓度一定的纸浆悬浮液，随 CMC添加量 的增加，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先减小后增大，当添加相对绝干浆质量约 

1．5％的 CMC时，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显著减小 ；随浆浓的增大，CMC对其屈服应力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向浆浓为4％的漂白针 

叶木浆中添加 1．5％ CMC时，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下降最多，降低了16．2％，且纸浆的搅拌能耗明显降低，降低约40．6％；此外， 

添加 CMC会降低纸浆初始流态化时的能量耗散因子s ，使得纸浆更易于输送。实验结果可为漂白针叶木浆的输送 、筛选和混合等过 

程的工艺节能降耗和装备技术研发与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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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工业是典型的流程化工业，从蒸煮工段 
一 直到纸浆上网成形都涉及到不同浓度纸浆悬浮液的 

流动。纸浆悬浮液是以纤维为固相的非均相}昆合物， 

属于非牛顿流体，具有复杂的流变特性，研究其流变 

特性对各工段稳定及高效运行 ，降低纸浆输送能耗和 

工艺处理过程中的能耗具有重要意义  ̈。 

当纸浆悬浮液达到一定浓度时，纤维由于机械交 

织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限制了其自由流动，同时纤 

维网络具备一定抵抗外部剪切力的强度，这种强度称 

为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 (Yield Stress)[2-3]。在生产 

过程中，为了泵送纸浆，必须对纸浆纤维网络施加足 

够的剪切应力，使纤维完全分散，从而使纸浆流 

态化 。 

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对纸浆悬浮液屈服应 

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纸浆纤维物理特性、浆浓和一 

些外部因素对屈服应力 的影响 J，纸浆悬浮液屈 

服应力的测量方法和测量装置的研究 ，纸浆悬 

浮液的屈服应力在造纸工业中的应用研究  ̈̈ 。 

影响纸浆悬浮液流变特性的因素除了浆浓、纤 

维 自身特性和纤维问的交织程度外，还有一些外部 

因素，如添加剂、pH值、温度、剪切力和剪切时 

间等 14]。目前，关于添加剂对纸浆悬浮液屈服应力 

影响的研究很少，也没有将羧甲基纤维素 (CMC) 

作为减阻剂应用于改善纸浆悬浮液流变性能方面的 

研究。因此 ，笔者研究了造纸工业中常用的添加剂 

CMC对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屈服应力的影响，进而 

探讨将 其应用 于纸浆 运输、混合 等过程 中的可 

行性。 

1 实 验 

1．1 主要原料与试剂 

纸浆：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山东某浆纸公司 

提供。 

试剂：CMC粉末，国内某化学试剂公司生产， 

黏度为300～800 mPa·S。 

1．2 主要仪器 

标准纤维疏解机：型号 PTI，澳大利亚。 

Brookfield商业流变仪：型号 RST—SST，转子为 

VT一80-40，叶片 4片 (宽度 20 mm，高度 80 mm)， 

外部槽体内径 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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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方法 

1．3．1 原料准备 

实验前，先将风干的浆板撕成约 2(：Ill×2 cm的 

小碎片，然后用水浸泡约 5 rain，再用标准纤维疏解 

机疏解分散；然后去除纸浆中大部分水，平衡水分 

24 h后，用烘箱干燥，测量2组平行样的水分，算出 

平均 值。将纸 浆配成 浆浓 分别 为 0．5％、1．0％、 

1．5％、2．0％、2．5％、3．0％、3．5％和 4．0％ 的纸 

浆悬浮液。 

用磁力搅拌器将 CMC粉末配置成浓度为 1．0％ 

的溶液，备用。 

1．3．2 纸浆流变性测试 

向纸浆中分别加人 0、0．5％、1．0％、1．5％和 

2．0％ (相对于绝干浆质量)的 CMC，然后采用控制 

剪切应力模式 (CSS)，使剪切应力由较小的初始值 

逐渐增大到设定值，测量纸浆悬浮液剪切应变随剪切 

应力的变化情况。在对数坐标体系下，当剪切速率曲 

线出现明显的应力平台，剪切速率 由某一极小值 

(剪切速率 <1 S )突然变为某一较大值 (剪切速 

率 >1 S )，也就是转子发生初始转动时对应的剪切 

应力即为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为了保证均一的初 

始条件，所有实验样品在测试前需在剪切速率为 

200 S 条件下先预剪切 3 min，然后静置 5 min开始 

测量 。 

1．3．3 纸浆搅拌能耗测试实验 

采用控制剪切速率模式 (CSR)测定纸浆悬浮液 

在转子转速 0～600 r／min区问内的转子扭矩，利用 

功率与扭矩的关系式 (见式(1))间接测量出搅拌功 

率随转子转速变化的情况。为保证均一的初始条件， 

所有实验样品在测试前需在剪切速率为 200 S 条件 

下先预剪切3 min，然后静置 5 min开始测量。 

T=9550P／n (1) 

式中， 为扭矩，N·in；P为功率，kW；凡为转 

速，r／min；9550是系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CMC对纸浆悬浮液屈服应力的影响 

利用剪切应力梯度法测量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 

力，测得浆浓为 1．0％的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的剪切 

速率．剪切应力曲线，结果如图 1所示。 

由图 1可知，在初始阶段，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 

的剪切速率随剪切应力的增大而缓慢增大，说明施加 

在纸浆悬浮液上的剪切应力引起了纸浆悬浮液连续不 

可逆转的微小应变。 

剪切速率／s。。 

图1 浆浓 1．O％的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流变曲线 

当剪切应力继续增大到临界值 (约为 7．6 Pa) 

时，剪切速率发生急剧变化 (由 0．65 S 突变为 

3．10 S )，产生了剪切应力平台，说明纸浆悬浮液 

内部结构变化由微小的应变转变为大尺度的位移，纸 

浆悬浮液中的纤维絮团产生了明显的剪切流动，即纤 

维絮团被撕裂破坏，此时的临界剪切应力即为纸浆悬 

浮液的静态屈服应力_l 。 

当剪切应力超过静态屈服应力而继续增大时，纸 

浆悬浮液的剪切速率呈线性增大，流动速度加快，纸 

浆悬浮液发生大规模的剪切流动。 

通过剪切应力模式分别测出不同浆浓和添加不同 

量 CMC的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并绘制出如图2 

所示的 CMC添加量不同时纸浆悬浮液屈服应力与浆 

浓间的变化曲线。 

浆浓／％ 

图2 CMC添加量和浆浓对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 

屈服应力的影响 

由图2可知，在 CMC添加量不变的情况下，纸 

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随浆浓的增大而呈非线性增大， 

且满足指数函数关系，见式(2)。 

r =nc (2) 

式中， 为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Pa；C 为 

浆浓，％；a和 b为与纤维特性相关的常数。 

通过非线性回归法得到 a和 b，结果列于表 1 

中。由表 1可知，相关系数 R 接近于 1，说明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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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液的屈服应力与式(2)的拟合程度很好，且参 

数 a和b分别在 Bennington测得的取值范围 1．18～ 

24．5和 1．25 3．02内 引。 

表 1 添加 CMC后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屈服应力指数 

方程回归系数 

由图 2可知，在同一浆浓下，添加一定量的 

CMC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 

CMC添加量为 1．5％时，纸浆悬浮液屈服应力最小； 

但继续增加 CMC添加量时，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 

反而增大，这是因为添加过量的 CMC时，多余的 

CMC存在于纤维之间，增大了纸浆的黏稠度，不利 

于纸浆流动，进而使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增大。 

进一步分析图2可知，当浆浓为4％时，与未添 

加 CMC的纸浆悬浮液相比，添加 1．5％CMC的纸浆 

悬浮液屈服应力下降最多，约降低 16．2％。同时， 

随着浆浓的增大，CMC对纸浆悬浮液屈服应力的影 

响越大。这是因为随着浆浓增大，单位体积内纤维的 

数量增加，纤维问的接触面积增大，互相缠绕的概率 

变大，纤维絮聚现象严重，纸浆内部流动阻力增大， 

CMC中由于含有亲水性的羧甲基基团，易与纸浆纤 

维亲和，同时与纤维表面所带的负电荷相互排斥，使 

得纤维均匀分散，施加较小的剪切应力即可使纸浆产 

生流动。浆浓越大，CMC对纤维的分散效果越显著， 

因而较高浆浓的纸浆悬浮液屈服应力受 CMC的影响 

更大。 

综上所分析，在纸浆中添加 1．5％的 CMC可以 

显著减小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从而有助于纸浆的 

流送、搅拌和筛选等操作。 

2．2 CMC对纸浆悬浮液搅拌能耗的影响 

由上述研究可知，添加 1．5％的 CMC可显著减 

小浆浓为4％的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因此，研究 

了该情形下 CMC对纸浆悬浮液搅拌能耗的影响。图 

3为流变仪转子的搅拌功率随转子转速的变化曲线。 

从图 3可以看出，与未添加 CMC的纸浆悬浮液相 

比，添加 1．5％的 CMC后 ，转子搅拌功率明显降 

低，在转速 200～500 r／min范围内，两者差异较显 

著；转子转速越大，搅拌功率下降越多，在转速约 

至 

斛 

罄 

转速／r·min 

图 3 浆浓 4．0％的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 

搅拌功率一转速曲线图 

为 500 r／min时，搅拌功率约降低40．6％。 

由于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减小，在搅拌初期， 

只需要很小的剪切力即可破坏纤维的网络结构，使纸 

浆悬浮液产生流动。随着转子转速的提高，纸浆悬浮 

液从层流状态逐步过渡到湍流状态。在湍流状态下， 

流体中的分子会因涡流和其他杂乱运动而耗损大量的 

能量。CMC作为减阻剂，可以与紊流流体发生相互 

作用，具体的节能机制推理如下。 

假设流体沿容器圆周方向的流动分为3个基本区 

域：①容器中心，即转子周围的紊流核心区，该区域 

包含了容器中的绝大部分流体，其液体质点不断发生 

互相撞击与掺混，并沿转子径向杂乱无章地运动；② 

紧贴器壁的层流边层区，其液体质点沿周向一层一层 

运动；③层流边层区与紊流核心区之间的缓冲区，该 

区域流体的流动状态表现为层流到紊流的过渡。 

有研究表明  ̈，缓冲区是紊流最先形成的区域。 

层流边层区靠近缓冲区的部分称为薄间层。薄间层中 

的液体分子会偶尔进入缓冲区，而后开始振动，形成 

涡流旋涡，同时运动加速，并向紊流核心区靠近，最 

终进入紊流核心区。薄间层的液体分子从缓冲区进入 

紊流核心区的瞬间会损耗大量的能量。CMC可以在 

缓冲区起作用，在流体中伸展，吸收薄问层的能量， 

干扰薄间层的液体分子从缓冲区进入紊流核心区，阻 

止其形成紊流或减弱紊流的程度，进而降低搅拌能 

耗，且转子转速越高，搅拌能耗降低效果越显著。 

2．3 CMC对纸浆悬浮液输送的影响 

对于纸浆输送，当浆浓高于临界浓度时，纸浆表 

现出屈服效应，只有当剪切应力超过屈服应力时，纸 

浆才会产生流动。一旦纸浆悬浮液开始流动，其就以 

絮团间自由滑动或单根纤维问自由滑动的形式流动， 

即出现絮团尺度和纤维尺度 2种尺度规模的纸浆流态 

化 。在20世纪80年代，Wahrenl1叫用单位体积纸 

浆所消耗的能量，即能量耗散因子 (W／m )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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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描述纸浆初始流态化的条件，即： 
2 

8F： (3) 一 j J 

式中， 为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 (Pa)， 为 

水的黏度 (Pa·S)。 

对工业生产而言，能量耗散因子 比屈服应力 

r 更有意义。因为工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对纸浆的 

湍流流动更感兴趣，而纸浆悬浮液湍流时的剪切应力 

难以量化，但 却可以帮助实现纸浆湍流时剪切应 

力的量化。纸浆悬浮液流态化包含的2种尺度规模， 

即絮团尺度和纤维尺度，分别表征絮团问的自由流动 

和纤维间的自由流动 。在湍流流体中，湍动能量 

分解成更小漩涡并最终消散转化为热量，能量耗散的 

大小直接反映了小规模漩涡的湍流剪切程度，这种剪 

切会导致纤维尺度的流态化。 

Bennington等 运用纸浆悬浮液的表观黏度得 

到了纸浆初始流态化时的能量耗散因子 与浆浓 C 

之间的关系式： 

=cc： (4) 

式中，c和d为与纤维特性和容器几何结构有关 

的常数。 

当CMC添加量不同时，纸浆悬浮液的能量耗散 

因子 随浆浓 C 的变化曲线如图4所示。由图2和 

图4可知，能量耗散因子 s 随浆浓的变化趋势同屈 

服应力一致。添加 CMC可以降低能量耗散因子 ； 

添加 1．5％的CMC时，能量耗散因子 降低最显著， 

且在浆浓为4％时，下降最多，约为29．8％。 

骞 
●  

≥ 

H1 
圜 

图4 能量耗散因子随浆浓的变化曲线 

当纸浆悬浮液发生初始流态化时，CMC可与湍 

动漩涡相互作用，吸收湍流旋涡的一部分动能，并以 

弹性能的形式储存起来 ，使旋涡动能减少，旋涡 

?肖耗的能量也随之减少，进而能量耗散因子 也降 

低。当增加 CMC添加量，CMC在管道内形成弹性底 

层的厚度也随之增大，减阻效果越好，但 多余 的 

CMC却增加了纸浆内部纤维间的流动阻力，不利于 

纸浆的流动，在这 2种作用的综合影响下，CMC添 

加量的增大并未使能量耗散因子占 继续降低。 

通过非线性回归法得到的c和 d列于表 2中。由 

表2可知，相关系数 R 接近于 1，说明本实验的纸 

浆悬浮液的能量耗散因子与式(3)的拟合程度很好。 

Bennington通过实验测得 c约为 4．5×10 、d约为 

2．5。本实验测得的回归系数与上述数据均在相同的 

数最级。 

表 2 能量耗散因子指数方程的回归系数 

3 结 论 

3．1 利用剪切应力梯度法测量 了浆浓为 0．5％ ～ 

4．0％的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在稳态剪 

切条件下，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 r 随着浆浓 C 的 

增大而迅速增大，两者符合指数关系 =0c ，其 

中，。为2．5～3．8，b为 2．6～2．9；添加 CMC不影 

响两者的指数关系，并且，CMC添加量的多少对参 

数 0和 b的影响不大。 

3．2 在漂白针叶木浆悬浮液中加入 CMC可降低纸浆 

悬浮液的屈服应力，当 CMC添加量为 1．5％时，降 

低效果最为显著；随着浆浓的增大，CMC的影响效 

果更显著。向浆浓为4％的纸浆悬浮液中添加 1．5％ 

的CMC可使屈服应力降低 16．2％。 

3．3 添加 CMC可使纸浆悬浮液的屈服应力减小，因 

而可明显降低其搅拌能耗。当浆浓为4％、CMC添加 

量为 1．5％、转子转速为 500 r／min时，搅拌功率降 

低了40．6％。 

3．4 利用能量耗散因子 可以定量描述纸浆初始流 

态化的条件，CMC对纸浆悬浮液能量耗散因子的影 

响与屈服应力一致。添加 1．5％的 CMC，单位体积纸 

浆搅拌能耗降低最显著，达到纸浆流态化所需要的能 

量降低最多，且浆浓越大，能量降低效果越显著。向 

浆浓为4％的针叶木浆悬浮液中添加 1．5％的 CMC， 

能量耗散因子降低约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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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 uence of the Addition of Cn C on the Yield Stress of NBKP Suspens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ulp Transporting and M 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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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 ofPulp and Pap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f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Province，210037；2．Jiangsu Co—innovation Centerfor Efficient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Nanf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fing，Jiangsu Province，210037) 

( E—mail：zhnjfu@163．com) 

Abstract：Improvement of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including the yield stress，of the needles of bleached kraft pulp(NBKP)suspension 

was studied through adding CMC．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 stress increased rapidly with the pulp suspension concentration increasing un— 

der steady-state shear conditions，followed an exponent equation，and adding CMC did not affect the relationship．For a given concentration 

of the pulp suspension，its yield stress would increase firstly and，then，reduce with the increase of CMC dosage，and when adding 1．5％ 

CMC(on oven dry pulp)，the yield stress reduced most significantly．With the pulp suspension concentration increasing，the impact of 

adding CMC on the yield stress was more and more obvious，and when 1．5％ of CMC was added into the pulp of4％ concentration，the yield 

stress reduced the most．reaching 16．2％ ．which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pulp agitation up to about 40．6％ ． 

Adding CMC might also reduce the energy dissipation factor at the onset of pulp suspension fluidization，which made it easier to be transpor- 

ted． 

Keywords：needles of bleached kraft pulp(NBKP)；CMC；fiber suspension；yield stress；energy dissipation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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