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章 水煤浆质量检测方法

第一节 水煤浆采样方法

本采样方法摘录自 !" # $ %&&’()%—*++*。

一、样品的定义

（%）上部样 在水煤浆的顶液面下，其深度的 % # ( 处所采取的试样。

（*）中部样 在水煤浆的顶液面下，其深度的 % # * 处所采取的试样。

（,）下部样 在水煤浆的顶液面下，其深度的 ’ # ( 处所采取的试样。

（-）开始样 设装车（或卸车）时间为 !，装车（或卸车）%+. ! 时所采取的试

样。

（’）中间样 设装车（或卸车）时间为 !，装车（或卸车）’+. ! 时所采取的试

样。

（(）结束样 设装车（或卸车）时间为 !，装车（或卸车）/+. ! 时所采取的试

样。

（0）商品水煤浆试样 代表商品水煤浆平均性质的水煤浆样。

（&）子样 采样器具操作一次或截取一次水煤浆流断面所采取的一份样。

（/）总样 从一采样单元取出的全部子样合并成的水煤浆样。

（%+）采样单元 从一批水煤浆中采取一个总样所代表的水煤浆量，一批水煤浆可

以是一个或多个采样单元。

二、水煤浆生产中的试样采取

（一）容器中采样

在搅拌装置搅匀下，用勺子采取水煤浆面下约 %+ 1 *+23 处浆样。

（二）溜槽出口采样（敞开式溜槽）

截取其整个横截面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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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道采样

（!）管道出口处采样 截取其整个横截面采样，若截面太大或流速太快，可沿周边

采样。

（"）管道中采样 在泵的出口垂直管道上水平安装取样管（图 !# $ !），取样点前

后的直管段不小于 %!，其取样入口中心点与管道内壁的距离应不小于 ! & %，取样前应

先放掉部分水煤浆。

图 !# $ ! 管道取样装置

（四）采样间隔和采样量

生产正常后，小于 "’(，每 !( 采样 ! 次；大于或等于 "’(，每 "( 采样 ! 次；每次采

取 )*+ , !*)-。

三、商品水煤浆试样采取

（一）水煤浆装车或卸车采样

按前述“管道采样”方法在装车或卸车管道上采样。

（二）罐车中采样

将采样器（参见第一节）垂直插入装有水煤浆罐车中预定的采样位置，拉起提绳，

打开容器压盖，水煤浆即进入容器，待 ! , "./0 后，松开提绳，压盖在弹簧力的作用

下，自动将容器压紧，提出采样器，取出容器，倒出水煤浆样。采样器每次可采取约

)*+- 水煤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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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船船舱中采样

船的总装载容积，一般划分为若干个舱室。按照前述“罐车中采样”所述取样。

（四）采样要求

（!）采样单元 按水煤浆品种，以（"## $ %#）&（下同）为一采样单元，运量超过

"##& 或不足 "##& 时，可以实际运量为一采样单元。

（’）罐车采样的子样数目。

!每辆水煤浆罐车至少取一个子样。只对一辆水煤浆罐车进行采样，必须采取上部

样、中部样和下部样三个子样作为总样。对多辆水煤浆罐车进行采样，第一辆取上部

样，第二辆取中部样，第三辆取下部样，第四辆取上部样⋯⋯依次进行，但所采子样中

上部样、中部样和下部样子样数目应该相等，不足子样数目应在最后一辆中补齐。如有

必要可对每辆罐车进行上、中、下取样。水煤浆采样器如图 !( ) ’ 所示。

""##& 水煤浆应采取的最少子样数目为 !* 个。

#水煤浆量超过 "##& 的子样数目，按公式（’）计算：

! + !* "!"## （’）

式中 !———实际应采子样数目，数值取整，个；

"———实际被采水煤浆量，&。

$水煤浆量小于 "##& 时，子样数目按每 %#& 一个计算，但一辆罐车最少子样数目为

,，两辆或两辆以上至少为 %。

（,）用装车或卸车的开始样、中间样和结束样类比于上部样、中部样和下部样，进

行取样。取样顺序中、下、上部循环进行取样，最后不足三个子样时均取中部样。

（-）船舱采样的子样数目参照前所述“罐车采样的子样数目”，将舱室类比于罐车

确定子样数目。

（五）采样记录

采样结束后必须记录采样时间、地点、罐号、船舱、子样个数、总样质量以及采样

人等有关信息。

四、试样缩分

将采集来的水煤浆搅匀后，取出不少于 ! ###./ 试样，放入盛样品的容器中作为测

定用样。需要备查时，另取不小于 ! ###./ 备查样。

五、试样保存

（!）采取的水煤浆试样应盛入带有盖子的塑料桶或其它不与水煤浆发生作用的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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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水煤浆采样器

!—底锥体；$—盛样桶固定压盘；%—盛样桶顶盖；&—固定盘；

’—连杆；(—提杆；"—容器；)—提绳

容器。

（$）测定用样应盛入带密闭盖的塑料瓶中，并留备查样。

（%）水煤浆试样的放置要避免振动和阳光照射。

第二节 水煤浆浓度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摘录自 *+ , - !))’(.$—$//$。

一、试样的采取和制备

水煤浆试样的采取与制备按 *+ , - !))’(.!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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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干燥箱干燥法（仲裁法）

（一）方法提要

称取一定量的水煤浆试样，于 "#$ % ""#&下干燥至恒定，干燥后的试样质量占原样

质量的百分数作为水煤浆浓度。

（二）仪器设备

（"）干燥箱 带有自动控温装置和鼓风机，并能保持温度 "#$ % ""#&。

（’）称量瓶 直径 $#((，高 )#((，并带有严密的磨口盖。

（)）分析天平 感量 #*###"+。
（,）干燥器 内装变色硅胶或粒状无水氯化钙。

（三）测定步骤

（"）取充分搅拌均匀的水煤浆试样（)*# - #*’）+ 置于预先干燥并称量（称准至

#*### ’+）过的称量瓶中，迅速加盖，称量（称准至 #*### ’+），晃动摊平。

（’）打开瓶盖，将称量瓶和瓶盖放入预先鼓风并已加热到 "#$ % ""#&的干燥箱中，

在鼓风条件下，干燥 ".。

（)）从干燥箱中取出称量瓶，立即盖上盖，在空气中冷却约 )(/0 后放入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约 ’#(/0），称量。

（,）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 )#(/0，直到连续两次干燥的试样质量的减少不超过

#*#"+ 或质量增加为止。在后一种情况下，应采用质量增加前一次的质量作为计算依

据。

（四）结果表述

水煤浆浓度按公式（"）计算：

! 1
""

"#
2 "## （"）

式中 !———水煤浆浓度，3；

""———试样干燥后的质量，+；

"#———试样质量，+。

水煤浆浓度测定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一位。

（五）精密度

两次重复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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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 !———红外干燥法

（一）方法提要

称取一定量的试样置于红外水分测定仪内，试样中的水分在红外线的照射下，迅速

蒸发，干燥至恒重，干燥后的试样质量占原样质量的百分数作为水煤浆浓度。

（二）红外水分测定仪

凡符合以下条件的红外水分测定仪都可使用。

（"）红外照射时间可调；

（#）试样放置区红外照射均匀；

（$）经试验证明测定结果与方法 % 的测定结果一致。

（三）测定步骤

（"）按红外干燥水分测定仪说明书要求，进行准备和状态调节。

（#）取搅拌均匀的水煤浆试样 $ & ’( 置于预先干燥并称量过的称量瓶（或仪器自带

的称量器皿）中，迅速加盖，称量（称准至 )*))) #(），晃动摊平。

（$）打开瓶盖，将称量瓶（或仪器自带的称量器皿）和瓶盖放入测定仪的规定区

内。

（+）关上门，接通电源，仪器按预先设定的程序工作，干燥到恒重。

（’）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 $),-.，直到连续两次干燥的试样质量的减少不超过

)*)"( 或质量增加为止。在后一种情况下，应采用质量增加前一次的质量作为计算依

据。

（/）打开门，取出称量瓶，盖上盖，放入干燥器中，冷却到室温，然后称量（精确

至 )*))) #(）。如果仪器带有称量装置，则试样干燥前后的质量由仪器直接称量。

（四）结果表述

按方法 % 中的“结果表述”公式（#）计算水煤浆浓度和取值。

（五）方法的精密度

水煤浆浓度两次重复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 )*#0。

第三节 水煤浆筛分试验方法

本试验方法自 1! 2 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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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术语和定义

湿式筛分方法 将试验筛的底部放入水盆的清水中，轻轻摇动，使筛网上小于筛孔

尺寸的试样透过筛网，必要时，可用缓慢的水流冲洗筛网上的试样来促进试样透筛的筛

分方法。

二、设备

（!）试验筛 选用的试验筛应符合 "# $%%& 和 "# $%%’。推荐的筛孔尺寸分别为

%(&%%)) 和 %(%*’))。根据用户需要筛孔尺寸也可有所增减或改变。

（+）干燥箱 带有自动控温装置和鼓风机，并能保持温度 !%’ , !!%-。

（&）天平 感量 %(!.。
（/）天平 感量 %(%!.。
（’）分析天平 感量 %(%%% !.。
（$）振筛机 筛摇动次数为 ! /%% 次 0 )12。

（*）水盆 直径为 &%% , /%%)) 搪瓷盆、塑料盆或不锈钢盆均可。

（3）带盖称量瓶 瓶外径为 $%)) 或 *%))。

三、试样的采取和制备

筛分用水煤浆试样的采取与制备按 "# 0 4 !33’$(! 进行。

四、试样的浓度测定

将准备试验的水煤浆试样搅拌均匀，按 "# 0 4 !33’$(+ 测出筛分用水煤浆试样的浓

度 !。

五、方法提要

选取一定量的水煤浆试样，放入一定孔径的试验筛内，先用湿式筛分方法进行筛

分，烘干后放入振筛机进行筛分。最后算出水煤浆中大于或小于某一筛孔孔径的物料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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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测定步骤

（一）筛孔尺寸为 !"#$$ 的水煤浆筛分试验

（%）选择试验用孔径尺寸为 !"#$$ 的试验筛，用刷子刷或轻敲的方法清理每一处，

以保证试验筛没有以前试验中留下的固体颗粒。

（&）称量 % !!!"! ’ % &!!"!( 水煤浆（称准至 !"%(），水煤浆试样的质量记为 !!。

（#）分批将水煤浆试样倒入试验筛中，用湿式筛分方法进行筛分（水煤浆试样温度

和湿式筛分所用的水的温度都要小于 #!)），直到在筛下水中可清晰看到少量与筛孔尺

寸大小近似的煤颗粒为止。将所有的筛下水抛弃。在整个湿法筛分试验过程中，注意不

要让试验筛中的水煤浆浆液从试验筛框上部流出。

（*）将试验筛放在搪瓷托盘中，放入预先鼓风加热到 %!+ ’ %%!)的干燥箱中，烘

%,，趁热称量（称准至 !"%(），然后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试验时间为 %!$-.，直到煤样

的减量不超过 !"%( 或质量有所增加为止。在后一种情况下，应采用增重前的一次质量

作为计算依据。

（+）将试验筛与接收盘、盖子相连，置于振筛机中。振动 +$-. 后，称量接收盘中

的筛下物（称准至 !"!%(），若小于 !"%!(，筛分结束，否则继续试验。

（/）将试验筛、接收盘、盖子连接好，重新放置于振筛机中，振动 &$-. 后，称量

接收盘中的筛下物（称准至 !"!%(），若小于 !"%!(，筛分结束，否则继续试验。

（0）重复（/），直到筛分结束。

（1）筛分结束后，用刷子刷或轻敲的方法收集筛上物，并将嵌入筛孔中的颗粒作为

筛上物，它的提取方式是：网筛置于光滑纸板、金属片或托盘上，将筛孔中的煤粒扫落

至表面并收集。

（2）将所有的筛上物称量（称准至 !"!!! &(），得到此次试验中 3 !"#$$ 的物料质

量 !%。

（二）筛孔尺寸为 !"!0+ $$ 的水煤浆筛分试验

（%）选择试验用孔径尺寸为 !"!0+$$ 的试验筛，用刷子刷或轻敲的方法清理每一

处，以保证试验筛没有以前实验中留下的固体颗粒。

（&）称量 %!!"!! ’ %&!"!!( 水煤浆（称准至 !"!%(），水煤浆试样的质量记为 !4!。

（#）分批将水煤浆试样倒入试验筛中，用湿式筛分方法进行筛分（水煤浆试样温度

和湿式筛分所用的水的温度都要小于 #!)），直到在筛下水中可清晰看到少量与筛孔尺

寸大小近似的煤颗粒为止。将所有的筛下水抛弃。在整个湿法筛分试验过程中，注意不

要让试验筛中的水煤浆浆液从试验筛框上部流出。

（*）将试验筛放在搪瓷托盘中，放入预先鼓风加热到 %!+ ’ %%!)的干燥箱中，烘

%"+,，趁热称量（称准至 !"!%(），然后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试验时间为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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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样的减量不超过 !"#$ 或质量有所增加为止。在后一种情况下，应采用增重前的一次

质量作为计算依据。

（%）将试验筛与接收盘、盖子相连，置于振筛机中。振动 #!&’( 后，将底端筛网所

粘附的颗粒刷至接收盘中，将接收盘中的物料抛弃。

（)）将试验筛、接收盘、盖子连接好，重新放置于振筛机中，振动 %&’( 后，将底

端筛网所粘附的颗粒刷至接收盘中，将接收盘中的筛下物称量（称准至 !"!#$），若小于

!"*!$，筛分结束，否则继续试验。

（+）重复（)），直到筛分结束。

（,）筛分结束后，用刷子刷或轻敲的方法收集筛上物，并将嵌入筛孔中的颗粒作为

筛上物，它的提取方式是：网筛置于光滑纸板、金属片或托盘上，将筛孔中的煤粒扫落

至表面并收集。

（-）如果整个干筛过程［即从（%） . （,）］时间短，在 /!&’( 以内，并且筛上物

的质量小于 #!$，可直接在天平上称量筛上物的质量 !0#（称准至 !"!!! *$）。否则，需

要将筛上物烘干后称量，具体方法为：将所有的筛上物放入预先用天平称过质量的称量

瓶（称准至 !"!!! *$）中，开启瓶盖，放入预先鼓风加热到 #!% . ##!1的干燥箱中，烘

!"%2。从干燥箱中取出称量瓶，立即盖上盖，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在天平上称

量（称准至 !"!!! *$），所得数据减去空瓶质量即得到此次试验中 3 !"!+%&& 的物料质

量 !0#。

七、结果计算

（#） 3 !"4&& 的物料占水煤浆的含量按公式（#）计算：

"56&，3 !"4&& 7
!#

!!
8 #!! （4）

式中 "56&，3 !"4&&——— 3 !"4 && 的物料占水煤浆的含量，修约至小数点后二位，9；

!!———水煤浆试样量，$；

!#———水煤浆试样中 3 !"4&& 的物料质量，$。
（*） 3 !"4 && 的物料占水煤浆中干煤的含量按公式（/）计算；

":，3 !"4&& 7
"56&，3 !"4&&

# 8 #!! （/）

式中 ":，3 !"4&&——— 3 !"4 && 的物料占水煤浆中干煤的含量，修约至小数点后二

位，9；

"56&，3 !"4&&——— 3 !"4&& 的物料占水煤浆的含量，9；

#———水煤浆试样的浓度，9。

（4） 3 !"!+%&& 的物料占水煤浆的含量按公式（%）计算：

"56&，3 !"!+%&& 7
!#

!0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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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 的物料占水煤浆的含量，修约至小数点后一位，)；

"*%———水煤浆试样量，+；

"*,———水煤浆试样中的 $ %&%’(## 的物料质量，+。

（-） . %&%’(## 的物料占水煤浆中干煤的含量按公式（/）计算：

!0，. %&%’(## 1
,%% 2 !!"#，$ %&%’(##

# 3 ,%% （/）

式中 !0，. %&%’(##——— . %&%’( ## 的物料占水煤浆中干煤的含量，修约至小数点后一

位，)；

!!"#，$ %&%’(##——— $ %&%’(## 的物料占水煤浆的含量，)；

#———水煤浆试样的浓度，)。

八、方法的精密度

水煤浆筛分试验方法测定结果的重复性限见表 ,’ 2 ,。

表 ,’ 2 , 水煤浆筛分试验方法测定结果的重复性限

项 目 范 围 4 ) 重复性限 4 )

!!"#，$ %&5##

!%&,% %&%,

%&,, 6 %&(% %&%(

!!"#，$ %&%’(## 5%&% 6 %&% %&(

第四节 水煤浆表观粘度测定方法

本测定方法摘录自 78,99(/&-—:%%:。

一、术语和定义

（,）剪切速率 流体在单位距离间的流速变化量称为剪切速率，以 $; 表示，单位

为 ;2 ,。

（:）表观粘度 在两个平行平面间受剪切的流体，单位接触表面积上法向梯度为 ,
时，由于流体粘性所引起的内摩擦力或剪力的大小称为粘度。非牛顿流体在某一剪切速

率下的粘度称为在该剪切速率下的表观粘度。

（5）水煤浆表观粘度 本部分采用!,%%;2 , 表示在规定剪切速率为 ,%%;2 , 下水煤浆的

表观粘度，单位为毫帕·秒（#<=·;）。下标表示为测定时的剪切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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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提要

适当选择各测定装置，外筒装入适量水煤浆，在规定的温度下，内筒以一定角速度

旋转，由测定旋转过程中圆筒所受的粘性力矩而得出相应剪切速率下的表观粘度。

三、仪器设备

（!）旋转粘度计 符合下述要求的同轴双筒粘度计。

内筒 外径 "#$%&&；高度 ’ #($(&&；

外筒 内径 )*$(&&；高度 + #($(&&；

测量范围 ! , !()&-.·/；
剪切速率 ! , !0(/1 !，可调；

测量精度 *2；

测量误差 *$03。

（*）恒温器 恒温范围，0 , #(4；精度， 5 ($!4。

四、试剂和材料

经计量单位标定的、具有动力粘度值约 "(( , * 0((&-.·/（*(4）、一组 ) 个的有证

标准物质。

五、试验条件

（!）试样 试验前搅拌水煤浆试样，使其无软硬沉淀成均一状态。

（*）环境温度 !% , *%4。

（"）试验温度 （*( 5 ($!）4。

（)）剪切速率 !((/1 !。其它剪切速率下的表观粘度测定可参照本标准进行。

六、试验步骤

（一）试验准备

（!）调节恒温器，使温度恒定在规定的试验温度 *(4。

（*）将试样搅拌均匀，至无软或硬沉淀。

注：应避免过度搅拌，以减少剪切变稀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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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定步骤

（!）选择范围适合的测量系统，按仪器要求，将适量均匀的水煤浆试样，加入测量

容器中。连接好测量装置，将容器置于已调温至 "#$的恒温器中静止恒温 %&’(。

（"）启动旋转粘度计，将剪切速率调节到 !##)* !，计时，从第 %&’( 起，每 !&’( 记

录 ! 次仪器读数，共记 % 次。

（三）旋转粘度计的标定

定期使用时，每月至少标定仪器 ! 次；若不定期使用，使用前必须加以标定。

（!）用标准油代替水煤浆，按前述的步骤测定 + 种标准油的粘度，但标准油在恒温

器中的恒温时间不少于 ,#&’(。

（"）以连续 % 次读数的平均值为标准油粘度测定值，以测定值为横坐标，标准值为

纵坐标，作粘度测定值与标准值关系曲线，依此曲线对粘度测定值进行校准。

七、结果计算与表述

取所有记录数值，按式（-）计算表观粘度值：

!!##)* ! .
!
!

" . !!"

! （-）

式中 !!##)* ! ———水煤浆在 !##)* !剪切速率下的表观粘度，&/0·)；

!" ———第 " 分钟的表观粘度测定值，&/0·)； " . !，"，⋯⋯，%；

!———读数次数，%。

根据测定值从校准曲线中查得校正后的表观粘度值。以两次重复测定的表观粘度值

的平均值修约到整数位报出。

注 !：若仪器的直接读数不是粘度，需换算为粘度值后再按上式计算；

注 "：任何本标准中未规定的或任选的操作细节，以及任何影响结果的情况须在试验报告中予以

注明。

八、方法的精密度

水煤浆表观粘度测定的精密度按表 !- * " 规定。

表 !- * "

项 目 重复性限 1（&/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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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水煤浆稳定性测定方法

本测定方法摘录自 !" # $ %&&’()’—*++*。

一、术语和定义

（%）水煤浆动态稳定性 水煤浆在振荡一定时间后保持其物性均匀的一种性质。

（*）水煤浆静态稳定性 水煤浆放置一定时间后保持其物性均匀的一种性质。

二、测定原理

（%）动态稳定性

一定量均匀的水煤浆试样置于容器中，在规定条件下振荡一定时间后，将容器垂直

倒置 &,-.，称量容器内的残留物质量，以水煤浆的残留物占水煤浆试样的质量百分比

表示水煤浆的动态稳定性。

（*）静态稳定性

一定量均匀的水煤浆试样置于容器中，在规定条件下静置 /0 后，将容器垂直倒置

&,-.，称量容器内的残留物质量，以水煤浆的残留物占水煤浆试样的质量百分比表示水

煤浆的静态稳定性。

三、实验室条件

水煤浆稳定性试验可在 %& 1 *&2的室温下进行。试验期间，实验室温度尽量保持

恒定，温度变化不应超过 32。

四、仪器设备

（%）振荡机 往复式振荡机，振幅（4+ 5 *）,,，频率（*4+ 5 *+）,-.6 %，顶盘长

4*7,，宽 3+7,，带有计时器并能连续振动 (8 以上。

（*）工业天平 最大称量 % +++9，感量 +)%9。
（3）小圆形塑料瓶（试样瓶或接收瓶） 高压聚乙烯，容量 %&+,:，高约 %47,，小

口，瓶内壁光滑。

（4）大圆形塑料瓶（试样瓶或接收瓶） 高压聚乙烯，容量 ’++,:，高约 %%7,，大

口，瓶内壁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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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测定步骤

（一）水煤浆动态稳定性

（!）称量干燥清洁的小圆形塑料瓶，将搅拌均匀的水煤浆倒入小圆形塑料瓶（试样

瓶）中至离瓶口约 "#$ 处（!%& ’ ()&*），准确称量，计算水煤浆试样的总试样量 !+。

将装有水煤浆的塑料瓶拧紧盖后放到振荡机顶盘上，固定好后开机连续振荡 ,-。

（(）关闭振荡机，立即取下塑料瓶，打开盖，先倾斜将瓶内水煤浆倒入已预先准确

称量的干燥清洁的塑料接收瓶中，)&+ 后垂直倒置，装有水煤浆的试样瓶口要与接收瓶

口对正，垂直倒置 .$/0，停止倾倒，立刻盖上接收瓶和试样瓶瓶盖。

（)）称量接收瓶的总质量，计算接收瓶中水煤浆的质量 !12。

（"）称量试样瓶总质量，计算试样瓶中残留物的质量 !12。

注：振荡后，接收瓶中水煤浆的质量和试样瓶中残留物质量之和（!12 3 !2）与水煤浆试样总质

量 !1+ 相差不应超过原质量的 !4，否则，本次试验无效。

（二）水煤浆静态稳定性

（!）充分搅拌水煤浆试样使之均匀，将搅拌均匀的水煤浆倒入已知质量的塑料瓶中

至离瓶口 )#$ 处（"&& ’ ",&*），称量试样瓶总质量，计算水煤浆试样的总质量 !+。拧

紧瓶盖，在室温下静置 56。

（(）静置 56 后，打开塑料瓶盖，先倾斜将瓶内水煤浆倒入已知质量的干燥清洁的

塑料接收瓶中，)&+ 后垂直倒置，装有水煤浆的试样瓶口要与接收瓶口对正。垂直倒置

.$/0，停止倾倒，立刻盖上接收瓶和试样瓶瓶盖。

（)）称量接收瓶的总质量，计算接收瓶中水煤浆的质量 !17。

（"）称量试样瓶总质量，计算出试样瓶中水煤浆残留的质量 !7。

注：静置后，接收瓶中水煤浆的质量和试样瓶中残留物质量之和（!17 3 !7）与水煤浆试样总质

量 !+ 相差不应超过原质量的 !4。否则，本次试验无效。

六、结果计算

（一）水煤浆动态稳定性

水煤浆动态稳定性按公式（.）计算：

"#680 9
!2

!+
: !&& （.）

式中 "#680———水煤浆动态稳定性，4；

!2———水煤浆振荡后非流动性残留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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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煤浆试样的总质量，"。

（二）水煤浆静态稳定性

水煤浆静态稳定性按公式（#）计算：

"# !$% &
!’

!!
( )** （#）

式中 "# !$%———水煤浆静态稳定性，+；

!’———水煤浆静置 ,- 后非流动性残留物的质量，"。

七、方法的精密度

（一）水煤浆动态稳定性测定的精密度

水煤浆动态稳定性测定的重复性限如表 ), . / 规定：

表 ), . / 水煤浆动态稳定性精密度

项 目 范围 0 + 重复性限 0 +

"#-12

!)3 )45*

6 )3 /43*

（二）水煤浆静态稳定性测定的精密度

水煤浆静态稳定性测定的重复性限如表 ), . 7 规定：

表 ), . 7 水煤浆静态稳定性精密度

项 目 重复性限 0 +

"#!$% 74**

第六节 水煤浆密度测定方法

本测定方法摘引自 8’ 0 9 )::3;4#—5**5。

一、方法提要

用密度瓶法测定 5*<时一定量水煤浆试样的质量与其体积（即排出的水的体积）

之比，可得水煤浆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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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剂

!）洗液

（!）轻汽油或其它溶剂：能清除密度瓶和塞子上的污染物。

（"）铬酸洗液：称取重铬酸钾（#$ %&"）"’( 于 )’’*+ 的烧杯中，加入 &’*+ 水，

加热使重铬酸钾溶解，冷却至室温。在不停搅拌下，将 ,%’*+ 浓硫酸（#$ %")）慢慢加

入上述已冷却至室温的溶液。

"）蒸馏水（不含 -."）

新煮沸的蒸馏水，冷却至室温。

三、仪器设备

（!）密度瓶 带磨口毛细管塞，容积为 %’*+。如图 !/ 0 ,。

图 !/ 0 ,

（"）水银温度计 ’ 1 )’2，分度 ’3"2。

（,）分析天平 感量 ’3’’’ "(。
（&）恒温器 能保持（"’ 4 ’3)）2的恒温装置。

（)）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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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验准备

（一）密度瓶的准备

先清除密度瓶（!"#）和塞子上的污染物，用洗液（$"#）彻底清洗后，用水洗净，

再用蒸馏水冲洗，将洗净的密度瓶放在烘箱里烘干，冷却至室温备用。
注：应先用轻汽油或其它溶剂清除密度瓶和塞子上的污染物，若不能清除污染物，则选择铬酸洗

液。铬酸洗液为强酸和强氧化剂，使用时应小心。

（二）密度瓶空白值的测定

沿密度瓶内壁向瓶内注满新煮沸并冷却至室温的蒸馏水，然后置于（%& ’ &"(）)的

恒温器中，恒温 #*。盖上瓶盖，使过剩的水从毛细管上溢出（这时瓶中和毛细管内不

得有气泡存在，否则应重新加水塞盖）。迅速擦干密度瓶，立即称量（精确至 &"&&&
%+）。再将该密度瓶置于（%& ’ &"(）)的恒温器中，恒温 &"(*，直至前后两次测定的质

量之差小于 &"&&# (+。取两次测定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密度瓶的空白值（!&）。密度瓶的

空白值应一个月测一次。

五、测定步骤

（#）称量干燥清洁并测过空白值 的 密 度 瓶（精 确 至 &"&&& %+），得 密 度 瓶 质 量

（!,）。

（%）加入约半密度瓶体积的搅拌均匀的水煤浆试样于密度瓶中，称量（精确至

&"&&& %+），得装有试样的密度瓶质量（!, - .），则水煤浆试样的质量 !# / !, - . 0 !,。

（$）沿密度瓶内壁向瓶内注入新煮沸并冷却至室温的蒸馏水至低于瓶口约 #12 处，

然后置于（%& ’ &"(）)的恒温器中，恒温 &"(*。

（!）用吸管沿瓶颈滴加煮沸过的 %&)或室温蒸馏水至瓶口，盖上瓶盖，使过剩的

水从瓶塞上的毛细管溢出（这时瓶中和毛细管内不得有气泡存在，否则应重新加水盖

塞）。

（(）迅速擦干密度瓶，立即称量（精确至 &"&&& %+），得装有试样和水的密度瓶质

量（!%）。

六、结果计算

水煤浆密度测定结果按下式计算：

!%& /
!#

!& - !# 0 !%
3 &"4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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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在 !"#时水煤浆的密度，$ % &’(；

!)———水煤浆试样质量，$；

!"———密度瓶和水的质量，即密度瓶的空白值，$；

!!———密度瓶、水煤浆试样及水的质量，$；

"*++, !———水在 !"#时的密度，$ % &’(。

水煤浆密度测定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 ( 位，取两次重复测定结果的平均值报出。

"（单位#）时水煤浆密度按公式（))）计算：

!" -!!"·#" （))）

式中 !" ———水煤浆在 "#时的密度，$ % &’(；

#" ———水煤浆 !"#时的密度换算为 "（单位：#）时的密度的校正系数，由表 ).
/ 0 查出。

表 ). / 0 校正系数 #"

!
!!

表

温度 % # 校正系数 #" 温度 % # 校正系数 #

!
!!

"

!
!!

1 )*"") .2 !) "*+++ .+

!
!!

. )*"") ." !! "*+++ 01

!
!!

, )*"") 10 !( "*+++ 0(

!
!!

+ )*"") 0, !2 "*+++ "+

!
!!

)" )*"") 0" !0 "*++, ,(

!
!!

)) )*"") 2" !1 "*++, 0.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0 )*""" +" (" "*++. 2(

!
!!

)1 )*""" .2 () "*++. )(

!
!!

). )*""" 0. (! "*++1 ,!

!
!!

), )*""" (+ (( "*++1 2+

!
!!

)+ )*""" !" (2 "*++1 )1

!" )*""" "" (0 "*++0 ,!

七、方法的精密度

水煤浆密度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 ). / 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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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项 目 重复性限 % & 再现性临界差 % &

密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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