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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乙二胺法测定中国手工纸纤维素特性粘度的改进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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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一个通过铜乙二胺法测定纤维素特性粘度的改进实验。在该方法中，木质素对纤维素特性粘度的测定
会产生巨大影响。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本实验构建纤维素-木质素模型，讨论了木质素含量对纤维素特性粘度的影
响，并采用改进的计算方法获得了更加准确的纤维素特性粘度和聚合度。此外，还探讨了与空气接触时，不同溶解
时间对纤维素铜乙二胺特性粘度的影响。该实验是纤维素相关材料的基本表征实验，学生可以了解纤维素的基本性
质和溶解机理，以及高分子材料粘度的测定和粘度计的使用方法，还可以学习构建简单模型对各组分影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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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mproved experiment for determining the intrinsic viscosity of cellulose through the copper
ethylenediamine method is introduced. In this method, lignin has a great impact on determination of the intrinsic
viscosity of cellulose. In order to explore this issue, a cellulose-ligni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lignin content on intrinsic viscosity of cellulose. Moreover, an improved calculation method was used for cellulose in
this model to obtain a more accurate intrinsic viscosity and degree of polymerization of cellulose.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issolution times on the intrinsic viscosity of cellulose copper ethylenediamine when in contact with air was
also discussed. This experiment is a basic characterization experiment of cellulose-related materials. By learning this
experimen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basic properties and dissolution mechanism of cellulose, as well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viscosity of polymer materials and the use of viscometer. They can also learn to build a simple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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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聚合物是单体分子通过聚合反应形成的相对分子量高达几千至几百万的化合物，其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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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分子量决定了高分子的加工和使用性能。测定高分子聚合度的方法包括凝胶色谱法、端基测定
法、光散射法、渗透压法和粘度法等。粘度法具有设备简单、操作便利、测定和数据处理周期短的
优势，目前已被国内众多物理化学实验教材大量采用[1–3]。粘度法可分为三类：毛细管粘度法、落球
式粘度法、旋转粘度法等，其中毛细管粘度法是使用最广泛的。但该方法只适用于稳定、可溶的纯
净高分子溶液，所测分子量称为粘均相对分子质量。而在实际高聚物聚合度测量中，也有很多高分
子由于不易溶解、溶解后不稳定或含有杂质等问题，难于直接使用粘度法测定相对分子量。本文将
选择中国手工纸为测定对象，针对其含有较多木质素杂质以及纤维素难溶解、易氧化降解等问题，
发展适合于化学类或纸质文物保护类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实验课程的研讨型综合实验。
中国手工纸是通过传统工艺制备的以天然纤维素为主要成分的纸张，其分子量测定是推断其使
役寿命和力学强度的基本参数，对解决古籍断代、修复及再造意义重大。由于其主要成分纤维素纤
维含有大量氢键，最常用的方法是采用铜乙二胺解氢键来制得适合粘度法测定的稀溶液 [4]。但在手
工纸的传统制备工艺中，为了获得高纤维素得率和聚合度，通常采取条件缓和的处理方法，往往残
留一定量的木质素，导致测定纤维素聚合度常用的铜乙二胺粘度法难以适用，例如目前造纸领域的
现行国家标准要求所测纸浆木质素质量分数低于0.5% [5]，严重影响了对基于中国传统纸质文物的寿
命预测及保护材料的选择。此外在该法中，由于铜乙二胺催化作用常常引起纤维素发生氧化反应，
导致纤维素分子量测定结果不准确，因此应尽量避免溶液与氧气接触。
基于这些考虑，本实验将构建铜乙二胺溶液的纤维素-木质素模型，通过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
探讨木质素含量对纤维素铜乙二胺法特性粘度及其分子量计算的影响，并通过对不同手工纸样品的
实测，具体了解实际复杂高分子聚合物体系分子量测定的过程。通过本实验，学生将进一步提升对
高分子粘度法测定特性粘度和分子量的原理与方法的理解，系统地掌握纤维素铜乙二胺法特性粘度
和聚合度的测定方法，并学会探讨杂质或因素的影响。

1

实验目的
(1) 通过文献查阅，了解纤维素的特点、研究现状和应用前景。
(2) 掌握高分子粘度法测定特性粘度和分子量的原理。
(3) 掌握铜乙二胺法测定纤维素特性粘度和聚合度的原理及操作方法，会系统讨论影响因素。

2

实验原理

2.1

纤维素-铜乙二胺溶液配制
纤维素具有多重氢键超分子结构，且结晶态较复杂，一般情况下不易溶于普通溶剂。铜乙二胺
配合物是一种纤维素的理想溶剂，与纤维素C2和C3位的羟基发生强相互作用使纤维素溶解，由此可
形成适合粘度测定的纤维素铜乙二胺溶液。纤维素溶于铜乙二胺的反应如下：
(C6H10O5)2n + 2n[Cu(en)2](OH)2 → [(C6H8O5) − Cu(en)]2n + 4nH2O + 2n(en)
其中(en)代表乙二胺分子，图1是纤维素溶解于铜乙二胺溶液后产物的分子结构示意图。

图1

纤维素溶解于铜乙二胺溶液后产物的分子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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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纤维素-铜乙二胺溶液特性粘度测定及分子量
纤维素-铜乙二胺溶液特性粘度测定的原理是先用毛细管粘度计测出上述预先配制的纤维素-铜
乙二胺溶液粘度(η)相对于铜乙二胺溶剂粘度(η0)增加的分数，即增比粘度(ηsp)，然后采用马丁经验方
程(公式1)，即可得到其特性粘度[η]。
(1)
ηsp = [η]·ρ·eK[η]ρ
式中ρ是纤维素在稀溶剂中的浓度(以绝干计，单位g·mL−1)；K为经验常数，对于纤维素-铜乙二
胺系统，K = 0.13。
继而再根据Mark-Houwink方程(公式2，式中M为高分子的分子量，K和α为与分子量无关的常数)，
(2)
[η] = KMα
即可求得纤维素的分子量。通常以纤维素聚合度(DP)计，由公式2推得的经验公式3如下：
(3)
DP0.905 = 0.75[η]
2.3 毛细管粘度计分类与选型根据
毛细管粘度仪通常分为乌式粘度计、奥式粘度计和北欧标准粘度计三类，如图2所示。其中奥氏
粘度计由于毛细管中的液体所受压力差与液面高度有关，当标准液和待测液体积有差异时易造成误
差；乌氏粘度计通过增加支管形成气承悬液柱，既避免了测试液体积差异的影响，并可以方便地在
粘度计储液球中调节溶液浓度，所调配的溶液也可反复抽吸进行测试。但反复使用同一纤维素-铜乙
二胺溶液，会增加该溶液与空气的接触，导致纤维素分子量测定结果不准确，因此乌氏粘度计并不
适合其粘度的测定。因此本实验选用北欧校准粘度计，并舍弃每一次测试后溶液，以避免纤维素氧
化降解的影响。

奥氏粘度计

图2

3
3.1

乌氏粘度计

北欧标准粘度计

常用毛细管粘度仪示意图

试剂与仪器

试剂
纤维素：来源于浆粕，由齐鲁工业大学省部共建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
木质素：由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铜乙二胺溶液：按GB/T 1548–2016《纸浆 铜乙二胺(CED)溶液中特性粘度值的测定》附录A《铜
乙二胺(CED)溶液的制备与分析》所述配制。
测试所用水为去离子水。
3.2 仪器
试样溶解瓶：容积约为52 mL的细口聚乙烯瓶，当容器中装入50 mL溶液时，残留的空气能排出，
排出空气后盖好橡皮塞或带有密封垫的罗口盖。
毛细管粘度计：带有水套的校准用毛细管粘度计和带有水套的测定用毛细管粘度计。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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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GB/T 1548–2016《纸浆 铜乙二胺(CED)溶液中特性粘度值的测定》所用北欧标准粘度计。在测
定时，要求特性粘度[η]与纤维素浓度ρ的乘积[η]·ρ = 3.0 ± 0.5，并且粘度为11 mPa·s的溶液的流出时
间约为100 s，速度梯度Gmax为(200 ± 30) s–1。Gmax由公式4获得。
4V
(4)
Gmax = 3
πr t
式中，V为流出容积，cm3；r为毛细管内半径，cm；t为流出时间，s。
恒温水浴：能控制在(25 ± 1) °C，并装有自动循环泵。
天平：精度0.001 g。
振动器：环境温度25 °C，每分钟振动250次。
秒表：精度为0.01秒。

4

实验步骤

4.1

纤维素-木质素模型物的配制
选取纤维素粉和木质素粉作为模型代表物，称取纤维素1.40 g，分别称取相当于纤维素重量比为
0%、1%、2%、4%、5%、10%、20%、30%的木质素，与纤维素一同加入溶解瓶中，先加入25 mL去
离子水，使纤维素和木质素粉均匀分散，然后加入25 mL铜乙二胺溶液，并加入2–3颗玻璃珠，排除
空气后振荡溶解瓶，使物料分散溶解。
4.2 模型物特性粘度的测定
测定(25 ± 0.1) °C下溶液自北欧标准粘度计上刻度线至下刻度线的流出时间，用秒表计时，测定
三次，取其平均值计算表观相对粘度。根据表观相对粘度，经查GB/T 1548–2016《纸浆 铜乙二胺
(CED)溶液中特性粘度值的测定》附录2《不同粘度比ηratio对应的[η] × ρ值》表格，进一步得到表观特
性粘度[η]。
4.3 含有木质素的纸样特性粘度的测定
(1) 将纸样撕成面积小于1 cm2的碎片。根据GB/T 1462–2008《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样水分的
测定》测定纸样水分。根据GB/T 747–2003《纸浆 酸不溶木质素的测定》和GB/T 10337–2008《造纸
原料和纸浆 酸溶木质素的测定》测定纸样中木质素总含量。
(2) 取一定量试样(精确至0.005 g)于溶解瓶中，先加入25 mL去离子水，剧烈震荡使试样均匀分
散，并浸泡至少2 h，使纤维充分润胀，然后加入25 mL铜乙二胺溶液，并加入2–3颗玻璃珠，排除空
气后振荡溶解瓶，使试样溶解。
(3) 调整溶液温度至25 °C，倒出溶液于测定用毛细管粘度计中，启动自动循环保温的恒温器，
恒温5 min。
(4) 测定(25 ± 0.1) °C下溶液自毛细管粘度计上刻度线至下刻度线的流出时间，用秒表计时，测
定三次，取其平均值计算表观相对粘度。根据表观相对粘度，经查GB/T 1548–2016《纸浆 铜乙二胺
(CED)溶液中特性粘度值的测定》附录2《不同粘度比ηratio对应的[η] × ρ值》表格，进一步得到表观特
性粘度[η]。

5
5.1

实验结果举例

木质素含量对纤维素铜乙二胺特性粘度的影响
图3是含不同木质素的纤维素铜乙二胺溶液的特性粘度测定结果。由图3可知，提高木质素含量，
会导致模型物的表观特性粘度值下降，并与木质素含量呈线性关系(如图3中圆点所示)。在扣除木质
素含量后，可以获得仅以纤维素实际浓度计的特性粘度，我们将该粘度称为校正特性粘度(如图3中
菱形所示)，可见，该粘度值不随木质素含量的增加而变化，且与木质素为0%条件下的纤维素的特性
粘度值相当，说明通过纤维素的实际浓度来计算其铜乙二胺溶液的特性粘度可以排除木质素含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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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获得准确的特性粘度值。此外，尽管该模型设计了木质素30%含量的实验，但实际操作中，当
木质素含量超过20%后，有堵塞粘度计毛细管的情况，此时所测结果已不再准确。

木质素含量对纤维素铜乙二胺法所得特性粘度的影响 [6]

图3

● 表观特性粘度；◆ 校正特性粘度

5.2

纸张样品特性粘度讨论
本实验选择了3种木质素含量不同的纸样，并基于上述方法测定了纸样中纤维素的校正特性粘
度，进一步根据方程(2)获得了纸样纤维素的聚合，所得结果列于表1中。这一方法不仅降低了木质素
的影响，同时获得了更加准确的特性粘度值和聚合度，能够降低由木质素影响而导致的纤维素聚合
度偏差，进而为纸张的寿命预测提供更好的依据[7,8]。
表1

3种纸样铜乙二胺法特性粘度和聚合度的测试结果 [6]

纸张种类

木质素含量/%

表观特性粘度/(mL·g−1)

校正特性粘度/(mL·g−1)

聚合度

纸样1

1.24

1403

1412

2200

纸样2

5.05

886

940

1400

纸样3

0.49

308

327

440

5.3

纤维素特性粘度氧化降解的讨论
图4显示了空气接触下不同溶解时间对纤维素铜乙二胺特性粘度的影响。如图4所示，纤维素铜
乙二胺溶液接触空气后，特性粘度值随溶解时间的延长而逐渐下降。为了与北欧标准粘度计作对比，
本实验还选用了乌氏粘度计进行测试，也出现了纤维素特性粘度下降的现象，这是纤维素溶液经多
次回用出现降解的结果。所以，为了得到可靠而稳定的结果，应尽量避免纤维素铜乙二胺溶液与空
气的接触，而且，待测溶液在使用一次后应弃置，不再回用。

图4

空气接触下不同溶解时间对纤维素铜乙二胺特性粘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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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注意事项

本实验涉及纤维素的相关知识，包括纤维素的溶解和特性粘度测定，在实验操作中，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
(1) 在配制铜乙二胺溶液时注意温度和化学品用量的控制，如不方便配制，可直接购买铜乙二
胺溶液，之后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进行标定。
(2) 试样和溶剂装入溶解瓶后，应尽量排除空气，避免氧气引起试样降解。
(3) 在测试模型物特性粘度时，注意木质素含量超过20%后，有堵塞粘度计毛细管的情况，此时
所测结果已不再准确。而当纸张的木质素含量超过10%后，已不能再使用CED法测定其特性粘度和
聚合度。
(4) 对于纸张纤维，尤其是纤维较长的情况，在铜乙二胺溶液中溶解需要一个过程。可根据木质
素含量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溶解方式，木质素含量高的试样，溶解时间延长。溶解方式可选择在溶解
瓶中放置转子、玻璃珠等帮助搅拌，也可在振动器上进行。
(5) 与一般高分子溶液测试不同，经过测试的纤维素铜乙二胺溶液已经被空气氧化，该溶液不
可回用。

7

思考题
(1)
(2)
(3)
(4)

8

纤维素与常见高分子材料有何差别？为什么不溶于一般有机溶剂？
模型物的特性粘度与木质素含量有什么关系？
纤维素的铜乙二胺溶液如果不排空气会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评价利用粘度法测定高分子分子量的优缺点，讨论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

结语

本文介绍了铜乙二胺法测定纤维素特性粘度的改进实验，并探讨了木质素含量对纤维素铜乙二
胺法特性粘度的影响。本实验不仅涉及到纤维素的溶解、特性粘度的测试和氧化降解的影响，还讨
论了木质素含量对纤维素铜乙二胺溶液特性粘度的影响。通过构建的纤维素-木质素模型物，扣除木
质素含量，获得仅以纤维素实际浓度计的校正特性粘度，进而获得更准确的纤维素聚合度值，对同
时含有木质素和纤维素的天然纤维的测试有着重要意义。本实验可让学生深入理解高分子的粘度测
定原理和方法，在学习和实践中构建模型思维，延伸到实际样品分析，有助于充分发挥实践与理论
相结合的优势，提高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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