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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

征 文 启 事

#中国炭黑展望会$%&'()*+,-'./ &01+'&简写&,&'是中国炭黑行业规模最大&档次最

高&最具权威性的学术会议%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06 届!每两年一届"' 34 多年来%!$!在凝聚

中国炭黑行业共识&传播中国炭黑行业信息&促进中国炭黑行业健康和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随着 344; 年会议的国际化%(中国炭黑展望会)如今已成为与(世界炭黑会

议)&(亚太炭黑展望会)齐名的全球三大炭黑盛会之一'

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发展%对炭黑及白炭黑的需求迅速增长%中国炭黑工业日益发展壮

大' 自 3442 年以来%中国炭黑产量已经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炭黑市场备受国际炭

黑界及相关业界关注%中国的炭黑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简称#&,&(#$$'定于 3405 年 5 月 05 F02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云

安会都酒店举行' 本届展望会将围绕(创新&发展&升级)进行学术交流%旨在促进我国炭黑行业

以及相关应用行业的信息共享%加快炭黑生产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广的步伐%推动中国炭黑工业的

协调发展和科技进步%展望中国炭黑工业的发展远景%共同应对当前炭黑行业面临的种种挑战'

欢迎炭黑&白炭黑!包括其它浅色补强材料"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轮胎&橡胶&

塑料&油漆&油墨生产企业以及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中青

年科技工作者提交学术论文' 入选论文将收入#3405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集$%并陆续在#炭黑

工业$杂志上刊登'

欲了解会议具体安排及论文板块设置%请浏览会议专用网站*GGGHBIJKCLKMIBNB=OLI3405HBCD

征文要求
0H论文观点明确#内容翔实#文字力求简练#原则上不超过 ;444 字$

3H论文书写格式与%炭黑工业&投稿的要求相同#最好能提供中'英文对照稿$ 文稿请用

PEDIOM发来#排版软件建议采用QCJR$

6H拟提交论文的作者#请在 3406 年 1 月 34 日前将题目'摘要报组委会 杨鸿'朱永康$

5H征文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 请勿一稿多投$

7H征文截止日期(3406 年 03 月 04 日$

9H征文用PEDIOM投稿#请发送至BKB@BIJKCLKMIBNB=OLI3405HBCD或 4;06<=>?@096HBCD

主题为)3405 展望会投稿*$

联系电话""2#342!#3##")"2#342!#3##!%%传 真""2#342!#3!#!

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炭 黑 分 会

全 国 橡 胶 工 业 信 息 中 心%炭黑分中心

3406 年 2 月



沉淀法白炭黑需求现状和展望

李炳炎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956444"

//沉淀法白炭黑!即沉淀法水合二氧化硅%以下

简称为白炭黑"是无机硅化合物的主要产品之一%

它是橡胶工业重要的补强原材料%也用于食品&药

品&农药&饲料&牙膏&化妆品&涂料&塑料&造纸等

许多行业' 3403 年我国沉淀法白炭黑产量达到

11H7 万吨%约占世界沉淀法白炭黑总需求量的一

半%居世界第一位%并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汽车

和轮胎工业%特别是绿色轮胎的发展%继续发展'

收稿日期"3406S4;S3;

本文将综述国内外沉淀法白炭黑需求现状和

今后发展趋势%并对我国绿色轮胎用高分散性白

炭黑的需求进行探讨%供沉淀法白炭黑业界参考'

#%世界沉淀法白炭黑的需求

#5#%分地区需求

据国外某咨询公司统计和预测*3403 年世界

白炭黑需求量为 346A5 万吨%预测 3407 年将达

353A7 万吨%3404 F3407 年年均递增 9A7:%增长

的原因主要是轮胎用白炭黑需求增长%以及新兴

发展中国家的白炭黑需求增长%见图 0&图 3' 其

中北美和欧盟年均递增率分别为 5A1:和 7A7:%

增速较慢+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分别年均递增

2A0:和 2A;:%增速较快' 近几年%鞋类生产开始

由中国向南亚转移%因此亚洲其他地区白炭黑需

求量增速最快'

#5!%分用途需求

据国外的调研数据%3403 年世界和中国沉淀

法白炭黑分用途需求比见图 6 和图 5'

从图 6 可以看出%世界白炭黑需求量按用途

分*橡胶用最多&占 95A6:%其中传统轮胎占

05A6:% 绿色轮胎占 09A4:%橡胶制品8硅橡胶占

图#%!"#!年世界分地区的白炭黑需求量

图!%!"#6年世界分地区的白炭黑预测需求量

03A9:%鞋类占 30A5:+其次其他工业占 07A2:+

再次是牙膏和营养8健康用品%分别占 04A2:和

1A6:'

中国白炭黑分用途的需求为*橡胶用占

;7A0:%其中传统轮胎占 06A1:和世界的 05A7:

相近%绿色轮胎占 7A7:&比世界的 07A2:低得

多%鞋类占 76A1:%比世界的 30A5:高得多+由于

中国橡胶用&特别是鞋类白炭黑需求的比例偏高%

0第 0 期/// ////////李炳炎H沉淀法白炭黑需求现状和展望



其他用途的比例显得偏低'

!"#!年世界沉淀法白炭黑分用途需求

图$%!"#!年中国沉淀法白炭黑分用途需求

如果在扣除橡胶用需求量后%对中国和世界

沉淀法白炭黑分用途的需求进行比较%见图 7 和

图 9' 可以看出*中国白炭黑的牙膏需求比为

62A5:%高于世界的 64A0:%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

多+饲料用的需求比为 07A7:% 高于世界的

;A;:%这是因为中国的家禽和家畜放养比率较

低%饲料用量较多+其他各用途除纸业外均相近'

看来%在扣除橡胶用白炭黑的需求后%再进行比较

是合理的'

#53%分用途需求的发展趋势

国外预测!见图 2"*世界白炭黑总需求量的

年均递增率将由 3442 F3400 年的 6A1:提高到

3400 F3407 年的 7A0:' 这是因为当前世界经济

形势%虽然存在欧盟的债务危机和新兴发展中国

家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问题+但比 344; F3441 年

的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小+也就是说%3400 F3407

图6%扣除橡胶用白炭黑后的

!"#!年世界沉淀法白炭黑分用途需求

图7%扣除橡胶用白炭黑后的

!"#!年中国沉淀法白炭黑分用途需求

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将比 3442 F3400 年好%因此%

白炭黑的需求增长较快'

图8%国外预测!"##9!"#6年世界白炭黑

需求分用途的年均递增率

轮胎需求量容易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344;

F3441 年金融危机时%欧美的轮胎需求量曾显著

降低+3403 年欧盟债务危机也导致欧盟的轮胎需

3 炭/黑/工/业// / ////////////3405 年



求量降低+但从世界总体情况看%轮胎的需求将增

加' 由于欧&美&日&韩轮胎标签法规的开始实施%

绿色轮胎在轮胎中的比例将较快增加' 绿色轮胎

白炭黑用量高于传统轮胎%预测 3400 F3407 年世

界绿色轮胎的白炭黑需求的的年均递增率将达

04A;:%是白炭黑需求的主要增长点'

非轮胎橡胶制品包括工业用橡胶制品&硅橡

胶和鞋类等%也会受经济形势影响但较小%白炭黑

需求也在增长%但是鞋类用量' 已趋饱和%因此

3400 F3407 年白炭黑需求的增速同比将降低'

牙膏随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而

增加%采用白炭黑为摩擦剂和增稠剂的高&中档牙

膏也会增多%不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 但因其用

量已趋饱和%因此其白炭黑需求的增速将降低'

营养8健康用品用白炭黑%包括食品和药品的

抗结块剂&载体和增稠剂%饲料的添加剂%卫生间

和洗涤用品%以及化妆品等%基本不受经济形势影

响而平稳增长' 但其中的药品和化妆品用量已趋

饱和%因此其白炭黑需求的增速将降低'

其他工业用白炭黑*纸张的需求量受电子

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逐步减少&造纸用白炭黑

也随之逐步减少%故已开始负增长' 塑料用白

炭黑主要用于电池隔板和塑料挤出的防堵剂将

平稳增长' 涂料易受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影响%

由于新兴国家房地产和汽车发展迅速&需求将

较快发展'

!%轮胎用高分散性白炭黑的需求

!5#%白炭黑在轮胎中的应用

在轮胎行业中%过去白炭黑主要用于子午线

轮胎的带束层%以增强钢丝和橡胶的粘合性%填充

量小于 7T=J!每 044 份橡胶中的白炭黑份数"' 也

有些轮胎企业用于子午线载重轮胎的胎面%以提

高胎面胶的抗刺扎和抗崩花掉块性%其填充量为

04 F07 T=J' 由于填充量不多%采用常规白炭黑

品种即可较好的分散'

上世纪 14 年代以来%由于西欧对环保和节能

的要求日益严格%开始在轿车胎中加大白炭黑在

胎面胶中的填充量%发现可以显著降低滚动阻力%

还能保持较好的抗冰&湿滑性'

0110 年米其林公司研制出胎面胶全用白炭黑

的(绿色轮胎)%其滚动阻力可比一般轮胎降低约

64:%节油及减少汽车废气 7:以上' 然而%国外

白炭黑的售价较高%加上偶联剂和胶料加工增加

的费用%轮胎成本显著增加%而且全用白炭黑的轮

胎耐磨性和抗静电性都不好' 因此%在生产低滚

动阻力轮胎时%多采用炭黑和沉淀法白炭黑并用

的配方%以取得最佳的性能8成本效果'

绿色轮胎的制造技术主要从选择合适的胶种

和配合剂%改进胎面胶料配方入手!采用溶聚丁苯

橡胶和加大白炭黑在胎面胶中的用量&采用硅烷

偶联剂等"+再辅以减薄胎体&优化轮胎轮廓以及

胎面花纹等结构设计手段%来达到降低轮胎滚动

阻力的目的'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曾经对国外和国内

外资企业轮胎进行剖析%结果表明%国外乘用轮胎

白炭黑用量较多%而载重轮胎白炭黑用量还较少%

见表 0'

表 3 是较早的数据%目前绿色轮胎胎面胶中

白炭黑用量已达 74 F94 T=J'

表#%国外轮胎胎面胶配方剖析

品/种 规/格
白炭黑用量%T=J 炭黑用量% T=J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样品数

高性能轿车轮胎 017897#07 95 9 56 97 06 64 9

冬用轿车轮胎 U357824#09 93 4 07 27 07 74 9

低断面无内胎载重轮胎 6;7897#33A7 03 4 5 73 50 5; 9

普通有内胎载重轮胎 1A44#34 03 4 7 96 53 70 5

!5!%绿色轮胎及其发展趋势

(绿色轮胎)是经过优化&具有低滚动阻力的

轮胎和8或采用可再生!或可持续"的原材料!特别

是橡胶"制造的轮胎'

本文中的(绿色轮胎)是指能降低汽车油耗

和提高汽车安全性能的轿车轮胎产品%包括低滚

动阻力轿车轮胎%高性能轿车轮胎和冬用轿车轮

胎等类别+它们和轮胎标签法规直接相关%而且

加大胎面胶中白炭黑的用量是制造此类轮胎的

主要措施'

6第 0 期/// ////////李炳炎H沉淀法白炭黑需求现状和展望



3403 年 00 月开始实施的欧盟轮胎标签法规%

将轮胎的燃油效率&在湿滑路面制动时的安全性&

产生噪声的水平进行了分级' 滚动阻力!燃油减

排"分为由"!绿色"到 V!红色"的 2 个等级' 配

有"类!绿色"轮胎的汽车与配有 V级轮胎的汽

车相比%能节省燃油 2A7:' 抗湿滑性也分为由 "

到V的 2 个等级%"级在湿滑路面上以 ;4 公里8

小时的速度行驶时的制动距离较 V级缩短约 0;

米' 车辆驾驶产生的噪声以分贝!R$"表示%噪声

排放低于 91 分贝被视为(特别安静的轮胎)%符合

"类标准%见图 ;'

图2%欧盟轮胎标签及不同级别的

轿车轮胎的滚动阻力

欧盟在 344; 年 2 月 60 日对其市场上的轮胎%

进行了调查%结果还没有达到"&$级的轮胎%只有

7:达到!&*级%有 72:为 P&W级' 还有 6;:为

V级%达不到法规的最低准入要求' 因此%欧盟规

定*第一阶段从 3403年 00月开始%轿车和轻卡轮胎

至少要达到W级%并对达到"&$&!级的轮胎给予财

政奖励' 第二阶段从 3409 年 00 月开始%轿车和轻

卡轮胎至少要达到P级' 以后再逐步提高'

在欧盟的带动下%美&日&韩也先后制定了以

降低滚动阻力为主&内容和要求不同的轮胎标签

法规' 我国由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负责&正在起草

绿色轮胎相关的方案和标准' 在这些法规推动

下%绿色轮胎的需求和生产将较快发展'

欧盟法规并未明确达到哪一级才是绿色轮

胎%从国内外有关报道看%似乎将达到欧盟法规中

"&$&!级要求的轮胎&视为绿色轮胎'

据 ,DO<=XJY咨询公司的统计和预测%在世界

轮胎市场中%3403 年绿色轮胎的销售额为 55; 亿

美元%占轮胎市场总销售额的 3;:' 预测 3402 年

绿色轮胎的销售额将达 249 亿美元%占轮胎市场

总销售额的 67:%3403 F3402 年间年均递增率为

1A7:' 这个预测和图 2 中预测的 3400 F3407 年

世界绿色轮胎的白炭黑需求的年均递增率 04A;:

基本一致'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上届会长范仁德在 3403

年中国橡胶年会上指出了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轮胎行业已就推动绿色轮胎产业化发

展达成共识%中橡协将参考欧盟轮胎标签法和

#P"!Z法规%并结合我国节能降耗要求%制定符

合国情的绿色轮胎产业化法规%争取,十二五-末

实现有半数企业可以生产绿色轮胎%其中又有

74:的企业绿色轮胎产量超过普通子午胎产量的

目标')

!53%高分散性白炭黑需求预测

3A6A0/国外的预测

3400 年世界轮胎用白炭黑需求量为 71A; 万

吨%预测 3407 年将达 ;0A3 万吨%3400 F3407 年年

均递增 ;A4:%其中中国 3400 年需求量为 03A; 万

吨%预测 3407 年将达 01A7 万吨% 年均递增

00A0:%见图 1'

3400 年世界绿色轮胎用白炭黑!即高分散性

白炭黑"需求量为 64A1 万吨%预测 3407 年将达

59A7 万吨%3400 F3407 年年均递增 04A;:+其中

中国 3400 年需求量为 6A3 万吨%预测 3407 年将达

2A4 万吨%年均递增 30A9:+见图 04'

图:%世界轮胎用白炭黑需求量

3A6A3/国内高分散性白炭黑需求量的探讨

在上述国外预测中%我国 3400 年需求量为

6A3 万吨%预测 3407 年将达 2A4 万吨' 这个数字

比国内有人预测的(按照当前轮胎生产对炭黑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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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世界绿色轮胎用白炭黑需求量

多万吨的需求量计算%若高分散白炭黑能够在轮

胎中替代一半的炭黑%所产生的市场需求量就能

够达到 044 多万吨)少得多' 为此有必要对我国

高分散性白炭黑的需求进行探讨'

由于目前绿色轮胎主要是轿车轮胎%因此从

我国 3407 年的轿车轮胎的产量&绿色轮胎的比例

和每条绿色轮胎的高分散性白炭黑用量%即可估

算出当年高分散性白炭黑的需求量'

+0,绿色轮胎的产量

国内绿色轮胎的产量尚未见到有关的统计数

据%如能实现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提出的目标+假定

每个轮胎企业产量相同%到 3407 年%绿色轮胎的

产量应为轮胎总产量的 37:+然而能够生产绿色

轮胎的企业一般是规模较大&研发能力较强的轮

胎企业%或者是跨国的外资轮胎企业%其轮胎产量

也比其他轮胎企业高%因此绿色轮胎的产量应为

轮胎总产量的 37:以上%有可能达到 54:!这是

比较乐观的预测"'

参照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最新的统计和预测%

3403 年汽车轮胎产量已达 5A2 亿条!其中出口轮

胎 0A61 亿条"%预测 3406 年将以 5A4:的增速增

长'

在出口的轿车和轻卡轮胎中%欧盟约 7444 万

条&美国约 6444 万条'

假定 3405 F3407 年增速仍为 5A4:%估算到

3407 年我国轮胎产量将达 7A6 亿条H其中轿车轮

胎的产量约 6A4 亿条' 如果轿车轮胎中%有 54:

是绿色轮胎%则绿色轮胎的产量将达 0A3 亿条'

+3,每条轮胎的白炭黑用量

每条轿车和轻卡轮胎的橡胶用量平均约为

5A7N>%其中胎面胶用量约为 6A4N>' 若绿色轮胎

的胎面胶配方中平均白炭黑用量为 74 份%即

0A67N>%加上其他部位%总用量约为 0A5N>'

+6,3407 年国内高分散性白炭黑需求量的估

算

3407 年%如轿车轮胎产量中的绿色轮胎达到

0A3 亿条%每条绿色轮胎高分散性白炭黑用量为

0A5N>%则需要高分散性白炭黑 09A; 万吨' 比国

外预测的 2 万吨高得多'

如出口欧盟 5444 万条%美国 6444 万条的轿车

轮胎全部是绿色轮胎%需用高分散性白炭黑 1A;

万吨'

+5,3407 年国内白炭黑总需求量的估算

3403 年我国沉淀法白炭黑生产能力为 016A7

万吨%实际产量 11A7 万吨%按照二氧化硅出口量

6; 万吨的 386 估算&白炭黑出口量约 37A6 万吨%

国内表观消费量为 25A3 万吨!国外数据为 23A6

万吨"'

按照国内轮胎用白炭黑约占总消费量占 34:

计算%轮胎用白炭黑消费量为 05A; 万吨!国外数

据为 03A; 万吨"'

世界分地区的轮胎!包括轿车&轻卡和载重轮

胎"产量和白炭黑!包括传统白炭黑和高分散性白

炭黑"用量%只有 3447 年的数据%见表 3' 从轮胎

产量和白炭黑用量可以计算出每条轮胎的平均白

炭黑用量' 可以看出%欧盟每条轮胎的白炭黑用

量最多%这是因为欧盟在本世纪初已经规定乘用

车的原配胎必须是绿色轮胎'

如 3407 年国内轮胎白炭黑!包括传统白炭黑

和高分散性白炭黑"用量%达到 3447 年欧盟的水

平!每条轮胎的平均白炭黑用量 4A51 N>"%按照轮

胎总产量 7A6 亿条估算%轮胎用白炭黑需求量为

39 万吨' 比国外预测的 01A7 万吨多 9A7 万吨'

表!%!""6年世界分地区的每条轮胎的

平均白炭黑用量

地区

轮胎

产量

!百万条"

白炭黑

总消费

量!N<"

轮胎白炭

黑用量

!N<"

每条轮胎平

均白炭黑用

量!N>"

北美 329 3;1 ;4 4A31

欧盟 630 621 072 4A51

亚洲 279 972 16 4A036

其他 0;6 069 30 4A007

合计 0769 0590 670 4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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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

!

国外对中国的预测%白炭黑总需求量与我

国实际情况%比较接近' 但其对轮胎用白炭黑和

绿色轮胎用高分散性白炭黑需求量的预测%可能

偏低'

"

白炭黑分用途的需求比例%国外资料比较

详细%而国内比较粗略%对行业和企业规划产品结

构和新产品开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建议无机硅

化物分会牵头进行调研'

#

在欧美轮胎标签法规开始实施和我国正在

制定相应法规的推动下%国内绿色轮胎生产将较

快发展' 为此对我国高分散性白炭黑需求量&做

了比较乐观的预测' 但预测的需求量并不是很

高' 是否合适. 供探讨'

$

白炭黑在橡胶&塑料&涂料&油墨等应用中%

都存在分散是否良好问题%其中绿色轮胎用白炭

黑用量达到胶料的 74 F94T=J%分散问题特别突

出%因此国外的高分散性白炭黑主要用于绿色轮

胎' 近年来%我国也开发了其他用途的高分散性

白炭黑%但是其需求量有限%故在上述预测中没有

考虑'

%

高分散性白炭黑可以在普通白炭黑生产装

置上%通过改进工艺和设备进行生产' 在目前白

炭黑产能过剩%开工率平均只有 74:的情况下%今

后几年不宜再过多新建高分散性白炭黑生产装置'

&

国内外高分散性白炭黑的市场%目前大部

分被几家跨国白炭黑公司占领' 因此%我国的白

炭黑企业宜加强研发&努力提高高分散性白炭黑

的产品质量%做好市场开发工作%力争扩大市场份

额%而不是急于扩大产能%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

卡博特推出气相白炭黑新品种

卡博特公司最近宣布推出!IK E%E,OM!MIJ[Y

6094 气相白炭黑#一种应用于液体硅橡胶!',#"

的亲水性新产品$ 这种新型气相白炭黑通过提供

高度的补强作用而又不牺牲透明度#并尽量减少

因老化引起的变色来改善透明硅橡胶的性能$

!IK E%E,OM!MIJ[Y6094 气相白炭黑扩大了卡博

特的产品组合#以满足高端透明',#应用!如消费

品'医疗和照明"的性能需求$

卡博特公司表示#开发这种新产品旨在满足

亚太地区对高性能添加剂特别是用户喜欢的高表

面积气相白炭黑的需求$ 相比该应用领域通常使

用的较低表面积!如 644 D

3

8>"品种#这种高结

构'高表面积!544 D

3

8>"品种可使透明度提高

04:#并使老化黄变现象减少 64:$ 据称#!MIJS

[Y6094 气相白炭黑是为有机硅弹性体设计的一组

本地化产品之一$ 与卡博特所有的气相白炭黑一

样#这种气相白炭黑的特点体现在具有高清洁度'

高稠度-低杂质含量导致其光学性能提高#始终如

一的粒子特性可赋予配方稳定性和持续不变的产

品性能$ %朱永康'

青岛赢创化学拟转让!!"国有股权

近日#青岛赢创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

创化学*"66:国有股权#打算以 1544 万元的价格

转手$

赢创化学成立于 0115 年#是赢创集团在华投

资的第一个项目#为中外合资企业$ 主营生产开

发炭黑'炭黑制品和与其相关的副产品及化学品$

从事上述同类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进出口'批发

和佣金代理#委托境内其他企业生产和加工本公

司品牌产品并在国内外销售#为委托加工企业和

客户提供技术和售后服务$ 目前#赢创德固赛!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73:的股权#胶州市财政投

资中心和德国投资开发公司分别持有 66:和

07:的股权$ 根据赢创化学 3403 年度的审计报

告#其营业收入为 6A2; 亿元#营业利润为 2694 万

元#净利润达 0;3; 万元$ 此次股权的评估价格为

1339A73 万元$

不过#此次转让也对受让方提出了要求#要求

受让方必须为跨国公司'资产总额必须在 04 亿美

元以上#且本身必须经营炭黑产品$

%安琪'

9 炭/黑/工/业// / ////////////3405 年



水洗塔在炭黑尾气综合利用中的应用

崔庆渊

!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 炭黑分厂#云南 曲靖 97766;"

摘%要" 资源综合利用是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本文在借鉴一些炭黑行业前辈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结合大为制焦有限公司实际情况%确定了水洗塔在炭黑尾气综合利用的工程技术设计' 其主要内容为*将炭黑尾气中

的水蒸汽脱除%提高尾气热值%将高热值的尾气锅炉发电%或用于替代炼焦用回炉煤气%从而提高锅炉的运行效率&安全性和

甲醇装置的生产负荷%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益'

投产后的运行效果表明*脱水后的尾气热值较脱水前提高了 79:%使火焰燃烧的理论温度提高了 0;5\%燃烧更加稳

定%有利于锅炉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 另一方面%将脱水后的尾气送到炼焦炉%置换出焦炉煤气用作甲醇生产原料%每年可

创造约 0 亿元的销售效益%并能使尾气达标排放%实现了公司炭黑尾气综合利用的初衷'

关键词*炭黑尾气+水洗塔+综合利用+节能降耗

#%炭黑尾气的利用现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炭黑生产工艺基本

上是如今已被淘汰的槽法&混气法和气炉法炭黑%

以这种工艺生产的炭黑的能耗很高' 八十年代

后%随着新工艺油炉法炭黑的开发推广%国内新工

艺油炉法炭黑近二十年从无到有%发展很快' 主

要表现在装置能力大型化%产品品种多样化%工艺

控制和产品包装自动化%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等

方面%特别是硬质炭黑的过程余热利用取得了极

大的进步%在生产应用上现在已经较成熟' 但许

多八十&九十年代建设的炭黑生产装置%能耗仍然

很高%尤其是在炭黑尾气的利用方面%很多是放空

处理%目前国内的炭黑装置对炭黑尾气的利用率

还很低'

收稿日期"3406S47S60+修订日期"3406S4;S34

炭黑是高能耗产业%炭黑的能源成本占了生

产成本的 14:以上%其中%炭黑尾气蕴含的化学热

占炭黑生产总输入能量的 70A0:%因此%炭黑尾气

的综合利用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极为

重要'

#5#%炭黑尾气的利用途径

在炭黑生产中%炭黑尾气可以利用在很多方

面%分别介绍如下'

0A0A0/尾气锅炉发电

将尾气送入尾气锅炉进行燃烧%使其中的

!%&Z

3

&!

D

Z

L

变成 !%

3

&和 Z

3

%%同时烧掉尾气中

绝大部分的炭黑粉尘%让其产生的热量全部供给

尾气锅炉发电%是利用炭黑尾气中化学热的一种

途径'

0A0A3/尾气用作反应炉燃料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寻求如何将尾气用作反

应炉燃料的方法' 显然%这样可以收到节能和减

排的双重效果' %H-HYBC<等人利用当时流行的

!CYCJK技术%从尾气中分离出!%和Z

3

用作燃料%

因为不经济而没有被工业化' &H'H,DO<= 首先建

议%采用富氧空气为氧化剂%尾气经脱湿处理%除

去部分水汽!含水量通常要低于 7:"后%用作反

应炉燃料' 可见%提高尾气热值%改善燃烧效率%

最大限度地为原料油的热裂解提供能量%是尾气

利用的关键'

但由于尾气热值及燃烧效率方面的原因%该

措施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应用还没有得到推广'

0A0A6/尾气用作湿炭黑干燥

将炭黑尾气用作造粒后湿炭黑粒子的干燥燃

料%是目前炭黑尾气应用最为广泛的途径之一'

0A0A5/尾气水洗提高热值利用

将尾气通过水洗塔%一方面可以脱除尾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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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水蒸汽%提高尾气热值%另一方面还可以

脱除尾气中的硫和炭黑粉尘%使袋滤器烟囱排空

气体达标%可收到节能与环保的双重效果'

#5!%增设尾气脱水塔的意义和背景

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焦化炭黑分厂一期投

运以后%副产的炭黑尾气一直用作余热锅炉和干

燥机尾气炉的燃料并能全部消耗完%但随着二期

装置的投运%尾气有盈余' 而公司自 344; 年经济

危机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下滑%焦炉结焦时间从

最短 35 小时%延长到了最长 9; 小时%在这种情况

下%以焦炉煤气作为生产原料的甲醇装置负荷就

严重不足%而甲醇分厂是公司实现销售额及利润

的主要装置%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受到巨大影响'

根据设计%炭黑 5 条生产线的含水尾气量多

达 003444&D

6

8=%脱水后除去干燥炭黑湿粒子用

去的尾气量%还有超过 94444&D

6

8= 的干尾气%干

尾气的热值约为 5444N]8&D

6

%是焦炉煤气热值的

四分之一%用热值当量计算%将脱水后的炭黑尾气

用于回炉煤气%忽略燃烧效率的细微差别%就可以

置换出 07444&D

6

8=的焦炉煤气%从而可以充分利

用甲醇装置的产能%有效地提高甲醇装置生产负

荷'

此外%设置尾气水洗塔%还能达到以下效果*

一是可将尾气中含量高达 6;A72:的水分洗至约

7:左右%可以降低尾气量%减少尾气输送设备的

功率%从而减少了电能消耗' 二是尾气热值和燃

烧温度的提高%有力地提高了热能利用效率和锅

炉蒸汽的品质%解决了长期以来炭黑尾气热值偏

低造成的燃烧不稳定的问题%对锅炉的安全稳定

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此背景下%公司决定投资建设一套尾气脱

水装置'

!%节能降耗工程设计
!5#%炭黑尾气的成分及物理性质

炭黑尾气的物化数据见下表!表 0"'

表#%炭黑尾气的组分)含量及相关物化数据

组/成 Z

3

&

3

!Z

5

!%

!%

3

Z

3

% ,%

3

-,U

!

对应分子量 3 3; 09 3; 55 0; 95

含量% :̂ 1A;3 62A;3 4A32 04A9 3A6 6;A72

744D>8&D

6

74 D>8&D

6

低位热值%N]8&D

6

03254 4 61;34 03954 4 4

定压比热容!

T

%N]H!N>H("

E0

05A32 0A452 3A336 0A452 4A;62 0A623 4A963

//

!

尾气中炭黑粉尘含量%单位*D>8&D

6

'

//从表 0 可以看出%炭黑被收集后的尾气含有

!4&Z

3

&!Z

5

&!

3

Z

3

等可燃气体%约占尾气总量的

34: F36:%其热值约为 944NBIM8&D

6

F274 NBIM8

&D

6

%尾气中的这些可燃气体如果直接排放到空气

中%不但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会影响环境的清

洁和美观%同时也是对尾气中蕴藏的大量能源的

极大浪费'

!5!%尾气脱水前后热值及燃烧情况的变化

3A3A0/尾气脱水前后热值的变化

!0"水洗前炭黑尾气单位体积质量的计算

由于在标准状态下 0DCM的理想气体的体积

为 33A5'%故标准状态下炭黑烟气的单位体积质量

!即 0&D

6 的质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代入表 0 中的数据得*

D

_

`

0520A7

391;A7

a!3 a1A;3: b3; a62A;3:

b09 a4A32: b3; a04A9: b55 a3A6:

b0; a6;A72:"

4̀A120N>8&D

6

式中% c

O

///O组分的摩尔质量+

^

O

///O组分在炭黑烟气!尾气"中的体积

含量+

L

O

///O组分的摩尔量'

!3"尾气经水洗后单位体积质量的计算

炭黑尾气经水洗后%尾气中可燃气体的体积

含量增加%以氢气为例加以计算!以下均以可供炼

焦装置的尾气讨论"*

^

Z3

: `

003444 $1A;3*

23530

0̀7A01:

炭黑尾气中各组分经水洗前后的体积含量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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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

表!%炭黑尾气中各组分经水洗前后的体积含量

组/成 Z

3

&

3

!Z

5

!%

!%

3

Z

3

%

水洗前含量% :̂ 1A;3 62A;3 4A32 04A9 3A6 6;A72

水洗后含量% :̂ 07A01 7;A51 4A53 09A61 6A79 7

//由表 3 可知%炭黑尾气水洗脱除大部分水蒸

汽后%可燃气体的体积总含量从水洗前的 34A91:

提高到 63:'

参照上述尾气水洗前单位体积质量的计算方

法%尾气经水洗后单位体积的质量为*

!

+

"#$% "

$

!#

&

$%

&

"

`

0444

33A5

a

$

!c

O

â

O

" !3"

代入表 6A5 中的数据得*

//D

_

0̀A496N>8&D

6

!6"尾气经水洗前&后热值的变化

IH脱水前尾气的热值为*

// ,

-.

"

$

!/

&+

$'

&

"

4̀A41;3 a03254 b4A44432 a61;34

b4A049 a03954 3̀940N]8&D

6

式中%d

O_

///炭黑尾气中可燃气体组分O的低位发

热值+

^

O

///炭黑尾气中可燃气体组分 O的体积比

例'

KH脱水后尾气的热值为*

经过水洗后%每 &D

6 炭黑尾气完全燃烧时放

出的热量为*

,

-.

"

$

!/

&+

$'

&

"

4̀A0701 a03A25 b4A4453 a4A61;3

b4A0961 a03A95

5̀024N]8&D

6

即尾气水洗后其热值上升为 5024N]8N>'

式中%d

O_

///炭黑尾气中可燃气体组分O的低位发

热值+

^

O

///炭黑尾气中可燃气体组分 O的体积比

例'

相对于未经水洗前炭黑尾气的热值提高了

5024 E391;A7 0̀520A7N]8&D

6

%提高的比例高达

!0520A78391;A7" a044: 7̀5A9;:%尾气热值提

高了一半以上'

3A3A3/尾气脱水前后燃烧情况的变化

!0"尾气脱水前后的工况条件

此处省去复杂的计算过程%将尾气脱水前后

的工况条件直接列表如下*

表3%炭黑尾气脱水前后的工况条件

燃烧空气量

!&D

6

8&D

6

"

燃烧产物

!&D

6

8&D

6

"

烟气质量

!N]8&D

6

"

烟气比热容

!N]0!N>0\"

E0

"

脱水前 脱水后 脱水前 脱水前 脱水前 脱水后 脱水前 脱水后

4A90 4A17 0A095 0A237 0A329 0A313 0A3590 0A3591

//!3"尾气经水洗前后理论燃烧温度的计算

炭黑尾气与空气混合物燃烧所放出的热量传

给燃烧产物%此时燃烧产物所获得的温度称之为

燃烧温度' 而在绝热条件下燃烧产物所获得的温

度称之为理论燃烧温度%以 0N>燃料为基准%可表

示为 0N>燃料的热值 b燃烧用空气的显热 烟̀气

的显热%用公式表示为*

,

012

DOL

3!

4

(

4

5

4

"!

.

(

.

5

.

故*

5

.

"

,

012

!&%

3!

4

(

4

5

4

!

.

6

.

式中%-

?

///炭黑烟气的理论燃烧温度%\+

e

JXI

!&%

///操作燃料的低位发热值%N]8N>+

!

N

&!

?

///分别表示空气&烟气的比热%单位

为* N]8!N>0\"+

-

N

&-

?

///分别为空气与烟气的温度%\'

空气的温度为主供风机出口风温%取 -

N

`

044\' 燃气的温度为尾气加压风机出口的温度%

在水洗前由于尾气从袋滤器引出%故其温度为

394\%但经水洗后温度降为约 54\%经风机加压

后约有 044\'

代入上述计算结果%可以计算出炭黑尾气经

水洗前后理论燃烧温度的变化*

水洗前* -

T

?

`

,

012

!&%

3!

4

(

4

5

4

!

.

6

.

`

94444 $955A7 $4A120 394444 $4A90 $0A316 $044 $4A354

94444 $0A095 $0A329 $4A312;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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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T

?

///水洗前炭黑尾气的理论燃烧温

度%\'

此温度为绝热条件下&空气过剩系数为 0A3

时尾气完全燃烧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实际燃烧

温度应在 0444 F0344\之间'

水洗后/-

I

?

`

,

012

!&%

3!

4

(

4

5

4

!

.

6

.

0̀953\

式中% -

I

?

///水洗后炭黑尾气的理论燃烧温

度%\'

实际温度应比理论温度约低 374\'

//-

I

?

E-

T

?

0̀953 E057; 0̀;5\

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我们对尾气比热的

取值与实际燃烧温度基本相符' 炭黑尾气通过水

洗塔洗去其中大部分的水分后%其理论燃烧温度

上升了 0;5\%燃烧温度的提高%有力地提高了热

能利用效率和锅炉蒸汽的品质%解决了长期以来

炭黑尾气热值偏低造成的燃烧不稳定的问题%对

锅炉的安全稳定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3%脱水后尾气送炼焦装置置换焦炉煤气的

实际运行效果

当前炭黑二期业已建成投产%自尾气脱水装

置投运以后%炭黑分厂副产的尾气就一直送至焦

炉烧焦炭' 表 9&图 0 为炭黑尾气脱水前后的含水

量&尾气燃烧热值等情况'

表$%炭黑尾气脱水前后的含水量)尾气燃烧热值变化情况表

尾气含水量!:" 尾气燃烧温度!\" 尾气热值!NBIM8&D

6

"

脱水前 预期 脱水后 脱水前 预期 脱水后 脱水前 预期 脱水后

67 7 5 0021 0664 0544 955A7 0432 045;

图#%炭黑尾气脱水前后的含水量)尾气燃烧热值变化情况图

//从上面的图表数据可见%尾气水洗塔投运后

实际运行效果完全达到并超过了节能降耗工程的

预期效果%尾气含水量下降至 5:左右%比设计计

算预期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尾气热值达到了

56;;N]8&D

6

%提高了 09;1A7N]8&D

6

%比工程预期

上升了 ;;N]8&D

6

%上升幅度达 93A90:%尾气燃烧

温度达到了 0544\%比未脱水前提高了约 344\%

超过工程预期燃烧温度 0664\的效果'

在尾气燃烧炉的应用中%炭黑尾气脱水前%在

燃烧温度达到 ;44\以前%均需要用煤气进行伴

烧%而且在温度较低时燃烧火焰闪动%偶有熄火现

象发生%燃烧极为不稳定%而经脱水后%即使在温

度较低时也不再需要用煤气伴烧%燃烧火焰长度

变短%燃烧稳定%再没有熄火现象发生%大大提高

了锅炉运行的效率及安全性'

对炭黑尾气水洗后送至炼焦装置可以产生的经

济效益计算*忽略焦炉煤气与炭黑尾气的燃烧效率差

异%以热值当量计算!热值取焦炉煤气热值的四分之

一"%每小时可以置换出 07444 &D

6

8=的焦炉煤气'

将置换出来的焦炉煤气用于制取甲醇%以

0244 &D

6 的焦炉煤气可以制取 0 吨甲醇%每吨甲

醇 3244 元计算%炭黑尾气置换出的焦炉煤气每小

时可以生产 07444 f0244 ;̀;A36 吨甲醇%价值

;;A36 a3244

%

36;44 元%一年按 ;444 小时计算%

每年炭黑尾气制取甲醇产生的经济效益高达

36;44 a;444 0̀A1 亿元' 即使以 94:的运行率计

算%产生的销售效益也超过 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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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工业用螺旋输送机设计优化!上#

王彦玲&贾%春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956444"

摘%要" 基于粉&粒状炭黑的物性差别%通过对现有炭黑工业中使用的螺旋输送机在输送过程中物料的力学和运动学

分析%得出粉&粒状炭黑螺旋输送机不同的设计思路%并据此对其主要参数进行优选取值和优化设计'

关键词*粉状炭黑+粒状炭黑+螺旋输送机+参数+设计

#%引%言

最早的螺旋输送机是阿基米德设计发明

的102

*将螺旋叶片固定在圆形外壳的内表面上%螺

旋叶片和圆形外壳一起转动%用于农业灌溉'

0;;2 年在美国出现了采用光滑的螺旋叶片的螺旋

输送机%首先也是在农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此

后%螺旋输送机受到机械制造&电机&化工和冶金

工业技术的影响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为物料搬

运系统机械化和自动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被

广泛应用在粮食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工业&

机械制造业及交通运输业等各行业中'

螺旋输送机主要用于输送粉状&粒状&小块状

物料' 其优点是*使用可靠+维护简单+可采用全

密封结构%运送有毒的&多尘的物料时安全程度

高+结构紧凑+装&卸方便' 其缺点是*能量消耗

大+被运送物料易破碎+一般长度受限
&

94D'

收稿日期"3406S00S34

螺旋输送机在炭黑工业中由于其专业性和特

殊性%除具有一般螺旋输送机的共性外%又有自己

的特点和发展方向%炭黑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已

对炭黑生产用螺旋输送机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和创

新%尤其是在局部密封结构&电机选配和组合应用

等方面' 但其结构参数的设计还有待进一步优

化&提高'

在炭黑工业中%螺旋输送机是辅助性生产设

备%主要用于输送粉状炭黑和干燥后的粒状炭黑'

由于粉状炭黑和粒状炭黑在粒径&密度&流动性等

方面均存在差异' 必然会引起输送这两种状态炭

黑的螺旋输送机结构参数不同' 这一点往往被设

计者忽视' 笔者基于两种状态炭黑的物性差别%分

析了螺旋结构参数%并进行合理优选%达到优化设

计%以期为炭黑专用螺旋输送机的设计提供参考'

!%粉)粒状炭黑相关物性简介

炭黑生产工艺流程中单元操作与炭黑物性的

关系%见表 0'

表#%单元操作与炭黑物性的关系*#+

单元操

作名称

颗粒

表面积
硬度 休止角 滑动角 流动性 粘着性

过滤 !) ) ) )

输送 !) !) !) !) !) )

混合 !) ) !)

造粒 !) !) !) )

干燥 !) ) )

筛分 !) ) )

贮存 !) !) !) ) ) )

//注*!E关键性质+)E重要性质' 此表部分摘自文献102'

现行的新工艺炭黑生产工艺中%两种炭黑状

态形式是并存的%在造粒之前炭黑是粒径约 04 F

;4 LD粉状形态%造粒干燥后的炭黑是粒径约 4A7

F6 DD球状颗粒'

其主要相关物性如下表 3'

所谓(休止角)%是将粉体倾洒在水平面上%形

成料堆%料堆的棱边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 对于

理想粉体%内摩擦系数等于滑动阻力系数+内摩擦

角也等于休止角' 但对于非理想粉体来说%内摩

擦系数与滑动阻力系数是有区别的' 至于粘连性

粉体%在一定堆积高度下的休止角往往大于内摩

擦角' 但在通常的计算中%又往往取自然休止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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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粉)粒状炭黑主要物性表

序号 名称 符号单位
数值或内容

粉状 粒状
备注

0 松散密度132

'

!(>8D

6

"

95 F003 634 F544

3 休止角132

(

g 64 F55 37

6 抹刀角162

g 20 5;

5

!IJJ流动性指数162

!IJJ 62 ;4

7 硬度102 莫氏 7

9 粘着性 大 小

2 磨琢性102 非 非

; 内摩擦系数 h

0

4A722 F4A199 4A599

1 内摩擦角
)

g 64 F55 37

04 钢外摩擦系数 h

3

4A722 4A623;

00 外摩擦角
*

g 64 34A57

数值作为内摩擦角152

' 而炭黑对钢板的外摩擦系

数%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均未找到相关数据%但通

过文献172上所列的其它相近粉体材料对钢板的外

摩擦系数数据规律%可以发现外摩擦系数比内摩

擦系数要小%大约为内摩擦系数的 ;4:%所以对于

粉状炭黑取下限值 4A722%对应的外摩擦角为 64g+

对于粒状炭黑取内摩擦系数的 4A; 倍%即 4A623;%

对应的外摩擦角为 34A57g%较为适宜'

休止角&抹刀角和 !IJJ流动性指数都能在不

同程度上反应出物料的流动性好坏%但 !IJJ流动

性指数是一个综合数值%具有代表性的数值%作为

流动性的判据%与实际最相符'

!IJJ流动性指数的范围是 4 F044%流动性质

量与流动性指数的关系如表 6'

表3%流动性质量与流动性指数的关系*3+

流动性

质量

!IJJ流动

性指数

流动性

质量

!IJJ流动

性指数

最好 14 F044 不大好 54 F71

良好 ;4 F;1 不良 34 F61

相当良好 24 F21 非常差 4 F01

一般 94 F91

//粉状炭黑的 !IJJ流动性指数为 62%流动性能

不良%容易堵塞&架桥不利于输送+粒状炭黑的

!IJJ流动性指数为 ;4%流动性能良好%便于输送'

综合以上炭黑物性%对于螺旋输送机%粒状炭

黑更易于输送%但设计者应注意考虑炭黑粒子在

螺旋输送中的破碎率'

3%螺旋输送机工作原理及基本结构

螺旋输送机的工作原理是*从进料口加入物

料%驱动装置带动转轴转动%物料受到螺旋叶片的

法向推力作用%在该推力的径向分力和叶片对物

料的摩擦力的作用下%有可能会随着绕轴转动%但

由于物料本身的重力和料槽对其的摩擦力%物料

并不与螺旋叶片一起旋转%而是在叶片法向推力

的轴向分力作用下沿着料槽轴向移动%从而实现

物料的输送'

螺旋输送机的主体结构如图 0 所示%主要部

件是机体和螺旋体' 其中%螺旋体是由螺旋轴和

螺旋叶片构成%螺旋叶片多采用标准螺距' 机体

有+形和圆筒形两种%大小与螺旋体的外径配合%

刚性螺旋输送机与机体内壁存在一定的间隙%正

常工作时螺旋体与机体不接触'

图#%螺旋输送机结构图
"/螺旋体+$/联轴器+!/吊架轴承+*/轴承座+

P/机体+W/端盖+V/出料口+Z/支座

炭黑工业常用螺旋输送机参数见表 5'

$%螺旋输送机参数分析与优化

炭黑工业中螺旋输送机分为粉料输送和成品

粒子输送' 由于物性差异%两类输送机结构参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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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炭黑工业常用螺旋输送机参数表

序号 参数
粉状炭黑 粒状炭黑

"0

i

"3

i

"6

i

$0

i

$3

i

0 螺旋直径*%DD 549 559 519 647 549

3 螺旋轴直径 R%DD 043 032 066 032 071

6 螺旋螺距 ,!DD 549 559 519 645 549

5

机体直径*

0

%DD

563 523 733 664 563

7 螺旋直径与内壁间隙!%DD 06 06 06 03A7 06

9

螺旋升角
!

-

g

70A25 5;A34 51A10 62A63 61A03

2

螺旋升角
!

7

g

02A92 02A92 02A92 02A90 02A92

; 螺旋转速 L%J8DOL 7A7 F77 5A2 F52 61 57 57

1 额定输送量eX%N>8="j 6744 5744 7444 6744 5744 F7444

$5#%物料沿螺旋面受力及速度分析

图!%物料沿螺旋面受力及速度分解图

不相同%设计思路也有差异' 旋转的螺旋面

作用在物料颗粒c上的力为 U%相应的速度为
+

'

由于物料与叶片的摩擦关系%U力方向与螺旋面的

法线方向偏离了
,

角'

,

角的大小是由物料对螺

旋面的摩擦角
*

及螺旋面的表面粗糙程度决定

的%忽略表面粗糙程度对
*

角的影响%可认为
,%

*

%U力可分解为轴向分力 U

k

和周向分力 U

.

' 于

是有*

/

8

9

"8BCY!

!

3

"

"

8

:

"8YOL!

!

3

"

{
"

!0"

式中%

!

///螺旋升角%度'

/

!

"IJB<IL!

;

3

#

<

!=

" !3"

式中%,///为螺距%DD+

'

DY

///该物料颗粒位置与螺旋轴线的距离%

DD'

要使物料具有轴向运动趋势%就必须满足是

8

9

l4%即*

/

!

>14?@

"

!6"

另外%物料颗粒 c的运动速度
+

也可分解为

轴向速度分量
+

YI

和周向速度分量
+

YJ

%于是有*

/

$

"

#

%<

!=

64

0

YOL

!

BCY

"

!5"

式中% % ///转速%J8DOL'

$

=2

"

$

BCY!

!

3

"

"

$

=0

"

$

YOL!

!

3

"

{
"

!7"

由于<IL

!

"

;

3

#

<

!=

%代入公式!7"%可得到

$

=2

"

;0%

94

0

0 @

A

3

;

3

#

<

!=

;

3

#

<

( )
!=

3

30

$

=0

"

;0%

94

0

;

3

#

<

!=

3A

3

;

3

#

<

( )
!=

3

3

















0

!9"

以粉状 "0

i和粒状 $0

i为例计算可以得到图

6&图 5'

图3%;#

<

=

>'

)=

>(

,?

@>

关系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周向速度 ŶJ随着半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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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

@>

关系图

不断增大不断变化%开始处增大%而后又开始减

小+而轴向速度 ŶI%随着半径的增大而增大%在螺

旋叶片外缘部分达到最大值' 经比较发现%靠近

螺旋轴炭黑的周向速度 ŶJ较大%而轴向速度 ŶI

却显著较低%所以内层的炭黑更容易绕螺旋轴转

动%减低输送效果'

"0

i粉状炭黑螺旋输送机% 工作区域都落在

$

=2

& $

=0

的区域%说明该输送机是以圆周运动为主

运动%轴向运动为辅助运动%粉状炭黑在输送机内

旋转翻滚着前进%这种方式对输送来说是不利的'

而我们所选取的粉状炭黑输送机在炭黑工艺流程

中是为湿法造粒机供料所使用的%圆周运动则有

助于粉状炭黑脱气&压缩&附聚%为造粒创造良好

条件' 另外%考虑到圆周速度太大%炭黑的轴向输

送速度过小%输送效率太低%所以在设计时其工作

状态尽量考虑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0

i粒状炭黑螺旋输送机%工作区域一部分落

在
$

=2

>

$

=0

的区域%另一部分在
$

=2

B

$

=0

的区域'

在炭黑工艺流程中%这类输送机主要是作为干燥

后炭黑粒子成品的输送' 因此应以轴向运动为主

要运动方式%如此才有利于输送效率最优' 另外%

圆周运动会使炭黑粒子绕螺旋轴转动%产生翻滚%

加大粒子破碎的可能%导致炭黑破碎高%细粉含量

过高%从这个方面也应减小圆周运动' 所以%粒状

炭黑螺旋输送机工作区域应尽可能都在
$

=2

' $

=0

的区域%设计时应着重考虑' !待续

#############################################

"

欧励隆关闭葡萄牙炭黑工厂

德国欧励隆工程碳公司 !%JOCL PL>OLXXJXR

!IJKCLYVDKZ"宣布#其在葡萄牙锡尼什! ,OLXY"

的炭黑工厂将于今年年底停产关闭$ 这一决定是

该公司重新考量其在欧洲的炭黑业务后作出的$

欧励隆首席执行官杰克.克莱姆!]IBN !MXD"

介绍#公司正在对旗下的其它炭黑工厂进行投资#

从而 )在当今由原材料价格不稳定'能源成本高

企主导的激烈竞争环境下*提高效率#满足客户的

需求$ 为了使公司保持竞争力#必须将其资源投

入效率更高的炭黑业务$ 他表示#锡尼什炭黑工

厂终止生产后#将继续发运炭黑产品来兑现对客

户的承诺#直到出清全部存货$ 之后#该工厂将会

停止生产$ 据介绍#锡尼什工厂作为由UX<JC>IM公

司拥有的实体 !IJKC>IM!IJKCLCYRX,A"于 01;6

年开始运营#UX<JC>IM即葡萄牙现今的最大的能源

企业高浦能源!VIMT PLXJ>OI"$ 该工厂 0112 年被

欧励隆工程碳的前身德固赛公司收购#获准使用

后者的技术$

欧励隆工程碳在全球拥有 0544 名员工#在全

球范围内拥有 05 个生产基地'5 个应用技术中心$

它所提供的标准产品和高性能产品#广泛应用于

涂料'印刷油墨'聚合物'橡胶等行业$

%朱永康'

美国理查森炭黑公司新设两个设施

理查森炭黑公司!,OR #OB=IJRYCL !IJKCL !CH"

日前称#它已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博格!$CJ>XJ"工

厂开设了一个新实验室#一个操作'维护和工程人

员集中点$ 新实验室将囊括工厂的所有测试设备#

确保客户获得高质量的炭黑-而该人员集中点将加

强所涉及的三个部门间的沟通#提高运营效率$

自 3444 年以来#理查森在博格工厂投入的资

本支出已超过 1444 万美元$ 该公司表示#这两个

新设施表明它不断致力于确保在今后的几年#博

格工厂仍将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炭黑生产基地$

理查森炭黑公司的生产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

沃斯堡#所生产的炭黑用于生产轮胎'汽车零部

件'屋顶防水橡胶层'油墨和涂料等产品$ %艾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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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炭黑检测实验室间比对结果报告

代传银&王定友

!国家炭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四川 自贡 956444"

摘%要" 介绍了 3406 年炭黑实验室比对活动的组织情况%对各实验室报出的 644:定伸应力&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数

据进行统计计算%并分析了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

关键词*炭黑+实验室+比对+报告

#%前%言

本次比对工作由国家炭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负责组织&实施&总结' 比对的项目是 644:定伸

应力&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参加的实验室共 39

家%其中炭黑企业 34 家%轮胎生产企业 9 家' 分

省统计见表 0'

表#%实验室的省)区)市分布

///省&区&市 实验室数量

山东 ;

河北 6

山西&江西&云南&浙江 各 3

辽宁&安徽&四川&江苏&上海&河南&贵州 各 0

!%组织情况

!5#%样品制备

炭黑样品为&334%将足量置于三维混合机中进

行充分的摇混%确保样品的均匀性后%再进行分装'

天然橡胶为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提

供的测试专用胶%且为同批次专门制作%确保各胶

料小样的均匀性'

!5!%测试方法标准

V$8-62;4A0; E3442#炭黑 第 0; 部分*在天

然橡胶!&#"中的鉴定方法$'

收稿日期"3406S04S09

!53%比对要求

(

对比对测试中的具体要求作了规定%规定

了样品测试时间&硫化胶片停放时间%结果数据填

写要求%报告的发送要求'

(

报告和有关资料中%为各实验室进行保密

管理%各实验室均以代码形式出现%各实验室仅知

道自己的代码'

3%统计方法

采用稳健!#CK[Y<"统计技术%以各实验室的

测试结果为基础%计算各实验室的 m比分数%再根

据m比分数给出测试结果是否(满意)&(可疑)&

(离群)的判断'

该技术能有效减少极端结果对平均值和标准

偏差的影响%计算的统计量包括*

(

结果总数!&"*统计分析中某项测试结果

的总数'

(

中位值!cXROIL"*一组按大小顺序排列数

值的中间值%用 )

9表示' 若 &为奇数%

)

9取

k!&b0"83 的数值+若 &为偶数%

)

9取两个中间

值的平均值'

(

标准化四分位距!&)e#"*一组按大小顺序

排列数据%上四分位值!e6"与下四分位值!e0"的

差值为四分位间距!)e#"%)e#乘以因子 4A2506

得标准化四分位距!&)e#"'

(

稳健变异系数!#CK[Y<!̂ "*标准化四分位

距!&)e#"除以中位值%并以百分数表示'

(

极大值!cInOD[D"*一组测试结果的最大

值'

(

极小值!cOLOD[D"*一组测试结果的最小

值'

(

变动范围!#IL>X"*极大值与极小值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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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值*m值 !̀k

O

E

)

9"8&)e#'

m值又称 m比分值%代表某实验室的测试结

果!k

O

"偏离中位值!

)

9"的程度%通常反映测试结

果的系统误差'

( b)或( E)代表偏离方向%正 m值表明结果

高于中位值%负m值表明结果低于中位值%零m值

表明结果等于中位值' 其判断规则如下*

(

C值 m

&

3%表明系统误差可以接受%为

满意结果'

(

3 o

C值 o6%表明系统误差偏大%为可

疑结果' 建议实验室对系统进行核实'

(

C值 m

'

6%表明系统误差不可接受%为

不满意结果' 实验室应查出原因%并制定有效纠

正措施%消除影响'

$%数据的统计分析

V$622; E3400#橡胶用炭黑$规定%644:定

伸应力采用样品的绝对值与标样 )#!5 绝对值的

差值进行质量判定%因为差值可以消除绝对值测

试中大部分系统性影响因素所带来的误差%能更

准确的反映出炭黑的补强性能'

因此%进行各项目数据统计处理时%也采用差

值'

$5#%各实验室反馈的比对结果

各实验室反馈的比对结果&统计量及 m值列

入表 3'

表!%比对数据及计算A值

实验室编号8

统计量

644:定伸应力 拉伸强度 拉断伸长率

测定值%cUI m值 测定值%cUI m值 测定值%: m值

'40 E6A49 E6A9 E4A0; E3A4 b55A4 E4A22

'43 E0A94 5A; E4A43 E0A2 b63A4 E0A2

'46 E6A04 E6A; E4A37 E3A0 b57A9 E4A95

'45 E3A6; 4A65 b4A10 E4A35 b71A4 4A59

'47 E3A59 E4A03 b4A55 E0A4 b55A9 E4A23

'49 E6A43 E6A6 b0A4; 4A46 b94A; 4A94

'42 E6A33 E5A7 b0A00 4A4; b93A3 4A23

'4; E3A79 E4A91 b4A22 E4A52 b75A; 4A00

'41 E3A90 E4A1; E4A02 E3A4 b56A9 E4A;4

'04 E3A52 E4A02 b4A62 E0A0 b62A7 E0A6

'00 E3A56 4A49 b3A46 0A9 b90A5 4A97

'03 E3A53 4A03 b0A79 4A;4 b91A0 0A36

'06 E3A64 4A;4 b0A77 4A21 b50A7 E4A12

'05 E3A59 E4A03 b4A;1 E4A32 b72A1 4A62

'07 E0A;9 6A6 b4A;0 E4A54 b54A3 E0A0

'09 E3A62 4A54 b0A61 4A76 b75A0 4A49

'02 E3A59 E4A03 b0A32 4A65 b93A9 4A27

'0; E3A34 0A5 b0A05 4A06 b35A3 E3A5

'01 E3A;1 E3A9 b0A06 4A00 b7;A4 4A6;

'34 E3A53 4A03 b0A56 4A94 b77A0 4A05

'30 E3A99 E0A6 b0A54 4A77 b95A3 4A;;

'33 E3A50 4A02 b0A34 4A36 b31A9 E0A1

'36 E3A69 4A59 b4A;6 E4A62 b73A9 4A49

'35 E3A04 3A4 b0A45 E4A46 b51A6 E4A65

'37 E3A74 E4A65 E9A57 E03 b73A5 E4A4;

'39 E0A10 6A4 b3A;0 3A; b94A9 4A71

中位数 E3A55 E b0A49 E b76A5 E

e0 E3A71; E 4A7337 E b56A2 E

e6 E3A693 E 0A69 E b94A3 E

标准化)e#值 4A0253 E 4A934; E 03A36 E

#CK[Y<!̂ 值%: E2A054 E 7;A72 E 33A10 E

极大值 E0A94 E 3A;0 E b91A0 E

极小值 E6A33 E E9A57 E b35A3 E

变动范围 0A93 E 1A39 E 55A1 E

平均值 E3A52 E 4A24 E b74A9 E

标准偏差 4A62; E 4A00; E 00A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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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F图 6 为折线图%表示了各实验室测试结 果的分布情况'

图#%3""B定伸应力差值分布图

图!%拉伸强度差值分布图

图3%拉断伸长率差值分布图

//图 5 F9 为柱形图%表示各实验室的m值分布情况'

//根据 m值给出的实验室数据判定结果汇总 见表'

表3%实验室数据判定结果汇总

比对项目 判定结果 实验室代码 单位数 占比%:

644:定伸应力

满意 '45&'47&'4; F'05&'09 F'37 0; 91A3

可疑 '01 0 6A;

不满意 '40 F'46&'49&'42&'07&'39 2 32A4

拉伸强度

满意 '40&'43&'45 F'35 36 ;;A7

可疑 '46&'39 3 2A2

不满意 '37 0 6A;

拉断伸长率

满意 '40 F'02&'01 F'39 37 19A3

可疑 '0; 0 6A;

不满意 无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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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参加实验室3""B定伸应力A值分布

图6%参加实验室拉伸强度A值

图7%参加实验室拉断伸长率A值

$5!%简要分析

比对结果表明*

*

拉断伸长率仅 0 家数据可疑%其余 37 家均

结果满意+

*

拉伸强度有 0 家数据不满意&3 家数据可

疑%36 家结果满意+

*

644:定伸应力有 2 家数据不满意&0 家数

据可疑%0; 家结果满意+

644:定伸应力在实验室间存在相当严重的

系统误差%很容易产生质量争议%或者导致产品质

量的误判'

拉断伸长率和拉伸强度则显著改善'

$53%基于绝对值数据的分析

差值法分析时%部分消除了系统误差%反

之%对比对得到的绝对值数据进行分析%则可以

更好地曝露出系统误差%对于需要分析和改进

系统的实验室更为有用' 以 )#!5 数据为例%有

关数据见表 7%表中数据以 644:定伸应力渐增

顺序排列'

表中数据说明*

(

各项目的变动范围均大大超出了 V$8

-62;4A0; E3442 规定的再现性水平 !0A41cUI&

3A42cUI和 53A5:"' 数据分布比较分散%部分实

验室的测试系统误差很大%有很多后续工作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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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D&$标样测试结果统计表

实验室编号
644:定伸应力

!cUI"

拉伸强度

!cUI"

拉断伸长率

!:"

'45 05A92 39A46 529A2

'05 07A94 39A69 5;1A;

'41 07A13 3;A9; 742A2

'47 07A1; 3;A5; 742A6

'07 09A40 35A5; 555A4

'06 09A49 35A47 574A3

'35 09A01 36A19 567A4

'02 09A33 37A39 575A4

'40 09A5; 37A79 597A4

'0; 09A71 32A;5 744A;

'30 09A96 39A22 59;A1

'03 09A26 39A51 59;A1

'01 09A;0 39A77 745A6

'34 09A15 39A60 554A7

'09 02A44 37A95 569A5

'49 02A01 37A26 572A2

'4; 02A61 37A37 532A1

'39 02A56 39A66 57;A1

'33 02A;3 35A69 553A5

'04 02A11 32A11 579A42

'00 0;A41 39A29 50;A75

'43 0;A04 39A55 502A1

'36 0;A65 39A24 564A69

'42 0;A73 32A00 569A5

'46 0;A71 37A9; 541A4

'37 0;A1; 39A55 563A7

极大值 0;A1; 3;A9; 742A2

极小值 05A92 36A19 541A4

变动范围 5A60 5A23 1;A2

中位数 09A;; 39A67 573A0

平均值 02A40 39A34 577A6

标准偏差 0A42 0A35 3;A9

6Y 6A30 6A23 ;7A;

//

(

有的实验室比对结果不满意%系统误差还

大%问题比较多些' 如 '46 实验室%其 )#!5 的

644:定伸应力离群远%说明该实验室一方面存在

显著系统误差3 比对结果m值 `E6A;%结果不满

意%系统的影响因素控制很不好%运行不稳定%这

种情况下差值法便没能消除系统误差%比对结果

自然很不理想' 实验室显然应立即开展改进活

动%活动涉及面会较广&工作量会较大'

(

有的实验室比对结果满意%但系统误差大'

如'37 实验室%其 )#!5 的 644:定伸应力离群最

远%但m值`E4A65%结果判定为满意' 说明该实

验室存在显著系统误差%但系统的各影响因素控

制好%运行稳定%通过差值法获得了理想的比对结

果' 即便如此%仍需开展改进活动%从根本上消除

系统误差%降低风险'

(

更多的实验室比对结果满意%保持状态即

可' 如'03&'34 实验室%其 )#!5 的 644:定伸应

力靠近中值%三个比对项目m值均很小'

6%结%语

对于测试结果!差值&)#!5 标样绝对值"处于

排序两端边缘的实验室%应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并

及时消除%提高测试结果准确度'

导致橡胶物理机械性能的绝对值波动的因素

通常包括*

(

测试人员操作技能!熟练程度"

(

设备状况!运行稳定性与参数合规性"

(

材料试剂!合规性"

(

环境条件!稳定性与合规性"

(

测试过程中各环节控制水平!重复性"

本次比对的各实验室的材料试剂具有充分的

合规性%对结果的影响可忽略'

主要影响因素是其余 5 项%可以在以下几方

面开展活动*

(

核查实验室所用的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

求%如混炼机辊筒大小&辊速比&辊距的准确度&挡

板挡胶效果等%硫化机的温度波动要小&压力要足

够%拉力机拉伸速度&精度&夹具完好性'

(

定期对混炼机的辊距进行校正%定期校准

硫化机的温度%使显示温度与平板温度要高度一

致' 混炼过程中温度要始终保持在规定范围内%

变化越小%结果越稳定' 控制适当的挡板间距%保

持适量的堆积胶' 加料时机一致&割刀方法规范'

(

硫化过程中尽量保持温度恒定%放置胶片

和取硫化胶片时间尽可能短%取出模具时应置于

隔热垫上' 定期清理模具上的污垢'

(

裁刀要保持刀口锋利%无卷口&无毛刺%

裁片时%胶片下应垫一层平整且有一定层度的

纸板%以确保裁下的胶片边缘平整无裂口%同时

保护裁刀'

(

拉伸试验前%胶片应在规定环境温度下停

放足够时间%环境温度稳定' 夹持胶片时应注意

胶片的位置和夹持得足够紧%保证拉伸过程中不

出现滑动%经常测量夹具间的初始距离%确保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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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A44 DD'

(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足够时间的培训%全面

理解标准要求%具备充分的操作技能'

(

样品的测试过程必须与标样的测试过程一

致%减小偶然误差'

国家炭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可以在适当的时

机%组织有需要的实验室进行技术交流%统一认

识%规范操作%改善行业整体数据的再现性

附表%!"#3年参加比对的实验室名单

p 单位名称 p 单位名称

0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05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检验测试中心

3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试验中心 07 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巨无霸炭黑有限公司

6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炭黑质检科 09 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质检中心

5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 02 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

7 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司 0; 山西远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9 萍乡市飞虎炭黑有限公司 01 石家庄新星化炭有限公司

2 青岛玖琦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4 山东银宝炭黑有限公司

; 曲靖众一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中橡!鞍山"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 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轮胎研究所 33 山西志信化工有限公司

04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6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00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35 兴源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实验中心

03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实验室 37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实验中心

06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检测实验部 39 山东贝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注*表中实验室序号为随机排列%与报告中的实验室代码无对应关系

#############################################

'

卡博特美国工厂违反环保法规被罚

根据与美国环境保护署!PU""和路易斯安那

州环保部门达成的承诺协议#卡博特公司已同意

支付 12A7 万美元民事罚款#并投入 ;544 多万美元

用于控制其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三个

炭黑工厂的空气污染$

PU"表示#该协议还要求卡博特支付 57 万美

元实施节能和污染防治项目#改善这些炭黑厂所

在的路易斯安那州富兰克林'维尔普拉特及德克

萨斯州潘帕的社区环境质量$

由路易斯安那州西区美国地方法院提出的这

一协议#是 PU"国家执法行动亮剑迫使美国炭黑

生产商遵守%清洁空气法&新污染源审查规定的首

例$ 路易斯安那州环保部门将收到 31A37万美元的

民事罚款$ 卡博特承诺加大对污染控制措施的投

资#提高炭黑行业的环境保护标准#这些措施将对

改善当地社区的空气质量产生持久'切实的影响$

根据美国司法部代表 PU"提出的起诉书#

3446 年 F3441 年期间#卡博特在未获得施工许

可证或按%清洁空气法&要求安装和运行污染控

制设施的情况下#对其在上述三地的炭黑工厂进

行了重大改造#造成了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

物的增加$

PU"预期#该承诺协议提出的措施将减少氮

氧化物排放约 0127 吨#硫氧化物排放约 036;4 吨$

卡博特这三个工厂的颗粒物控制也将大为改善$

据称#路易斯安那州法院提出的这一承诺协议有

57 天的评论期#一旦法院批准该协议#卡博特须在

64 天内支付 12A7 万美元的罚款$ %宇虹'

龙星化工拟在欧盟地区设子公司

河北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0 月 1 日

披露#为进一步增强在欧洲地区的市场规模#公司

决定以不超过 04 万欧元自有资金在欧盟地区设

立全资子公司$

据悉#自 3400 年以来#由于地域差距和销售

范围的扩大#龙星化工逐步增加了欧美区域的销

售量#而欧洲地区是世界顶级的轮胎客户或总部

所在地#为配合欧美地区的市场开发#扩大在上述

地区的产品占有率#此次公司准备成立全资境外

子公司$ 前不久#公司披露的三季报显示#预计

340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 万F

0294 万元$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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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粒径和性能研究+

蒋%琦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轮胎研究所#上海 344357 "

摘%要" 炭黑现有测试手段%不能满足炭黑工艺性能的表征' 通过炭黑粒径分布的测试%与胶料压出&物性的对比%可

以找到 R!14"与压出膨胀的相关性'

关键词*炭黑+粒径分布+压出+胎面+物性

//炭黑是轮胎胶料配方的重要组分%通常占胶

料配方 64: F94:的比例' 炭黑质量的好坏%直

接影响轮胎质量的优劣' 轮胎制造企业对炭黑质

量一般用着色强度&吸油值&比表面积等指标来检

测%然而%这些指标并不能对炭黑在胶料中的加工

性能和胶料的物理性能进行表征'

+

3403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通过利用激光粒度分析仪%我们对炭黑的粒

径分布进行M研究%验证了炭黑粒径和炭黑在胶料

加工时的性能关系%并对不同的炭黑供应商进行

了对比测试'

#%基本原理

#5#%粒径的定义

当被测颗粒的某种物理特性或物理行为与某

一直径的同质球体!或其组合"最相近时%就是把

该球体的直径!或其组合"作为被测颗粒的等效粒

径!或粒度分布"'

其含义如下*

102 粒度测量实质上是通过把被测颗粒和同

一种材料构成的圆球相比较而得出的+

132不同原理的仪器选择不同的物理特性或

物理行为作为比较的参考量%例如*沉降仪选用沉

降速度%激光粒度仪选用散射光能分布%筛分法选

用颗粒能否通过筛孔等等+

162将待测颗粒的某种物理特性或物理行为

与同质球体作比较时%有时能找到一个!或一组"

在该特性上完全相同的球体!如库尔特计数器"%

有时则只能找到最相近的球体!如激光粒度仪"'

由于理论上可以把(相同)作为(近似)的特例%

所以在定义中用(相近)一词%使定义更具有一般

性+

152将待测颗粒的某种物理特性或物理行为

与同质球体作比较时%有时能找到某一个确定的

直径的球与之对应%有时则需一组大小不同的球

的组合与之对应才能最相近!如激光粒度仪"'

#5!%粒度分布的定义

所谓(粒度分布)%就是粉体样品中各种大小

的颗粒占颗粒总数的比例'

当样品中所有颗粒的真密度相同时%颗粒的

重量分布和体积分布一致' 在没有特别说明时%

仪器给出的粒度分布一般指重量或体积分布'

10 2 公式法 表 达 粒 度 分 布///#CYOL E

#IDDMXJ公式

Q!n" 0̀ EXnT1 E!n8*X"q&2

式中%*X是与n74!中位径"成正比的常数%&

则决定粒度分布的范围%&越大%力度分布范围越

窄%表示样品中颗粒分布的均匀性越好'

132 中位径*中位径记作 n74%表示样品中小

于它和大于它的颗粒各占 74:可以认为 n74 是平

均粒径的另一种表示形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n74

与n!6% 5"很接近' 只有当样品的粒度分布出现

严重不对称时%n74 与 n!6% 5"才表现出显著的不

一致'

162 边界粒径*边界粒径用来表示样品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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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范围%由一对特征粒径组成%例如*!n04%

n14"&!n09%n;5"&!n6%n15"等等' 为便于阐明其

物理意义%先假定粒度分布是重量分布%并且累积

方向是从小到大的' 这时 n?就表示粉体样品中%

粒径小于n?的颗粒重量占总量的 ?:H一对边界

粒径大体上概括了样品的粒度分布范围' 以

!n04% n14"为例%表示小于n04 的颗粒占颗粒总数

的 04:%大于n14 的颗粒也占颗粒总数的 04:%亦

即 ;4:的颗粒分布在区间1n04% n142内'

!%试验部分

!5#%试验目的

分析比较不同供应商的炭黑粒径分布对胶料

性能的影响'

!5!%试验方案

对四家炭黑供应商的炭黑进行粒度分析检

测%挑选其中两家进行炼胶试验%确定相关工艺性

能的差异'

!53%粒度分析仪设备

粒度分析仪设备采用 cIY<XJYOrXJ3444 型激光

粒度仪%分别对四家炭黑供应商的&365 样品进行

了检测%粒度分布情况如图 0 所示'

图#%E!3$炭黑的粒度测试图谱

测试数据见表 0'

表#%E!3$炭黑粒度分布

序号 供应商
测试项目%

,

D

R!04" R!74" R!14" R!11" *15%62

0 " 4A474 4A4;6 4A747 3A;44 4A364

3 $ 4A457 4A4;5 4A991 6A224 4A639

6 ! 4A455 4A421 4A297 5A934 4A622

5 * 4A459 4A421 4A74; 3A;94 4A337

//根据以上试验情况%我们选择 R!14"差异较

大的"&$两家炭黑供应商的炭黑%进行密炼机炼

胶&胎面压出等试验'

!5$%具体试验内容

102 分别使用上述炭黑混炼胶料!配方代号

-e6;2"%跟踪胶料混炼及相关压出工艺过程' 具

体方案如表 3 所示'

表!%具体试验方案

炭黑生产厂家 试验代号 !试验车数"

供应商" -e6;2"!6 车"

供应商$ -e6;2$!6 车"

//132 进行胶料物性对比测试&剪切粘度测试

及胎面胶压出对比试验%并对所有试验数据进行

综合分析'

!56%混炼工艺及功率曲线

+0, 母炼胶

混炼工艺*橡胶&炭黑和小料加入密炼机%转

速可变%控制温度排胶'

母炼胶"功率曲线示于图 3%母炼胶 $功率

曲线示于图 6'

图!%母炼胶;功率曲线

图3%母炼胶,功率曲线

+3, 终炼胶

终炼工艺*母炼胶和小料加入密炼机%转速可

变%控制温度排胶'

-e6;2"功率曲线示于图 5%-e6;2$功率曲

线示于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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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终炼胶;功率曲线

图6%终炼胶,功率曲线

!57%试验数据

母炼胶快检数据!平均值"见表 6'

终炼胶-e6;2 快检数据!平均值"见表 5'

压出数据见表 7&表 9'

-e6;2 的剪切粘度及其变化见表 2'

-e6;2 老化前基本物性测试见表 ;'

//044\k35=热空气老化后基本物性测试结果

见表 1'

表3%母炼胶快检

项/目
门尼粘度

!,#"

比重
炭黑分散度值

k .

混炼总能量

!NQ="

母炼胶" 7; 0A417 7A0 2A; 2A;

母炼胶$ 72 0A417 7A1 2A; ;A9

表$%终炼胶料快检数据

项/目 门尼粘度!'#" 比重 硬度!邵"" c'!R&HD" cZ!R&HD" -04!DOL" -74!DOL" -14!DOL"

-e6;2" 29 0A007 99 04A;7 54A2; 4A99 0A47 0A32

-e6;2$ 25 0A007 99 04A39 54A3; 4A24 0A00 0A60

表6%胎面压出螺杆情况

项//目 胶料 压出线速度!D8DOL" 螺杆速度!JTD"

-

374 电流!""

-

374 机头压力!KIJ"

冷喂料胎面压出线 -e6;2" 04 07804 2;3 ;0 F;3

00#337#'$574 -e6;2$ 04 D 07804 ;67 ;0

表7%胎面压出尺寸情况

胎面压出 收取重量!N>" 扫描宽度!DD" 扫描截面积!DD

3

"

截面积偏差 红外温度!\" 气孔率!:"

-e6;2" 09A;7

012A2! b6A2"

8391A2! b7A2"

7415 b0A6: 042 3A9:

-e6;2$ 09A25

015A1! b4A1"

8392A9! b6A9"

74;; b0A3: 042A7 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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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胶料剪切粘度

停放时间
剪切粘度%UIHY 剪切粘度相对增长率%:

-e6;2" -e6;2$ -e6;2" -e6;2$

4 天 1266 04046 4A44 4A44

0 天 1;74 04003 0A34 4A41

3 天 1;75 040;2 0A35 4A;6

6 天 1153 04397 3A07 0A94

表2%胶料物性测试

编/号
硫化

时间

74:定伸

!cUI"

044:定伸

!cUI"

644:定伸

!cUI"

拉伸强度

!cUI"

扯断伸长率

!:"

动态性能

-*!0482:"

压缩

生热

-e6;2" 64s 0A67 3A57 06A93 31A62 734 4A535 30A34

-e6;2$ 64s 0A57 3A52 06A77 31A97 755 4A509 30A04

// 表:%胶料物性老化测试

编/号
硫化时间

!DOL"

74:定伸

!cUI"

044:定伸

!cUI"

644:定伸!cUI"

拉伸强度

!cUI"

扯断伸长率

!:"

-e6;2" 64 0A7; 3A1; 07A97 3;A26 519

-e6;2$ 64 0A95 3A1; 09A37 32A72 594

3%讨论与分析

102 从粒度分析情况来看%不同的炭黑供应

商所提供的&365 炭黑的粒径分布差异较大'

132 供应商"和$的&365 炭黑经过炼胶&压

出试验%粒度分布 R!14"小的炭黑压出膨胀大%剪

切粘度变化大%不利于加工'

162 炭黑粒度分布与胶料的物性相关性不

大%主要还是在胶料加工性能上的差异'

$%结%论

通过粒径分布与胶料压出的对比试验%可以

确定炭黑粒径分布的 R!14"项目与胶料压出膨胀

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与胶料物性的相关性不大

,,,,,,,,,,,,,,,,,,,,,,,,,,,,,,,,,,,,,,,,,,,,,

'

!上接第 04 页"

$%结%论
根据尾气脱水塔的实际运行效果数据%我们

得出如下结论*

!

实际运行效果达到了工程设计的预期目标

值'

"

尾气经水洗塔洗涤后%尾气中的炭黑粉尘

得到有效降低%脱水前炭黑尾气中的炭黑粉尘含

量约为 64D>8&D

6

%远高于 0;D>8&D

6 的国家排放

标准' 经过脱水塔的洗涤%炭黑粉尘含量降至

9D>8&D

6 左右%炭黑尾气烟囱自尾气水洗塔投用

后全年达标排放%有效保护了当地的环境%收获了

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双重效益'

#

将炭黑尾气用于置换焦炉煤气提高甲醇生

产效益更属于全国首创' 将尾气用于置换焦炉煤

气%将置换出来的焦炉煤气用来制取甲醇%是炭黑

尾气综合利用的卓有成效的又一创新途径%每年

可以创造高达 0 亿元的销售效益' 解决了结焦时

间延长期间焦炉煤气量不足的矛盾%确保了甲醇

装置的满负荷稳定运行%为公司在特殊困难时期

作出了贡献'

$

实现了公司节能降耗&资源整合&发展循环经

济的初衷%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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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改性法低滞后炭黑

朱永康%编译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956444"

摘%要" 通过化学改性研发出一类新型炭黑P,344%该炭黑本身可参与硫化反应%降低填料 E填料相互作用%增强填料

E聚合物相互作用%在低应力下赋予胎面胶料更低的滞后性'

关键词*炭黑+化学改性+滞后+新配方

//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燃油价格不断上涨%有

关车辆燃油效率方面的法规日趋严格%轮胎行业

及有关方面一直在努力提高轮胎的能效' 在为轮

胎行业开发新材料时%我们必须理解其最终产品

的各项性能' 一条轮胎需要满足几种在某些情况

下互相矛盾的要求' 例如%改善轮胎的滚动阻力

!低滞后"往往会导致轮胎的胎面磨耗下降%而这

是不可取的' 滚动阻力!或滞后"是直接关系到车

辆的燃油效率的属性' 不仅如此%轮胎还必须耐

用&安全&提供足够的牵引力&载荷能力&操控性

等' 在开发用于轮胎胶料的新材料时%不能不考

虑到所有的这些性能'

收稿日期"3406S4;S35

一条轮胎包含许多不同的构造部分%胎面是

轮胎与路面接触的部分' 轮胎的这一部分对滚动

阻力的影响最大!来自胎面的滚动阻力达 24: 之

多%而轮胎其它部分为 64:"%是可以利用来获得

最大改进的部分' 为了平衡磨耗!耐磨性"&牵引

性!湿路面8干路面"和滚动阻力!滞后性"%使这

些性能均达到最佳%胎面胶胶料必须正确地设计

和配混' 可以通过改变各种配合剂的量%也可通

过采用新配方解决方案和新材料来实现这些性能

的变更'

弹性体的选择会极大地影响胶料性能%补强

剂也会影响橡胶的其它性能!橡胶强度除外"' 较

低配合量%较小的填料表面积和更好的分散性可

以改善橡胶胶料的滚动阻力' 众所周知%较低的

填料E填料间相互作用和较高的填料 E弹性体间

相互作用也可降低滚动阻力' 炭黑和白炭黑是两

类不同的补强填料' 炭黑应用于轮胎胶料已经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而白炭黑则是一种较新的填料%

在上世纪 14 年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当时表

明把硅烷偶联剂与白炭黑并用于轮胎胶料中%可

以降低滞后而不会损失胎面磨耗 !湿路面牵引性

也得以改善"' 白炭黑的这种效应在合成橡胶轮

胎配方中已得到证实%可是在天然橡胶!&#"基轮

胎%特别是卡车轮胎中却一直未能提供同样的效

应' 此外%使用白炭黑作为填料还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白炭黑更难加工%因为它在配方中不容易分

散+第二%白炭黑需要价格不菲的硅烷偶联剂帮助

分散+第三%白炭黑对混炼设备的磨损非常厉害%

从而导致昂贵的设备维护+最后%白炭黑不导电%

必须使用炭黑来消除电荷积聚'

如前所述%滞后性直接与车辆的滚动阻力相

关联' 所谓(滞后)是指橡胶胶料在变形时出现的

热损失' 通过减少这种能量损失%可以开发出效

率更高&性能更优异的产品' 与类似的品种相比

较%保持橡胶性能但又可以降低滞后的炭黑称为

(低滞后炭黑)' 生产低滞后炭黑的方法有若干

种' 生产宽聚集体尺寸分布炭黑%是人们熟知的

一种降低胶料滞后的方法' 业界还提出了生产低

滞后炭黑的其它方法%但它们在商业化方面的成

功相当有限'

本文提出了一种对炭黑进行化学改性的新技

术' 化学改性炭黑的设计%可以降低填料 E填料

间相互作用%增强填料E聚合物间相互作用%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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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与硫化过程%从而改善各种橡胶性能%其中最

为重要的是降低滞后' ,OR0理查森炭黑和能源有

限公司!,#!P"已经开发并生产出了这样的改性

炭黑产品' 具体地说%这是一种化学改性炭黑%属

于一个名叫(节能炭黑) !PLXJ>?,I_XJ$MIBNY"的

新炭黑类别' P,344 即是本文将要评估的节能炭

黑新品种' P,344 呈现出了我们所期望的低滞后

性能%同时又保持或改善了不同配方!包括天然橡

胶基胶料"的其它橡胶性能'

#%实验部分

今天的绝大部分炭黑都是采用炉法工艺生产

的' 在这种生产工艺中%富含碳元素的原料在缺

氧气氛中经历不完全燃烧而形成烟气' 这样的烟

气中含有非常微细的碳聚集体颗粒%聚集体表面

被乱层石墨和无定形碳所覆盖' 根据反应炉设计

和工艺设计%可以控制生产需要的不同结构和表

面积的聚集体!炭黑品种"' 烟气在反应炉内发生

极快的反应之后%在袋滤器中被收集起来形成粉

末' 这样的炭黑粉末随后被输送至造粒机和干燥

机%通过粒化过程压实并干燥成颗粒状' 继而%该

物料被输送至储罐或包装槽车' 这些物料的压实

使其成为更容易输送&运输和处理的炭黑材料'

在大多数情况下%烟气在反应炉中停留的几毫秒

内%炭黑的性能瞬间便确定了' 也可以对其进行

表面改性处理%进一步改善炭黑产品的某些性能'

P,344 属于一类新的填料///节能炭黑' 本

研究对P,344 进行了评估%探讨并阐述了其性能

优势' P,344 是一种旨在降低橡胶胶料滞后的化

学改性炭黑%它最初是按照中试规模生产的%随后

在大规模工业化装置上投入生产' 利用 ",-c标

准方法测定了这种炭黑的性能%数据如表 0 所示'

图 0 中对P,344 与不同的 ",-c品种炭黑的结构

与表面积进行了比较'

橡胶混炼是在 ZIINXUCM?MIK e!转矩流变仪

系统上进行的%该设备带有ZIINX#=XCDOn6444 混

炼室%9 英寸开炼机或实验室型班伯里密炼机' 使

用",-c配方 *6013!044 份 &#和 74 份炭黑"%

&#8$#并用胶 !74 份 &#&74 份 $#和 74 份炭

黑"%模型乘用胎面胶!27 份 ,$#&37 份 $#和 27

份炭黑"%以及附加的天然橡胶基配方 !表 3"' 除

表#%FG!""与不同;GHI品种的分析性能之比较

品/种 P,344 &334 &365

吸油值%DM8044> 036 005 037

压缩吸油值%DM8044> 043 11 046

吸碘值%>8N> 005 030 034

&

3

,"表面积%D

3

8>

006 007 001

,-,"表面积%D

3

8>

04; 049 003

着色强度%: 034 002 036

挥发分%: 3A; 4A1 0A6

TZ 1A5 1A4 ;A1

图$%FG!""与不同;GHI品种的结构4表面积之比较

低应变动态性能测试在#=XCDX<JOBY"#P,系统上

进行外%橡胶性能的评价和测试均使用标准的

",-c测试方法进行' 角式磨耗指数在 ,#!P旋

转砂轮上评估%待其旋转一定的圈数后%测量橡胶

轮盘的质量损失'

表!%各种天然橡胶基配方%J0('

项/目 " $ ! * P W

天然橡胶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炭黑 74 94 94 67 54 94

加工油 04 7 3 3A7 34 34

氧化锌 6 7 6 7 7 7

硬脂酸 3 3 3 3 3 3

硫磺 4A7 0A3 3 0 4A5 4A5

促进剂 0A1 0A37 0A5 3A7 6A17 6A17

其它 7 3A37 06 5A7 3A7 3A7

合计 023A5 029A2 0;6A5 073A7 026A;7 016A;7

!%结果与讨论

P,344 是属于(节能炭黑)系列品种的第一种

低滞后炭黑' 如表 0 的分析数据和图 0 所示%

",-c品种中没有性能与 P,344 相当的品种' 在

结构和表面积上&365 与之最为接近' 如前所述%

对P,344 进行了评估%并在三个不同的橡胶配方

中与&034&&007&&065&&334 和 &365 比较'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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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得出的数据示于图 3 F图 2'

由于 P,344 是一种化学改性炭黑%原本以为

它会对硫化过程产生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

情况并没有出现' 在",-c配方*6013!&#"中%硫

化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图 3"' 然而%在天然橡胶并

用胶和模型乘用胎面胶料 !,$#8$#"中%我们确

实发现了硫化时间缩短 !图3 K和B"' 通过新配方

!例如利用防焦剂"可以提高焦烧安全性'

图!%使用呈现出相同硫化性能的FG!""的ED%''和并用胶%)).'的硫化曲线

图3%FG!""在用于评估的三种不同配方%'))).'中的K$大幅降低

//下面将会说明%防焦剂对橡胶胶料的其它物

理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P,344 表现出非常值得期

待的滞后性%正如图中所示%在室温或 044g!下%

V) 和<IL

.

减小%回弹率增大 !图 6 F图 9"' 根

据配方和所用炭黑品种的不同%<IL

.

减小了 04:

至 64:多一点' 在天然橡胶并用胶配方中%<IL

.

的这种减小源于损耗模量!V)" 的大幅下降%而储

能模量!V-" 的下降则非常小' 在三个不同的配方

中%高应变模量也有所增大%这表明在用改性炭黑

硫化期间达到了更高的交联密度' 对于 P,344 而

言%虽然高应变模量越高说明交联密度越大%经过

硫化的胶料其硬度值却得以保持或仅略微增大'

图$%FG!""在ED%'')EDL,D并用胶%)' 和G,DL,D并用胶%.'胶料中的M'+

!

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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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室温下FG!""在ED%'')EDL,D并用胶%)' 和G,DL,D并用胶%.'胶料中呈现出回弹率增大

图7%FG!""在ED%'')EDL,D并用胶%)' 和G,DL,D并用胶%.'胶料中的高温回弹率显著增大

图8%角式磨耗指数表明FG!""在ED中%''性能相当&但在EDL,D并用胶

%)' 和G,DL,D并用胶%.'中的性能更佳

//耐磨性的量度以P,344 作为对比的指标' 数

值低于 044:耐磨性不太好 !质量损失更大"%数

值高于 044:则更耐磨!质量损失更小%P,344 在

*6013 !&#"配方中与 &365 相当%但在 &#8$#

并用胶和 ,$#8$#并用橡胶胶料中观察到耐磨

性明显提高 !参见图 2"' 在天然橡胶并用胶和模

型胎面胶料中%P,344 甚至优于表面积高得多的的

&044 系列炭黑' 在不同 &#基配方中%对 P,344

也进行了评估%并与最为接近的品种即 &365 比

较%通过吸油值!结构"和氮吸附值 !表面积"来测

定' 各种不同的天然橡胶配方的成分如表 3 所

示' 从这些实验获得的数据示于表 6' 各种橡胶

胶料的滞后均有所改善%<IL

.

值减小在 04:以上

至 044:以上' 在室温下观测到回弹率增大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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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了这一点' 这些结果表明%P,344 在很多方面都 有用武之地%而并不是仅限于轮胎配方'

表3%各种天然橡胶配方的M'+

!

和回弹率

测试项目
回弹率%: <IL

.

&365 P,344 &365 P,344

桥梁支座衬垫 " 93A; 99A2 4A390 4A336

防喷装置 $ 79A9 90A3 4A619 4A647

农用半充气轮胎 ! 75A6 72A6 4A;24 4A545

发动机安装环 * 27A1 22A0 4A035 4A419

管道接头垫圈!77 邵"" P 91A7 26A9 4A013 4A033

管道接头垫圈!97 邵"" W 7;A2 93 4A595 4A664

表$%各种促进剂在天然橡胶中的焦烧时间)硫化时间)K$和M'+

!

测试项目
<Y0%DOL

-

<-74%DOL <7%DOL V) <IL

.

&365 P,344 &365 P,344 &365 P,344 &365 P,344 &365 P,344

c$-, 4A15 4A13 3A27 3A70 9A56 9A46 0A602 4A2;6 4A391 4A340

!$, 0A01 0A0 3A;3 3A50 7A5; 9A97 0A35; 4A233 4A30; 4A025

%$-, 0A07 0A43 6A45 3A7; 2A1; 9A7 0A439 4A972 4A305 4A079

-$$, 0A01 0A01 6A30 3A27 9A;7 9A12 0A747 4A130 4A350 4A095

c$- 4A22 4A;6 3A99 3A91 5A55 7A97 0A526 4A163 4A329 4A303

-c-c 0A00 4A;1 0A25 0A7 9A72 7A57 0A;16 4A23; 4A353 4A073

-c-* 4A;2 4A95 0A62 0A03 5A21 6A29 0A915 4A;74 4A362 4A097

//除了用于评估 P,344 的各种配方外%天然橡

胶配方中替换了各种促进剂' 这么做的目的在于

说明该新品种与各种硫化包的相容性%以及应用

新配方如何才能改变其性能'

这些数据表明%在不使用防焦剂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采用促进剂组合来提高焦烧安全性' 硫化

数据和滞后数据如表 5 所示' 从该表可清楚地看

出%P,344 在天然橡胶胶料中可与多种促进剂相

容' 对于大多数的促进剂%在分析 <Y0 和 <- 74 以

及<7 时发现硫化时间略微缩短' 与其它促进剂形

成对比的是%在使用 c$-时观察到硫化时间更

长%焦烧安全性更好' 不过%当使用 !$, 或 -$$,

时结果却非常有意思///!$, 和 -$$, 都缩短了

硫化时间<, 74"%实际上降低了焦烧安全性' 这

正如早先的研究那样%观察到了滞后性降低' 在

这项特别的研究中%含 -c-c的硫化包%V)降低

达 094:之多%<IL

.

则减小了 37 : F94:不等'

3%结%语

通过对炭黑进行化学改性开发出了一类新型

填料P,344' 上述的各种研究业已证明%在所有的

场合下%P,344 与典型的 ",-c胎面炭黑品种相

比%这种化学改性炭黑在低应力下实现了更低的

滞后' 这标志着填料与填料间的网络更少%我们

知道这有助于降低胎面橡胶胶料的滞后%此时变

形的应变相对较低' 在几个配方中看到 P,344 的

耐磨性有所提高%这标志着填料 E聚合物间的相

互作用增强%使这样的胶料不会像典型的炭黑胶

料那么快被磨损' 某些配方中硫化行为的重大变

化%意味着这种产品本身参与了硫化反应%从而不

仅可能与聚合物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可能与聚合

物链间的硫交联键相互作用' P,344 参与硫化反

应不失为一种改善滞后8胎面磨耗平衡的新方法'

P,344 业已充分表明*它与各种促进剂和硫化包

配合可获得更好的整体性能%且可通过应用新配

方来优化胶料性能%不妨在这方面开展进一步的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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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炭 黑 文 摘

!"#$""#%炭黑粒径的测量方法和仪器

本专利介绍了电敏感区仪器的改进方法%该

改进后的该仪器具有高度准确性%能用于测量炭

黑粒子的粒径' 该改进措施方法包括%含 ()或

&I)的浓缩含水电解质&能溶解于可分散炭黑粒子

的电解质中的表面活性剂以及位于与电解质相接

触表面的银制正电极' 该银制正电极能预防电解

质因光线和电解而降解'

!"#$""!%包含导热聚合物的模塑热塑性制品

本专利介绍了具有低光反射率的模塑导热热

塑性制品%该制品包含与导热填料和炭黑粉末共

混的热塑性聚合物' 聚合物共混物的特征在于具

有高热导性和低光反射率' 该模塑制品包括用于

电气和电子装置的底座结构%其中光源在内部构

建%并且热量在光源中产生%以便热量散发到环境

空气中'

!"#$""3%用于磁数据记录的磁介质及磁数据记

录系统

本专利介绍了用于磁数据记录的磁介质及磁

数据记录系统%该磁介质具有被石墨碳的薄层保

护的多个磁晶粒' 石墨碳层以类似于洋葱上的洋

葱皮的方式形成%并能够构造为碳的各个原子层'

石墨碳的薄层可以形成为石墨烯或富勒烯的层%

其覆盖或部分围绕磁晶粒' 石墨碳层提供抵抗腐

蚀和磨损的良好保护%并极大地减小磁间隔以改

善磁性能'

!"#$""$%含有特定二烯弹性体和具有特定比表

面积炭黑的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胶料%它是基于一种或多

种特定的官能化二烯弹性体和 !-"$比表面积为

044 F344D

3

8>的一种或多种炭黑'

!"#$""6%乙烯L丙烯酸烷基酯共聚物及其胶料和

硫化橡胶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共聚物%它源自以下物质

的共聚合*重量 74: F24:的丙烯酸甲酯+任选地

约重量 4A7: F7:的 0%5 E丁烯二酸部分%或酸

酐或其单烷基酯+其余为乙烯+其中共聚物的数均

分子量约 54 444 E约 97 444%和熔体指数约 0 F

05>804 分钟' 还介绍了含这些共聚物的胶料组合

物&硫化组合物!即%硫化橡胶"和由这些胶料组合

物形成的橡胶制品%如管道&软管%包括流体处理

软管和涡轮增压器软管&缓冲器&保护罩&密封装

置%和适用于机动和非机动产品的垫圈' 还介绍

了其它聚合物与这些共聚物的共混物'

!"#$""7%包含酰肼)腙和多胺的基于天然橡胶和

炭黑的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补强橡胶组合物%其基于

至少!I" 包含天然橡胶作为主要二烯弹性体的弹

性体基体+!K" 含炭黑的增强填料%其中以填料的

总重量计%该炭黑的重量比例大于 74:+!B" 属于

酰肼或腙类或属于胺类的化合物%其特征在于该

炭黑分散在弹性体基体中%其中 m值大于或等于

;4' 该橡胶组合物可用于制造机动车轮胎的橡胶

半成品'

!"#$""8%用于压力管的高填充量炭黑母料

本专利介绍了用于压力管的母料' 该母料包

括炭黑!浓度超过母料重量的 54 :"和高密度聚

乙烯载体树脂!浓度为母料重量的 54: F94 :%

其熔体流动指数在 3A09N>8014\下超过 044>8

04DOL%重均分子量低于 044444"' 该母料还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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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种或多种添加剂!例如%润滑剂和8或抗氧化

剂"'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母料中炭黑的微观分散

评分低于 6!根据 ),%0;776"' 在一定情况下%观

察到 1;:或更多的炭黑附聚体小于 64 微米' 该

母料可被用在压力管配混物中%用基础聚合物稀

释'

!"#$""2%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及其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及其制造

方法%用碳纳米管&石墨烯或者炭黑来代替全部或

者部分昂贵的光吸收性染料%从而可以同时提高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和生产率'

3405441/包含富勒烯及其衍生物的有机光伏器

件

本专利介绍了包含活性层的光伏电池%该活

性层包括作为 T E型材料的共轭聚合物如聚噻吩

和立体规则性聚噻吩%及作为 L E型材料的至少一

种富勒烯衍生物' 该富勒烯衍生物可以为 !94&

!24 或!;5' 该富勒烯也能用茚基团官能化'

!"#$"#"%含有淀粉L丁苯橡胶共聚物作补强填充

剂的可硫化弹性体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可硫化的弹性体组合物%

该组合物包含 044 重量份的弹性体+约 74 F;4 重

量份的含有淀粉8乳液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的补

强填充剂%按每 044 份弹性体计+约 0 F9 重量份

的偶联剂%按每 044 份弹性体计%该偶联剂具有可

与淀粉8乳液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的羟基反应的

一部分%和可与该弹性体反应的另一部分+约 54 F

007 重量份的另外一种补强填充剂%按每 044 份弹

性体计%该填充剂选自由炭黑&二氧化硅及其混合

物组成的基团+和按每 044 份弹性体计%约 4A3 F7

质量份的硫化剂' 还介绍了一种基于本专利的硫

化弹性体组合物制备方法' 本专利的硫化弹性体

配混物用作充气轮胎的胎面胶料具有优良的物理

性能'

!"#$"##%制备有机硅橡胶胶料和有机硅橡胶组

合物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制备有机硅橡胶胶料的方

法' 在很短的混合时间内制备得到该胶料%并具

有优良的抗塑性反转性%制备出的无需热处理的

硫化有机硅橡胶具有优良的耐压缩永久变形性'

!"#$"#!%胶%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胶料%其包含*!""至少一

种聚丙烯酸酯橡胶%!$"至少一种含硅的或含氧的

填充剂或炭黑%和!!"至少一种环氧基硅烷' 该橡

胶混合物可用于制造模制品'

!"#$"#3%白炭黑粉末及其用途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可以进行高填充&可以提

供高成形性的密封材料的白炭黑粉末' 白炭黑粉

末在通过激光衍射E散射法测定的以体积为基准

的频率粒度分布中%至少在 0 F5

,

D的粒度区域中

具有极大峰 0 和在 07 F77

,

D的粒度区域中具有

极大峰 3+该极大峰 3 的最大频率值比该极大峰 0

的最大频率值大+该极大峰 3 具有肩峰+07 F77

,

D

的颗粒的含量比 0 F5

,

D的颗粒的含量大'

!"#$"#$%选择性沉积碳纳米管到光纤上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选择性沉积碳纳米管到光

纤端面上的方法' 在光传播通过光纤的同时%光

纤的端面被暴露在碳纳米管的分散液中' 碳纳米

管就选择性沉积到光纤的发光纤芯上'

!"#$"#6%硫化共聚物半导电屏蔽结构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半导电或绝缘结构%包括

乙烯8辛烷或丁烯共聚物和至少一个另外的聚合

物%如聚乙烯' 该结构还可包括炭黑和其它添加

剂' 该结构可在电缆等应用中被用作半导电层'

!"#$"#7%碳纳米管的生产

本专利介绍了制备用于生产附聚形式的碳纳

米管的催化剂的新方法%该碳纳米管的特征在于

06第 0 期///////// / ///国/外/炭/黑/文/摘



低容积密度' 本专利还介绍了该催化剂&它们以

高催化剂单位产率用于生产碳纳米管中的应用%

和通过该方法生产的低容积密度碳纳米管'

!"#$"#8%采用改进的碳纳米管的场发射器件

本专利介绍了包括阳极与阴极的场发射器

件%其中阴极包括经过了能量&等离子体&化学或

机械处理的碳纳米管' 本发明还介绍了包括经过

这种处理的碳纳米管的场发射阴极' 还介绍了用

来处理该碳纳米管和用于形成场发射阴极的方

法' 另外也介绍了包括经过这种处理的碳纳米管

的场发射显示器件'

!"#$"#2%缓冲层垫胶胶料以及用其生产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能抑制放热并降低橡胶性

能的缓冲层垫胶胶料及用其生产的轮胎' 以 044

重量份的橡胶组分为基准%缓冲层垫胶胶料中含

有 37 F67 重量份的吸碘值为 24 F034 D>8>的炭

黑和 4A7 F3A4 重量份的间苯二酚冷凝物或改性

间苯二酚冷凝物' 还介绍了缓冲层垫胶使用该胶

料的轮胎'

!"#$"#:%含有炭黑的防爆隔热膜及其制备方法

本防爆隔热膜含有将防爆隔热膜与基底粘合

的粘合层&敷金属层&和含有分散炭黑颗粒的耐划

伤层' 其中敷金属层位于与基底粘合的粘合层和

耐划伤层之间' 本防爆隔热膜的制备方法包括*

将由分散于硝化纤维树脂中的微粒子炭黑所组成

的成分与聚合物成型材料相混合以形成涂层成

分%并将该涂层成分用于防防爆隔热膜的组分中%

这样该防爆隔热膜成分就形成了含分散炭黑颗粒

的耐划伤层'

!"#$"!"%导电橡胶辊

本专利所介绍的导电橡胶辊!04"的最外层的

橡胶层!0"含有主要组分为离子导电橡胶的胶料'

橡胶层的表面含有氧化膜%胶料中含有介质损耗

角正切调整填料% 能将导电橡胶辊的介质损耗角

正切设置为 4A0 F0A7' 弱导电炭黑和8或用脂肪

酸处理过的碳酸钙可以用作介质损耗角正切调整

填料'

!"#$"!#%有色墨粉颗粒的制备工艺

本专利介绍的有色聚合墨粉颗粒的制备工艺

包括*溶解有机聚合物形成有机相%也可将一种或

多种助剂溶解于与水不互溶的有机溶剂中+将有

机相与含微粒子稳定剂&着色剂&也可为促进剂的

水相相结合而形成分散体%条件是当着色剂为炭

黑时%是 TZ值小于 2 的酸性炭黑+将分散体均质

化%形成含有机溶剂&有机聚合物和着色剂的液

滴+将有机溶剂从液滴中去掉%形成有色聚合墨粉

颗粒+最后%分离和干燥墨粉颗粒'

!"#$"!!%导电弹性体成分及其生产方法

该导电弹性体成分具有橡胶状弹性和和挠

性&热塑树脂的可塑性%且导电率高' 该导电弹性

体包括一种热塑弹性体成分!""%!""由热塑性树

脂和8或热塑性弹性体所组成的化合物!"0"和由

交联橡胶和8或交联热塑树脂构成的化合物!"3"

所组成% 通过动态交联化合物!"3"而分散于化合

物!"0"中+还包括离子导电剂!$"%!$"含有分散

于热塑弹性体成分!""中的金属盐和聚醚嵌段共

聚物树脂' 该导电弹性体成分中可以含有炭黑

!!"'

!"#$"!3%适用于炭黑生产的换热器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对炭黑生产中的燃烧气体

进行预热的换热器%它能降低炭黑所造成的管道

结垢的风险' 还介绍了由燃烧室和换热器所构成

的炭黑生产设备' 该换热器降低了管内流动的燃

烧气体和管表面之间的温差%从而大幅降低甚至

消除了管道的结垢' 此外%它有效利用了来自含

有悬浮炭黑的燃烧气体的热量%从而能高效利用

能源且低成本地生产炭黑'

!"#$"!$%用苯化合物进行表面改性的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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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介绍了用公式 0 中的苯化合物进行表

面改性的炭黑%以及使用该炭黑的黑色基体的炭

黑分散体成分' 该炭黑分散体成分采用了用公式

0 中的苯化合物进行表面改性的炭黑%或是大约

4A0: F34:重量份的从阳基环单体&低聚物&聚

合物以及它们的混合物中选出的阳基环复合物'

该炭黑分散体成分能提高黑色基体图案的粘着

性&一致性和清晰度%并且在黑色基体图案上无底

切形成'

!"#$"!6%将炭黑添加至聚合物粉末中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将炭黑添加剂加入聚合物粉末

或绒毛中%特别是加入聚乙烯粉末中的方法' 本

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均匀地将添加剂加至聚合物

粉末中%而无需使用色母料' 专利中还介绍了实

施该方法的装置'

!"#$"!7%由碳纳米管和金属组成的纳米复合材

料粉末的生产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由碳纳米管和金属基质粉

末组成的纳米复合材料粉末的生产方法' 该方法

包括*碾磨和混合碳纳米管和金属基质粉末的低

速碾磨工艺%以及碾磨在低速碾磨工艺中均匀混

合的碳纳米管和金属基质粉末%使碳纳米管均匀

地分散在金属基质粉末中的高速碾磨工艺' 该方

法可防止碳纳米管的损坏%并且可将碳纳米管均

匀地分散于金属基质中'

!"#$"!8%高性能电极

本专利介绍了将纳米结构化材料用于贮能装

置的电极中的技术' 可以使用例如碳纳米管&硅

纳米线&碳化硅纳米线&锌纳米线&和其它材料来

改善电极性能如电子传导率&导热率&耐久性' 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将纳米结构化材料添加到

电极配制剂如浆料或粉末中' 可以将纳米结构化

材料直接沉积在活性材料颗粒或电极部件上' 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使用涂层来促进沉积'

!"#$"!2%胎面含热塑性硫化橡胶%HN='弹性体

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轮胎%其胎面包含橡胶组

合物%所述橡胶组合物包含至少一种二烯弹性体%

例如 ,$#或 $#弹性体%含量优选大于 7T=J的

PU*c和聚丙烯的热塑性硫化橡胶弹性体%以及补

强填料%如二氧化硅和8或炭黑' 这种组合物赋予

轮胎高湿抓地力'

!"#$"!:%碳纳米管 4金属粒子复合组合物及利

用其制造的发热方向盘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碳纳米管 E金属粒子复合

组合物及包括由该复合组合物形成的碳纳米管发

热涂层的发热方向盘%包括*I"制造分散有碳纳米

管的碳纳米管分散溶液+K"对上述步骤I" 的碳纳

米管分散溶液进行酸处理+B" 对上述步骤 K" 的

碳纳米管分散溶液进行中和处理+R" 混合上述步

骤B" 的碳纳米管分散溶液和包含有金属粒子的

金属溶液%在碳纳米管表面结合金属粒子'

!"#$"3"%表面改性的有机黑色颜料及表面改性

炭黑

本专利介绍了表面改性的有机黑色颜料&表

面改性的炭黑&由这些颜料形成的颜料混合物及

分散体&引入了它们的能固化的组合物&黑色基质

及产品' 该表面改性的有机黑色颜料可连接有至

少一种具有式 EkEm的有机基团%其中%直接连

接至该颜料的 k代表亚芳基&亚杂芳基&亚烷基&

亚芳烷基或亚烷芳基%且 m代表至少一个离子基

团&至少一个能离子化的基团&至少一个非离子基

团&至少一个聚合物型基团&或者它们的任意组

合' 还介绍了具有该表面改性的有机黑色颜料的

炭黑颜料组合&包含它们的低介电黑色分散体&膜

及黑色基质' 还介绍了具有这些黑色基质的滤色

器阵列&包括这些滤色器阵列的液晶装置%以及制

备和制造这些不同材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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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L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及电性

能研究

介绍了以二氧化硅为分散剂的炭黑8二氧化

硅8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组成&制备&导电机理%

渗流阀值及U-!效应' 分析了影响其U-!效应的

因素%包括炭黑粒子&聚合物基体以及材料的加工

工艺等'

!"#$""!%纳米H1O

!

填料对硼酚醛防火涂料性能

影响的研究

纳米-O%

3

填料在防火涂料中的主要作用是增

强涂膜的机械强度和附着力%防止裂纹%防止紫外

线和水分透过%延长涂膜的使用寿命等' 以硼酚

醛树脂&环氧树脂作为基料%三聚氰胺&六次甲基

四胺为防火助剂%制备了添加纳米 -O%

3

填料的

防火涂料' 通过理化性能&防火性能检测及热重

分析&扫摸电镜测试&红外光谱分析等手段%研究

了添加纳米 -O%

3

填料对硼酚醛防火涂料性能的

影响%并利用锥形量热仪对涂料进行火灾危险性

评价'

!"#$""3%石墨烯L热塑性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

采用溶液共混浇铸成膜法%制备了热塑性聚

氨酯8石墨烯复合材料%并对其结构和性能进行了

研究' 结果表明%高温还原得到的石墨烯可大幅

度提高热塑性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储能模量' 电学

性能测试表明%热塑性聚氨酯8石墨烯复合材料的

电性能在质量分数为 0: F6:的填料量范围内出

现了突变%体积电阻率降低了 9 个数量级

!"#$""$%超短多壁碳纳米管组装管的制备研究

以质量分数为 04:的过氧化氢溶液为氧化

剂%0 DCM8'的硫酸为酸性介质%常温下放置 5;=%

即可以简单地将冗长团聚的多壁碳纳米管切割成

超短碳纳米管的组装管' 碳纳米管组装管的长度

为 74 F;44LD%超短碳纳米管的长度为 ; F07LD'

碳纳米管被切短后没有引入取代官能团

!"#$""6%四氯化硅滴定法制备白炭黑的实验研究

以多晶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四氯化硅

为原料%在一定条件下%在保护气体!如惰性气体

氮气"的保护下%将四氯化硅与等量的硅酸钠溶液

同时到放有氯化钠溶液的容器中%调节溶液 TZ至

5 左右%搅拌 64 DOL 后停止搅拌%转移沉淀物%漂

洗至 TZ到 2%抽滤&烘干即可得到粉状白炭黑'

本文的创新点是在总结前人制备纳米白炭黑的基

础上%研制出利用双水解的方法制备纳米白炭黑'

!"#$""7%白炭黑L炭黑配比对载重轮胎胎面胶动

态性能的影响

天然橡胶!&#"是用于载重轮胎胎面胶的主

要成分' 轮胎胎面胶的通用胶料配方包括 &#和

$#作为聚合物基料%炭黑作为补强剂%还有硫化

剂成分' 本文研究了双相填充剂体系!炭黑和深

沉法白炭黑"对轮胎胎面胶动态性能的影响' 研究

结果表明%通过增大沉淀法白炭黑添加量%轮胎的

抗疲劳性能&滚动阻力和生热均显著改善%而轮胎

胎面胶的拉伸强度&定伸应力和湿路面抓着性能则

随着橡胶胶料配方中白炭黑量的增加而降低'

!"#$""8%纳米补强剂对I=PL;FI共混胶性能

的影响

采用机械共混方法%在乙烯丙烯酸酯橡胶中

加入甲基乙烯基硅橡胶共混%研究了纳米白炭黑

和纳米炭黑品种及两者并用对 ĉ e8"Pc共混胶

56 炭/黑/工/业// / ////////////3405 年



的硫化特性&物理机械性能&耐热老化性能&耐油

性能&高温压缩永久变形及动态力学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采用纳米沉淀法白炭黑和纳米气相

法白炭黑并用补强体系时%共混胶具有较好的物

理机械性能和耐热老化性能'

!"#$""2%介孔炭材料及介孔炭L氧化硅复合材料

对大分子有机污染物的吸附

介孔炭材料与活性炭相比具有较大的孔体积

和孔径%高的比表面积以及规则的孔道结构%而介

孔炭8氧化硅复合材料兼顾了活性炭与介孔材料

的优点%因此在吸附大分子有机污染物方面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 笔者综述了近年来介孔炭%负载8

修饰后的介孔炭%介孔炭8氧化硅复合材料的制备

和最新研究进展' 在制备方面%根据其制备机理

的不同可分为硬模板法和软模板法%制备出有序

的介孔炭与介孔炭8氧化硅复合材料' 在应用方

面%重点介绍了介孔炭材料和介孔炭8氧化硅复合

材料对大分子有机污染物的吸附性能' 进而对介

孔炭8氧化硅复合材料在吸附方面的应用进行了

展望'

!"#$"":%超级电容器碳基材料研究的进展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和蓄电池

之间的储能装置%其以功率密度大%充电速度快%

工作温度范围宽%循环使用寿命长和绿色环保等

优点%被世界各国广泛关注' 通过对超级电容器

新型碳电极材料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介绍%展望

了超级电容器的发展前景%认为超级电容器将不

仅对全球性能源问题有着重大突破%还将会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

!"#$"#"%E,D在白炭黑表面吸附对GG,D胶料

性能的影响

以高乙烯基溶聚丁苯橡胶!,,$#3772""为研

究对象%研究了不同丙烯腈含量的 3 种丁腈橡胶

!&$#0;59 和 &$#6647 " 对白炭黑填充的 ,,S

$#3772"胶料加工性能&力学性能和动态性能的

影响' 结果表明%加入&$#%缩短了混炼胶的硫化

时间%提高了硫化速度' 加入 &$#除对硫化胶的

压缩生热和永久变形造成不利影响外%对其他力

学性能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尤其是耐磨耗性能

改善显著' 动态力学性能!*c""测试表明%加入

&$#%使硫化胶在 4\时的 <IL

.

值升高%94\时的

<IL

.

值降低%&$#6647 的影响尤为显著'

!"#$"##%&*4I*LIQO作催化剂 &=R法制备

碳纳米管

研究了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对合成碳纳米管的

影响%分别采用溶胶凝胶法&浸渍法和燃烧法制备

了!CEcC8c>%催化剂%并以乙炔为碳源%"J气

为保护气%在 274 F174\常压下生长碳纳米管'

采用-Pc对所得产物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对

于!CEcC8c>%体系%相对浸渍法和燃烧法%溶胶

凝胶法是很好的选择%可以得到数量与质量均较

好的碳纳米管%并讨论了溶胶凝胶法制备碳纳米

管的过程中工艺参数的择优'

!"#$"#!%中间相沥青基泡沫炭的研究进展

中间相沥青基泡沫炭是一种具有低密度&高

强度&高导热&高导电&耐火&耐高温&抗冲击&抗氧

化等性能的新型炭材料%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不同的原料和方法所制备的沥青基泡沫炭的结

构&性能和应用也有所不同%通过对以石油系&萘

系和煤沥青或改性煤沥青为原料制备中间相沥青

基泡沫炭%讨论了制备工艺对泡沫炭的影响%同时

对泡沫炭的改性研究及应用进行了概述'

!"#$"#3%热重分析技术在炭材料制备和功能化

领域的应用

热重分析是一种快速有效地研究材料结构性

能的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炭材料研究领域' 综

述了热重分析技术在几种炭材料!碳纳米管&碳纤

维&活性炭&碳微球和针状焦"制备和功能化研究

76第 0 期///////// //////馆/藏/文/献



中的应用' 主要论述了利用热重分析研究炭材料

的反应机理&热稳定性&高温抗氧化性&反应动力

学&吸8脱附性能&负载物含量的测定等%并展望了

热重分析的发展前景'

!"#$"#$%石墨烯的制备及应用现状

石墨烯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性质%从石墨烯的

成果获得诺贝尔奖以来%其相关研究便引起人们

的极大兴趣' 本文总结近年石墨烯的研究现状%

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和其应用情

况' 详细介绍了微机械剥离法%液相或气相直接

剥离法%氧化还原法%化学气相沉积法%取向附生

法%晶体外延生长法%化学分散法%电化学方法%电

弧法%爆炸法%自组装法制备石墨烯' 以及石墨烯

在催化过程%太阳能电池%电子信息%电化学%生物

医药等方面的应用' 结合本课题组的应用主要用

于催化反方向%作了一定的描述'

!"#$"#6%中间相沥青基泡沫炭的研究进展

中间相沥青基泡沫炭是一种具有低密度&高

强度&高导热&高导电&耐火&耐高温&抗冲击&抗氧

化等性能的新型炭材料%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不同的原料和方法所制备的沥青基泡沫炭的结

构&性能和应用也有所不同%通过对以石油系&萘

系和煤沥青或改性煤沥青为原料制备中间相沥青

基泡沫炭%讨论了制备工艺对泡沫炭的影响%同时

对泡沫炭的改性研究及应用进行了概述'

!"#$"#7%HFGNH制备的网状白炭黑对 G,D胶

料的有效补强

在二氧化硅粒子之间预先形成网状%然后用

作橡胶补强剂' 网状二氧化硅可改善轮胎的燃料

热值' 同时消除在使用偶联剂的传统补强体系中

产生的早期硫化和乙醇产生的缺陷' 以不同用量

的 6%6s双 !6 E乙氧基甲硅烷丙基"四硫化物

!-P,U-"偶联剂制备网状二氧化硅' 网状二氧化

硅补强的丁苯橡胶胶料显示出较低的填料 E填料

间相互作用和高的橡胶 E填料间相互作用%同时

降低胶料的滚动阻力%这会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和提高汽车的燃料热值'

!"#$"#8%酚醛树脂改性石墨L天然橡胶复合材料

的性能

采用酚醛树脂对石墨进行改性处理%制得改

性石墨8天然橡胶!&#"复合材料%采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对石墨的微观形貌进行了表征%并对改性

石墨8&#复合材料的性能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

明%改性石墨的表面粗糙度增加' 改性石墨8&#

复合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平均热导率高于未改性

石墨8&#复合材料+随着酚醛树脂含量的增大%复

合材料导热性能有所降低' 与未改性石墨8&#复

合材料相比%改性石墨8&#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

撕裂强度&定伸应力和硬度增大%扯断伸长率和永

久变形降低+酚醛树脂含量高的改性石墨8&#复

合材料较酚醛树脂含量低的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有

所降低'

!"#$"#2%自交联含氟丙烯酸树脂的合成及其在

涂料中的应用

以过氧化苯甲酰!$U%"为引发剂%将甲基丙

烯酸十二氟庚酯!V45"与丙烯酸丁酯!$""&甲基

丙烯酸甲酯!cc""&对氯甲基苯乙烯!!c,"和丙

烯酸羟丙酯!ZU""1D!V45"uD!$""uD!cc""u

D!!c,"uD!ZU"" 0̀A5u3A7u5u6A7u62进行溶液

聚合%分别用连续和间断滴加法制得了自交联含

氟丙烯酸酯树脂' 测试了涂膜的疏水性&硬度等

性能+探讨了合成方法&烘烤工艺&稀释剂&纳米颗

粒对涂膜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采用间断滴加

法制得的树脂疏水性较好+该树脂的最佳成膜温

度是 074 \%成膜时间为 07 DOL+加入纳米 -O%

3

后%使用含有高沸点溶剂的混合稀释剂%涂膜的表

面接触角可达 001g'

!"#$"#:%刻蚀时间对碳纳米管形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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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技术%以

!3Z3&Z3 和&3 为反应气体%制备出碳纳米管薄

膜' 利用扫描电镜!,Pc"和拉曼光谱仪对其进行

表征%研究刻蚀时间对碳纳米管形貌的影响' 结

果表明*催化剂刻蚀时间对碳纳米管薄膜的生长

起着重要作用%刻蚀时间为 04DOL 时可获得定向

性好&密度适中&杂质缺陷少的碳纳米管'

!"#$"!"%聚乙二醇链段对透明防火涂层柔韧性

及阻燃性的影响

氨基树脂与磷酸酯组成的复配体系防火性能

佳%但交联密度大%因此涂层的柔韧性&抗龟裂性

差' 为了改善体系柔韧性&抗龟裂性%将不同链长

的聚乙二醇!UPV"与多聚磷酸!UU""&多元醇合

成聚磷酸酯%再与甲醚化的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复

配%制备了膨胀阻燃透明聚合物涂层' 通过 W-E

)#&-V&硬度测试&柔韧性测试&,Pc等手段%研究

了UPV柔性链长对涂层柔韧性&抗龟裂性&阻燃性

等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UPV链段的引入能有

效改善涂层的柔韧性%链长越长%柔韧性&抗龟裂

性越佳%但链长过长%阻燃性降低'

3405430/氯丁橡胶对炭黑8白炭黑填充溶聚丁苯

橡胶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氯丁橡胶!!#"对白炭黑8炭黑并用填

充溶聚丁苯橡胶!,,$#"的性能和填料分散的影

响' 结果表明%加入 !#可提高炭黑8白炭黑填充

,,$#的性能%当!#用量为 5 份时%硫化胶综合力

学性能最佳+-Pc观察表明%填料与 ,,$#基体界

面模糊%填料分散较均匀%填料网络化程度降低'

!"#$"!!%硅烷偶联剂对白炭黑胶料性能的影响

研究硅烷偶联剂 ,O27 和 &k-对白炭黑胶料

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偶联剂 ,O27 胶料相比%

偶联剂&k-胶料的门尼粘度较低%硫化时间较长%

定伸应力和拉伸强度较小%拉断伸长率较大%动态

性能差别不大'

!"#$"!3%&S7"$炭黑在FNRI密封条胶料中的

应用

研究 !W945 炭黑在三元乙丙橡胶!PU*c"密

封条胶料中的应用' 结果表明*!W945 炭黑具有

一定的补强作用%可以提高胶料的抗焦烧性能+炭

黑&6648!W945 炭黑并用比为 ;4894 的试验配方

胶料性能与炭黑&6648&774 并用比为 14864 的原

配方胶料相当%生产成本降低'

!"#$"!$%氧化石墨烯L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

性能研究

采用溶液共混浇注成膜法制备氧化石墨烯8

热塑性聚氨酯!-U+"复合材料%并对其结构和性

能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氧化石墨烯在 -U+基体

材料中分散较好+随着氧化石墨烯用量!4 F7 份"

的增大%氧化石墨烯8-U+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增

大%拉断伸长率未明显下降+当相同用量!均为 0

份"的氧化石墨烯&碳纳米管&石墨和炭黑分别填

充-U+时%氧化石墨烯8-U+复合材料物理性能提

高幅度最大%补强性能最好'

!"#$"!6%纳米 H1O!L炭黑改性 NFH织物及其导

电与光活性的表征

对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UP-"织物进行碱

性水解预处理' 通过浸渍法以十二烷基硫酸钠作

为分散剂在原始的和经预处理的UP-中加入纳米

炭黑!!$0707 和!$079"%纳米二氧化钛!&-%" E

&!$Y!!$0707 或!$079"混合物' 以柠檬酸!!""

和次磷酸钠!,ZU"分别为交联剂和催化剂%分别

在预处理前后的 UP-Y中加入 &-%b!$0707 和

&-%b!$079 作对比研究' 结果表明%!$079 比

!$0707 更能有效地降低样品的电阻率' 加入

&-%后%由原始 UP-所制样品比预处理 UP-所制

样品具有更低的电阻率' 然而%这与不加 &-%所

制样品结果相反' 通过增加添加量和改善 &!$Y

和 &-%在织物中的分散均匀性%采用 !"和 ,ZU

可明显降低样品的电阻率' 发现 &!$Y与 &-%

26第 0 期///////// //////馆/藏/文/献



的协同效应可提高预处理织物的紫外吸收' 由

原始UP-中加入&!$和&-%所制样品比预处理

的 UP-对亚甲基蓝降解具有更高活性' 通过添

加 &-%或 !"E,ZU可提高活性%前者比后者更

有效'

!"#$"!7%煤矸石酸渣制备白炭黑的实验研究

白炭黑是橡胶&塑料&涂料等化工制品的重要

填料%煤矸石制取白炭黑是其高附加值利用手段

之一' 利用煤矸石提铝后的酸渣%制备低模数水

玻璃%经新鲜酸渣提模%制取与工业水玻璃模数!L

%

6A9"相近的高模数水玻璃' 以二氧化碳为沉淀

剂%经碳化反应制取白炭黑' 采用单因素实验和

正交实验相结合%确定出最佳的工艺条件*!0"煤

矸石酸渣制备高模数水玻璃*提模时间 0A4=&提模

温度 94\及液固比为 5u0+!3"高模数水玻璃制备

白炭黑*反应温度 ;4\&反应时间 3A7=&水玻璃密

度 0A427>8DM&水玻璃模数 6A6&搅拌速率为 674J8

DOL&二氧化碳浓度为 34:' 所制白炭黑质量好%

吸油值 3A3D'8>%白度 14:以上%纯度 ;7:以上'

!"#$"!8%F'>T>1UV(!"型激光粒度仪测定炭素粉

末粒度分析

在电碳工业研究中%炭素粉末粒度的分析是

炭素材料的重要技术指标之一%是炭素制品研究

人员对工艺创新%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保证' 本

文通过激光粒度分析仪对石墨粉粒度测量进行的

重复性试验%测试结果分析表明*激光粒度仪适合

碳素粉末的粒度测量%同时讨论了激光粒度仪测

量误差的主要来源%即来自仪器测量本身与测试

前样品处理过程两个方面%其中样品处理过程是

粒度测量中误差的主要来源'

!"#$"!2%偶联剂用量对白炭黑 A###6IN补强

GG,DL,D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硅烷偶联剂 6 E辛酰基硫E0 E丙基三

乙氧基硅烷!&k-"&

(

E巯丙基 E乙氧基双!丙烷

基E六丙氧基"硅氧烷!,O252"及 6%6 E双!三乙氧

基硅烷基丙基" E四硫化物 ! ,O91"改性白炭黑

m0007cU填充 ,,$#8$#的静态性能&动态性能及

微观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偶联剂的加入使硫

化胶的力学性能略有改善%但是当偶联剂用量超

过其最佳用量时白炭黑表面会形成多层物理吸附

的界面薄弱层%导致硫化胶的力学性能降低' 6 种

偶联剂改性体系硫化胶的 UI?LX效应随着偶联剂

用量的增加急剧下降%当偶联剂用量达到 0A3 份

后变化不大%但是硅烷偶联剂的结构对硫化胶的

动态性能及白炭黑m0007cU在硫化胶中的分散性

影响不大'

!"#$"!:%修补涂料中光稳定剂的热老化研究

应用化学动力学和阿伦尼乌斯方程式研究了

修补涂料中光稳定剂对涂膜耐热老化黄变性能的

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在不同温度下%液态型苯并

三唑类光稳定剂的外观会随时间变化越来越黄%

且反应级数为 0 级+另外根据阿伦尼乌斯方程式

计算热老化黄变活化能%以及利用比尔定律观察

可见光在 594LD的吸收%发现其与涂膜外观颜色

!"UZ""有高度正相关%说明造成涂膜热老化黄变

的因子不是光稳定剂分子本身%而是其中的不纯

物' 因此为了减缓修补涂料涂膜热老化黄变%应

选择热稳定性能较好的紫外光吸收剂'

!"#$"3"%不同还原程度氧化石墨烯 4水性聚氨

酯共混膜的性能研究

采用超声得到氧化石墨烯分散液%利用柠檬

酸钠&抗坏血酸&'E半胱氨酸及硼氢化钠 5 种还

原剂对氧化石墨烯进行还原%并与水性聚氨酯共

混改性%通过实验探究还原后氧化石墨烯8水性聚

氨酯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介电性能' 结果表明%

还原后共混膜的力学性能&介电性等较未还原共

混膜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对导电性影响尢为显

著%最好的共混膜提高了近 0 074 倍%充分体现了

石墨烯良好的导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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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坦国际进军轮胎回收领域

美国橡塑新闻网消息#帝坦国际公司凭借一

合资公司正在进军轮胎回收利用业务#每年从销

售废轮胎回收的燃油'炭黑和钢材可望产生 3A7

亿美元或更多的收入$

帝坦国际旗下的帝坦矿业服务公司已与绿色

碳!VJXXL !IJKCL"合作开办了帝坦轮胎回收公司#

绿色碳是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罗默的%-#轮胎

工程有限公司的一部分$ 据称#绿色碳开发出了

一种轮胎回收工艺#能够处理矿山轮胎和输送带$

该合资企业的系统可适应规格在 71#96 以内的轮

胎#这些规格的轮胎均可回收#产生燃油'炭黑和

钢材#全部可用于出售$

据介绍#绿色碳的回收技术与热解工艺相比#

其独到之处在于它回收的炭黑可直接用于轮胎生

产$ 另外#该技术由废轮胎回收的瓦斯气#还可产

生过程所需要的 ;;:的能量$ 包括炭黑和燃油在

内#此项工艺创造的能量相比其消耗的多 ; 倍$

%安琪'

新疆中碳科技搬迁提上日程

由于周边居民对企业污染问题意见很大#新

疆中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新疆塔里木炭黑有

限公司"搬迁已提上日程$

据悉#这家炭黑企业当初建厂时厂区周边还

不是居民区#随着近年来炭黑厂周边居民日益增

多#居民对该厂的污染问题意见也越来越大$ 近

几年#炭黑厂已投资 344 多万元进行了技术改造#

减少污染$ 为此#新疆中碳科技目前已将位于拜

城县的一家炭黑生产企业控股#在库尔勒市的炭

黑生产未来将全部转至拜城县$ 另外#炭黑厂正

在进行产品的调整#将来生产的产品为污染程度

较低的高软化点碳基树脂$ 同时#厂房也将搬迁

至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远离居民区#届时污

染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该公司表示#新厂的初

步规划'环评等工作有望在明年 1 月完成$ 目前

的炭黑厂计划在明年完成搬迁$ %艾丰'

三菱化学用植物油大规模生产炭黑

据日本%橡胶时报&报道#日本三菱化学公司

近日宣布#它已开发出一种以植物油大规模生产

高收率炭黑的技术$

目前#工业化生产的炭黑#大都以煤焦油系或

石油系的重馏分#如杂酚油'乙烯焦油或蒽油等油

品为原料$ 与此相反#植物油!如蓖麻油或松香

油"#由于芳烃含量低#不能以常规的方法大量生

产炭黑$ 鉴于煤和石油均属储量有限的矿产资

源#该公司利用植物中提取的可再生油品为油料#

开发出一种高性能炭黑生产技术#成功地用来大

规模工业化生产炭黑$ 该公司于 3404 年 03 月在

黑崎工厂开始试验#并从 3406 年 2 月开始向客户

提供样品试用$ %袁丁'

张家口旭光化工研发出超导炭黑

日前#经国家多名高级专家成立的鉴定委员

会认定#张家口下花园区旭光化工有限公司完成

的多级组合式超导炭黑新工艺研究与开发项目具

备国内领先水平$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为该项目颁

发了%河北省科学技术成果证书&$

新研发的超导炭黑是一种极微小的黑色粒

子#呈粉状#具有质轻'比重小'比表面积大'吸附

性能强的特点#化学性质也相当稳定#不易和酸'

碱'水发生化学反应#热稳定性好#炭黑除具有良

好的物化性能外#由于它有特殊的二次链支结构#

结构发达#故又具有良好的高导电性能$ 广泛用

于航天'电子'导电橡胶'传导体'电缆屏蔽料'涂

料'润滑油等行业中$ %尹强'

近期我国炭黑进出口涨跌互现

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3406 年 04

月份#我国炭黑进口总量为 2930A5 吨#较 1 月份

进口量增加 013A2 吨#环比上升 3A71:#同比上

升 34A37:-04 月份出口量为 7A95 万吨#较 1 月

份减少 4A50 万吨#环比下降 9A95:#同比上升

0A90:$

3406 年 00 月份#我国炭黑!炭黑及其它编

码未列名的其它形态的碳"出口量为 75496A61

吨#环比下降 5A30:#同比上升 4A4;:#进口量

为 ;473A;3 吨#环比上升 7A99:#同比上升

0;A53:$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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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炭黑会议在台北闭幕

据美国诺奇咨询公司网站报道#亚太炭黑会

议于 3406 年 00 月 06 日至 07 日在台北召开$ 会

议安排了 6 篇主旨演讲$ 印度博拉集团的米斯拉

!,IL<J[T<cOYJI"博士发表了题为%炭黑世界寻求

超越(记取的教训&的演讲#他敦促炭黑行业#超越

目前的局限性#通过合作来解决共同关心的事务$

第二个发表主旨演讲的是 ÔR=O<XB=咨询公司的谭

尼加! ÔLCR -ILXvI"#阐述在挤对资源的世界中炭

黑产业的未来$ 诺奇咨询公司的伊塔!UI[M)<I"发

表第三篇主旨演讲#对全球炭黑产业目前的供应8

需求动态进行了概述$

与往届会议一样#各区域市场分别介绍当地

炭黑行业的情况#油料供应商介绍了全球原料供

应形势$ 其他著名的论文涉及新的节能炭黑'废

轮胎回收炭黑'炭黑补强性能的概述'炭黑生产中

的各种技术问题#以及空气预热器#能量回收和余

热利用设备$

亚太炭黑会议
"

两年举行一次$ 下一届亚太

炭黑会议将于 3407 年 00 月在日本横滨市召开$

%袁丁'

日本炭黑出货量继续反弹

据日本%橡胶塑胶新闻&报道#3406 年 1 月

日本炭黑出货量为 7A69 万吨#同比增长 3A4:#

是自年 ; 月出货量出现反弹以来连续第二个月

的正增长$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自

; 月份汽车和轮胎产量一改连续 06 个月的跌势#

带动炭黑市场需求回升$ 今后 6 个月日本炭黑

出货量是否仍能呈现正增长#取决于汽车和轮胎

市场$

1 月份#日本的炭黑产量为 7A33 万吨#同比下

降 3A4:#而 2 月和 ; 月的炭黑产量曾打破连续 07

个月的负增长#呈现出微弱的反弹$ 3406 年前 1

个月#炭黑累计出货量为 57A27 万吨#同比下滑

5A9:-而前 1 个月的累计产量为 57A6; 万吨#同比

减少 ;A4:$ 今年前 1 个月#炭黑进口量累计为

03A2; 万吨#同比减少 7A;:-同期的出口量累计

为 6A62 万吨#增长 ;A4:$

%袁丁'

朗盛推出新产品提升轮胎性能

全球最大的钕系顺丁橡胶生产商朗盛正式推

出两款新的易加工型钕系顺丁橡胶!&RU$#"产

品#以简化节油型轮胎等产品的生产#并为轮胎开

发提供了更多选择$

据悉#新的改性钕系顺丁橡胶等级 $[S

LI&R33Pm和$[LI&R35Pm是能够替代高性能橡胶

!如钕系顺丁橡胶$[LI!$33 和$[LI!$35"的极具

吸引力的产品$ 它们不仅具备突出的高分子量#

能够制造出具有出色低滚动阻力性能的轮胎#还

因采用朗盛最新的橡胶改性技术而极易加工$

朗盛斥资约 3 亿欧元在新加坡裕廊岛上建设

全球最大的钕系顺丁橡胶工厂#该工厂年产量达

05 万吨#将是全球最大的钕系顺丁橡胶工厂$ 工

厂建设正如其推进#投产后将服务于不断增长的

)绿色轮胎*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 %阿枫'

金能科技全面启动对普利司通供货

普利司通公司采购部长森田幸平等一行 7 人

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审核#双方就现存

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就未来的战略合作达成

共识$

这是普利司通公司今年以来第二次来金能科

技公司考核$ ; 月底#金能科技开始为普利司通公

司供货#合作全面启动$ 考核组对金能科技的展

厅'生产调度中心'白炭黑'炭黑车间及研发中心

进行了参观#深入了解金能科技炭黑'白炭黑生产

工艺'技术团队建设'研发情况'企业现状及未来

发展规划$ %袁丁'

卡博特邢台基地首批炭黑交付用户

卡博特!中国"公司邢台基地于 3406 年 1 月

投产#生产的首批软质炭黑&994 近日在杭州中策

橡胶公司投入使用$ 为此#双方还举行了隆重的

剪彩仪式$ 卡博特公司执行副总裁'功能性补强

材料总裁孟德#功能性补强材料副总裁'大中华区

总裁申毅等参加了此次活动#并与中策公司董事

长沈金林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会谈$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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