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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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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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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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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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DIOM发来#排版软件建议采用PCJQ$

7H拟提交论文的作者#请在 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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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H征文截止日期(3407 年 03 月 04 日$

<H征文用6EDIOM投稿#请发送至BKBABIJKCLKMIBNB>OLI3405HBCD或 4907=>?@A0<7H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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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7 年 2 月



浅谈炭黑生产如何应对轮胎环保指标要求#

孙学良

!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巨无霸炭黑有限公司#河北 沙河/485044"

摘%要" 近年来&欧盟及其它一些国家已开始对进口产品的环保指标进行控制&其中对轮胎及橡胶制品中可能致癌的

多环芳烃!R"ST"含量做了更严格的限制' 作为其主要原材料之一的炭黑&由于结构和性能的特殊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本

文就炭黑在生产中如何进一步降低其有害R"ST含量&以达到轮胎及制品的要求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看法和

措施'

关键词*炭黑+轮胎+环保指标+多环芳烃!R"ST"+分析+措施

#%前%言

为了进一步减少环境污染#保证人身健康&

3448 年欧盟开始对美国环境保护署!6R""所列的

0< 种有害 R"ST制定了具体的限制指标+随后又

发布了 3448

"

<1

"

6!指令&主要针对轮胎和橡

胶制品中 9 种致癌R"ST做了限制&使轮胎又增加

了一项环保指标' 具体要求是 9 种受限 R"ST含

量小于 04D?

"

N?&并专门规定强致癌物苯并!I"

芘!$IR"的含量必须小于 0 D?

"

N?&具体见表 0'

#

3403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表#%轮胎及橡胶制品的环保指标要求

序号 多环芳烃!R"ST"种类 测试方法 含量要求

0 苯并!I"蒽!$I"" U6(

3 屈!!S#" U6(

7 苯并!K"荧蒽!$KV" U6(

5 苯并!W"荧蒽!$WV" U6(

8 苯并!N"荧蒽!$NV" U6(

< 苯并!I"芘!$IR" U6( X0:4D?YN?

2 二苯并!I&>"蒽!*$"" U6(

9 苯并!Z"芘!$ZR" U6(

以上 9 种多环芳烃!R"ST"总含量 X04:4D?YN?

//前一阶段&国内一些轮胎企业可能对此了解

和重视不够&对 R"ST没有进行相关的检测和控

制&以至于部分出口欧盟的轮胎因被检测出 R"ST

超标而退货&损失较大' 近两年国内轮胎企业已

开始重视这方面的检测&有的已专门在炭黑的采

购标准中增加了对 9 种R"ST的具体要求' 另外&

我公司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的一些炭黑用户已经

提出了对 R"ST的检测要求&要求我方定期提供

R"ST的检测报告'

经分析确认&轮胎及橡胶制品中的R"ST主要

来源于炭黑和一些助剂+要想控制好 R"ST含量&

就应从炭黑和助剂着手' 目前轮胎企业已开始寻

找低含量 R"ST助剂的替代物&并有了一定的结

果' 但对于炭黑来说&近期内还不能找到大量的#

能够完全替代之的物质' 白炭黑属于无机聚合

物&基本不含R"ST&由于成本等原因&短时间内还

不能替代炭黑' 因此大部分轮胎厂仍把对炭黑

R"ST的控制作为重点&甚至直接按轮胎 R"ST的

限制范围来要求炭黑'

!%炭黑含5678物质的原因

我们知道&炭黑之所以对橡胶有补强作用&靠

的是表面活性物质&活性物质的多少决定了补强

性的大小' 通过对炭黑表面物质成分分析知&其

主要由有机物构成+除了一些活性基如羟基#酚

基#醌基#内酯基外&确实还含有多环芳烃类物质&

例如萘#蒽#芘#苯并芘等&这些 R"ST类物质的来

源包括*一是未反应完的原料油成分附着在炭黑

表面&二是炭黑生成的同时由一些芳烃及非烃类

物质裂解聚合而成'

!9#%原料油方面

目前&轮胎和橡胶制品用的炭黑基本是油炉

法生产的&原料主要有澄清油#乙烯焦油#煤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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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蒽油"和炭黑油' 国内炭黑厂已很少使用含

R"ST较低的澄清油和乙烯焦油&而主要用含

R"ST较高的煤焦油或炭黑油' 从理论上讲&油的

重质芳烃含量越高&生成炭黑的R"ST含量越高&

其有害物质成分也就越高' 表 3 给出了几种炭

黑原料油的烃类组成' 澄清油虽然有高的芳烃

含量&但重质芳烃较少+乙烯焦油含有较高的饱

和烃!石蜡烃和环烷烃"&高温裂解后也只形成低

环芳烃&同样重质芳烃也较少' 蒽油芳烃含量最

高&主要集中在四环芳烃&重质芳烃含量相对也

不高' 问题较大的是煤焦油和炭黑油&煤焦油是

极其复杂的混合物&主要成分是多芳烃和杂环类

物质&数量近千种' 经相关测定表明&煤焦油中

确实含有有害的 R"ST物质' 炭黑油是煤焦油的

重质成分与部分蒽油的混合油&同样含有一定量

有害的 R"ST物质' 表 3 中煤焦油和炭黑油重质

芳烃均较高&说明这两种油 R"ST物质的含量是

较高的'

表!%几种典型原料油的烃类组成%供参考'

项目
密度

34[

烃/类!044;" 芳/烃!044;"

饱和烃 芳烃 杂环烃 单环 双环 三环 四环 五环以上!杂环"

澄清油 0:48 71 82 7 04 03 72 79 7

乙烯焦油 0:42 84 54 04 4 <3 09 00 1

煤焦油 0:01 5 <4 7< 5 9 03 39 59

蒽油 0:05 05 25 03 4 4 09 <5 09

炭黑油 0:30 8 88 54 4 4 0 39 20

//另外&实践证明&低密度的煤焦油由于轻质馏

分较多&其含有的R"ST物质要低于高密度的煤焦

油' 同样&低密度的炭黑油由于蒸馏切出温度偏

低或兑入较多的蒽油&一般其含有的R"ST物质也

会低于高密度的炭黑油'

目前&国内炭黑生产几乎 044;使用煤焦油系

原料&短期内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炭黑的 R"ST含

量偏高也是正常的' 轮胎及制品要想消除其带来

的对R"ST含量的影响&还会有一定的困难'

!9!%炭黑生产方面

油炉法炭黑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炭黑生成反

应#烟气热量回收#炭黑收集#造粒和干燥#炭黑净

化#入仓包装' 生成反应是产生R"ST物质的主要

过程&造粒和干燥也有一定的关系'

!

炭黑生成反应 有人曾经做过实验&对炭黑

反应炉各部位反应的中间产物进行色谱分析&发

现均有多种R"ST存在' 前面曾说过&在炭黑反应

过程中有两种情况形成多环芳烃*一是未完全反

应的原料油&二是经高温裂解聚合成新的芳烃物

质'

炭黑的反应过程可叙述为*有机烃类高温裂

解脱氢
$

形成活性基
$

聚合成晶核
$

长大成原生

粒子
$

熔聚成聚集体
$

附聚成附聚体
$

!氧化"成

炭黑粒子' 整个过程时间很短&约几毫秒到十几

毫秒&过程所需热量来自燃料燃烧和部分原料的

燃烧'

炭黑原料油主要构成就是有机烃类&包括饱

和烃!烷烃或环烷烃"#芳香烃和大分子非烃及杂

环类' 由于烷烃中的E!E!E键能低于芳烃中的

E!\!E键能&因此饱和烃会先裂解和缩合成低

质芳烃+所有芳烃经脱氢聚合成炭黑晶核&进而长

大成原生粒子' 饱和烃及轻质#中质芳烃生成的

炭黑粒子更细#表面积更大#有害 R"ST物质却很

少' 重质芳烃和非烃杂环类生成的炭黑粒子大#

表面积低#活性差&而有害R"ST物质较高' 另外&

炭黑形成的时间很短&粒子表面多少会有一些未

完全反应的原料烃' 这样&重质芳烃及非烃的裂

解和未反应的原料烃成为了有害 R"ST物质的主

要来源'

"

炭黑造粒与干燥 为减少污染必须进行造

粒' 目前&绝大部分造粒都是加入软化水#粘结剂

和表面活性剂+表面活性剂的目的是使炭黑与水

的表面张力降低而更好地混合' 所加的表面活性

剂包括煤油#柴油及一些有机类的活性剂&这些物

质多少含有一定量的芳烃&例如煤油中芳烃类物

质的含量占近 84;' 这些助剂加入后容易造粒#

效果好&但很可能带入一些R"ST物质'

为保证水分&造粒后的炭黑必须干燥' 有实

3 炭/黑/工/业// / ////////////3405 年



验证明&炭黑长时间在高温如 3<4[ E394[环境

中受热&表面物质会氧化&使炭黑表面的 R"ST物

质发生化学变化'

3%降低炭黑表面有害5678物质的措施

据了解&如果按表 0 的标准来看&目前所生产

的炭黑品种中 &73< 和 &<<4 有较明显的超标&其

它品种超标较少' &73< 高时的 9 项 R"ST总和为

05:4D?YN?&&<<4 也有达到过 01:4 D?YN?的' 这

主要与原料配比和工艺条件有关&通过调整应该

是可控的'

39#%原料油的调整

从前面的分析看&含有较多重质芳烃和非烃

成分的油中会有较高的 R"ST' 若想降低有害

R"ST成分&使用乙烯焦油为主的原料油是最好的

选择+如果用煤焦油应选用密度低者!如 0:09 以

下"或加入蒽油+如果用炭黑油则应考虑多加蒽油

或加入少量的轻质油来下调密度' 调整之后&重

质芳烃和非烃成分的比例下降&其有害R"ST成分

就可以降下来' &73< 和 &<<4 在常用的炭黑品种

中吸碘和吸油值较低&决定了这两个品种产量大#

收率高#原料油处理量大&只有选用密度低的原料

油才能控制好有害R"ST物质'

39!%控制炭黑反应

!

要为炭黑反应提供充足的热量' 在条件允

许时尽量提高反应温度和热负荷强度&目前的耐

火材料完全能够适应 3444[的高温&炉形的结构

和耐火材料性能也能保证高的热强度' 热量增加

了&原料油的裂解效果提高了&有可能使重质芳烃

和杂环类物质裂解缩合成轻#中质芳烃+原料油裂

解的彻底也会使炭黑表面未反应的 R"ST物质大

大减少'

硬质炭黑反应温度高&炉型紧凑&热负荷强度

大&较少有 R"ST物质超标+软质炭黑由于本身的

特性&反应温度不是很高&R!炉内部容积较大&

热负荷强度低&这是造成 R"ST物质超标的原因

之一'

"

要保证好的原料油雾化' 通过提高油的预

热温度!至少 094["来降低粘度#选择适宜喷嘴

!孔径和雾化角度"#提高入炉油压力等措施加强

油的雾化' 可以提高裂解反应效果&

有利于减少有害R"ST物质'

#

适当延长反应时间' 从炭黑反应过程看&

任何炭黑的反应到最后都有附聚体的氧化过程&

也就是副反应' 通过延长反应时间&可使炭黑表

面的部分未裂解的原料烃类物质进一步氧化&降

低R"ST物质' 但是时间不能过长&否则会影响炭

黑的性能' 可用甲苯透光率控制'

393%控制造粒和干燥

一般来说&硬质炭黑造粒可不加表面活性剂&

只用水和粘结剂就可以' 软质炭黑由于造粒困难

需加入少量活性剂' 为防止R"ST物质&可选择芳

烃含量低的活性剂或控制加量' 生产中保证造粒

机正常和活性剂的稳定&要彻底防止由于设备或

人为因素使活性剂用量失控'

干燥过程中&控制好造粒出料量的稳定&在保

证加热减量合格的前提下&控制好干燥温度和干

燥滚筒内压力&减少进空气氧化'

$%结束语

实践证明&通过采用低重质芳烃原料油&或调

整好炭黑反应温度及反应时间&是可以控制好有

害R"ST物质含量的&而造粒和干燥的影响不是很

大' 这其中原料油是根本&炭黑反应控制只是手

段+目前国内炭黑企业为考虑成本&原料油仍要以

高重质芳烃的煤焦油和炭黑油为主&因此这两方

面的措施应当结合起来' 降低了炭黑表面的

R"ST物质后&炭黑性能是否受影响&我们曾进行

过化验数据对比&其结果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只有用户通过进一步的试验和使用才能证明' 如

果炭黑性能确实受到了影响&一方面炭黑生产企

业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另一方面轮胎厂也应考虑

从其它方面进行控制或制定合理的炭黑有害

R"ST物质要求范围&以期共同解决好这个问题'

本文只是对如何降低炭黑表面的有害 R"ST

物质进行了一些经验性的总结或未必完全成熟的

理论分析&希望能够引起炭黑#轮胎和橡胶制品行

业有关同仁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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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工业用螺旋输送机设计优化!下#

王彦玲&贾%春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57444"

$9!%参数分析与优化

5:3:0/炭黑填充系数
$

填充系数
$

是指物料的装满系数&主要与被

输送物料的性质有关&填充系数选取值不同' 计

算时可按照物料的计算面积和螺旋体横截面积的

比值来计算'

物料在实际输送过程中的分布情况接近图 8

所示的情况'

图:%螺旋内物料分布示意图

///

!

!

"

#

"

!2"

式中&"

G

,,,物料的计算面积&D

3

&图中阴影部分

面积+

",,,螺旋体横截面积&D

3

'

根据几何关系&可得*

收稿日期"3407 E00 E34

//"

#

!

"#

$

3

0554

%

$

3

5

TOL!

#

3

"BCT!

#

3

" !9"

将公式!9"进行三角变换&得*

//"

#

!!

"#

0554

%

TOL

#

9

"$

3

!1"

// "!

"

$

3

5

!04"

所以有*

//

!

!

#

7<4

%

TOL

#

3

"

!00"

炭黑在料槽中的填充系数对炭黑的输送和能

量的消耗有很大影响' 当填充系数
$

较小时&炭

黑堆积高度较低&大部分靠近螺旋外侧&因而具有

较高的轴向速度&轴向运动趋势明显&有利于输

送' 特别是粒状炭黑的输送&在填充系数较小的

情况下&输送过程比较平稳&破碎率较低&还有利

于保持炭黑成品品质' 但是&若选择过小&螺旋输

送机的输送效率必然会下降很多&不能充分发挥

螺旋输送机的优势' 当填充系数
$

较高时&炭黑

堆积高度较高&其在圆周方向的运动趋势增强&将

削弱轴向运动&导致输送速度的降低和附加能量

的消耗' 因而&填充系数适当取小值较有利&一般

+型槽式螺旋输送机的填充系数
$%

4:8&倾斜角

度的大小对填充系数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炭黑

工业用水平输送螺旋设计时可取*粉状
$

\4:5+

粒状*

$

\4:38'

代入公式!00"可得*

粉状* 4:5 !

#

7<4

%

TOL

#

3

"

&#

!0<0:15&

此时&对应

/ '

()

!

$

3

BCT!

#

3

" !4:42959$ !03"

粒状* 4:38 !

#

7<4

%

TOL

#

3

"

&#

!073:59&

此时&对应

/ '

()

!

$

3

BCT!

#

3

" !4:3408$ !07"

5:3:3/螺旋直径*'螺距 ,和螺旋轴直径 Q

!0" 验证轴向力R

]

设*

/// *!

+

$

!05"

式中&(为螺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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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叶片外缘部分炭黑需满足R

]

4̂

说明在螺旋叶片外缘部分炭黑有正的轴向

力&具有轴向运动的趋势&符合输送要求'

//

+

"

$

!

*

"

%

=IL!14&%

$

" !08"

将公式!05"代入*

//

*

"

%

=IL!14&%

$

" !0<"

'

粉状螺旋输送机

将粉状炭黑
$

!74&代入上式*

*

"

%

=IL!14&%

$

"

&

*

%

8:55 !02"

-说明.只要满足公式!02"在螺旋叶片外缘

部分粉状炭黑就具有正的轴向力'

表 5 中"0

_

F"7

_螺旋输送机 (均等于 0&显

然满足要求'

'

粒状螺旋输送机

将粒状炭黑
$

!34&代入上式*

//

*

"

%

=IL!14&%

$

"

&

*

%

9:<7 !09"

-说明.只要满足公式!09"在螺旋叶片外缘

部分粒状炭黑就具有正的轴向力'

表 5 中 $0

_

F$3

_螺旋输送机 (均等于 0&也

满足要求'

"

处于物料层面上的炭黑也需满足R

]

4̂

由于螺旋升角是变化的&越是靠近螺旋轴则

螺旋升角越大' 所以在距离螺旋轴线处 '

DT

的炭

黑也应有*

//

+

3

"

'

()

%

=IL!14&%

$

" !01"

将公式!03"和公式!07"分别代入*

'

粉状螺旋输送机

//

+

3

"

'

()

!

+

3

"

,4:42959$

%

0:273

&

*

%

4:98 !34"

-说明.只要满足公式!34"在处于物料层面

的粉状炭黑就具有正的轴向力'

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表 5 中"0

_

F"7

_

粉状炭黑螺旋输送机 (均等于 0&与公式!34"的

计算结果并不相符&说明填充率为
$

\4:5 时这些

螺旋输送机在靠近螺旋轴处的内层炭黑轴向力为

负值&外层螺旋叶片外缘部分炭黑轴向力为正值&

分层错流&并不有助于输送' 若负值区域炭黑运

动所占比例过大&将导致炭黑无法输送'

由于"0

_

F"7

_粉状炭黑螺旋输送机
+

$

!0

轴向力正负的分界点为*

//

+

3

"

'

()

!=IL!14&%

$

"

&

'

()

!4:41091$ !30"

图;%计算简图

按图 < 的几何关系可知*

%

!3IJBBCT!

4:42959$

4:41091$

" !<3:<1&

所以有*

/// "

%

!4:4449<9$

3

!33"

在"

%

面积的炭黑轴向力为负值'

"

#

!4:5"!4:5 ,

"

5

$

3

!4:7053$

3

!37"

令*

&

!

"

%

"

#

,044- !4:4439 !4:39-

式中&分子表示轴向力为负值区域炭黑所占

的面积+分母表示整个炭黑所占的计算面积'

由此可见&"0

_

F"7

_粉状炭黑螺旋输送机负

值区域炭黑只占到很少的部分&这说明炭黑在这

些螺旋输送机里的主流运动趋势是向着物料轴向

输送方向的' 由于此类输送机主要作为造粒供料

用的&需将粉状炭黑进行一定的脱气#压缩#附聚&

可允许轴向力负值区域稍大!在 8;以内"' 我们

可以通过以上反算出&(值可允许放大至 0:27&可

将公式!34"修正为*

/// *

%

0:27 !35"

'

粒状螺旋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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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

()

!

+

3

"

,4:3408$

%

3:<93

&

*

%

7:54 !38"

-说明.只要满足公式!38"处在物料层面的

粒状炭黑就具有正的轴向力'

表 5 中 $0

_

F$3

_螺旋输送机 (均等于 0&也

满足要求'

(

小%结"

IH粉状螺旋输送机*当 *

%

0:27 时即可满足

轴向力要求+

KH粒状螺旋输送机*当*

%

7:54 时即可满足

轴向力要求'

!3"验证系数
%

///

'

!

(

).

(

)/

&

所以有*

///

'

!

(

).

(

)/

!

3

"

'

()

%0

3

+

+ 13

"

'

()

0

3

!3<"

!

粉状炭黑螺旋输送机

'

在螺旋叶片外缘部分炭黑要满足
'%

0

将公式!05"代入公式!3<"&应有*

'

!

"

%4:822*

*1

"

/4:822

%

0

&

*

)

4:95 !32"

-说明.只要满足公式!32"在螺旋叶片外缘

部分粉状炭黑就满足速度要求'

表 5 中"0

_

F"7

_螺旋输送机 (均等于 0&显

然满足要求'

'

处于物料层面上的炭黑也需满足

将公式!03"代入公式!3<"&有

'

!

4:5170 %4:822*

*14:3958

%

0

&

*

)

4:07 !39"

-说明.只要满足公式!39"处于物料层面上

的粉状炭黑就满足速度要求'

表 5 中"0

_

F"7

_螺旋输送机满足要求'

"

粒状炭黑螺旋输送机

'

在螺旋叶片外缘部分炭黑要满足
')

0

'

!

"

%4:7239*

*14:7239

"

)

0

&

*

%

0:55 !31"

-说明.只要满足公式!31"在螺旋叶片外缘

部分粒状炭黑就满足速度要求'

表 5 中$0

_

F$3

_螺旋输送机均满足要求'

'

处于物料层面上的炭黑也需满足
')

0

将公式!07"代入公式!3<"&有

//

'

!

4:547

"

%4:7239*

*14:08

"

)

0

&

*

%

4:89 !74"

-说明.只要满足公式!74"在处于物料层面

上的粒状炭黑就满足速度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表 5 中 $0

_

F$3

_螺旋输送机

均不满足公式!74"的要求' 说明输送效率不高'

内层炭黑颗粒做圆周运动的趋势更强' 在速度分

界点之内的炭黑圆周运动干扰外层炭黑颗粒的轴

向运动&若此区域炭黑所占比例过大&将导致炭黑

颗粒的相对移动#翻滚&使输送效率下降&更重要

的是&会造成更多的炭黑粒子破碎&增加炭黑中的

细粉含量&使炭黑品质下降'

由于$0

_

F$3

_螺旋输送机均有
+

$

!0

圆周速度和轴向速度的分界点!

'

!0 "为*

//

'

!

3

"

'

()

%4:7239$

$13

"

'

()

4:7239

!0

&

'

()

!4:7595$ !70"

图<%计算简图

按图 2 的几何关系可知*

%

!3IJBBCT!

4:3408$

4:7595$

" !041:77&

所以有*

/// "

%

!4:4898$

3

!73"

在"

%

面积的炭黑圆周速度大于轴向速度'

// "

#

!4:38"!4:38 ,

"

5

$

3

!4:01<7$

3

!77"

令*

/

&

!

"

%

"

#

,044- !4:319 !31:9-

< 炭/黑/工/业// / ////////////3405 年



式中&分子表示圆周速度大于轴向速度区域

炭黑所占的面积+分母表示整个炭黑所占的计算

面积'

可见炭黑在$0

_

F$3

_螺旋输送机里输送时&

有 31:9;的靠内层炭黑颗粒圆周速度大于轴向速

度产生了炭黑颗粒的相对移动#翻滚&致使输送效

率下降&同时会造成更多的内层炭黑颗粒由于摩

擦#碰撞而发生破碎' 这是炭黑生产中所不希望

的&应尽量减少破碎率' 所以 $0

_

F$3

_螺旋输送

机结构参数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这也给我们提供

了一条设计思路*即在满足公式!74"的情况下&可

以设计出低破碎率的粒状炭黑螺旋输送机'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通过公式!74"设计出

的螺旋&(值较小&螺旋叶片在螺旋轴上排列过于

紧密&特别是在小直径螺旋中更为明显&同时在输

送量一定的情况下&若(值较小&就需要增加螺旋

的直径来满足输送量&这样设计出来的螺旋并不

经济' 根据生产实际情况&笔者优选在 8;以内&

即有 8;的靠内层炭黑颗粒圆周速度大于轴向速

度&这样设计出的螺旋输送机破碎率很小&在可接

受的范围之内' 按照上述公式反算&便可得到 \

8;时&(\4:23&因此&可将公式!74"修正为*

/// *

%

4:23 !75"

(

小 结"

IH粉状螺旋输送机*当 *

)

4:95 时即可满足

速度要求+

KH粒状螺旋输送机*当*

%

4:23 时即可满足

速度要求+

!7"*',和 Q的优化

综合
&

和
'

的结论&可以得出(的优化范围*

!

对于粉状螺旋输送机*应满足 4:95

%

*

%

0:27+

"

对于粒状螺旋输送机*应满足'

另外&螺旋轴 Q 直径大小以不接触物料表层

炭黑为宜&这样不会干扰物料的运行轨迹&有利于

提高输送能力' 对于粉状炭黑可适当放宽&但是

对于粒状炭黑应严格要求&以降低破碎率' 同时

还应考虑输送量#强度&刚度以及经济性的等'

所以*

!

对于粉状螺旋输送机*在满足输送量的情

况下&宜满足 2

%

3'

()

!4:0<$+

"

对于粒状螺旋输送机*在满足输送量的情

况下&应满足' 2

%

3'

()

!4:5$+

5:3:7/螺旋转速 L

螺旋轴的转速对输送量有较大的影响' 一般

说来&螺旋轴转速加快&输送机的生产能力提高&

转速过小则使输送机的输送量下降' 但转速也不

宜过高&因为当转速超过一定的极限值时&物料会

因为离心力过大而向外抛&以致无法输送' 所以

还需要对转速 L 进行一定的限定&不能超过某一

极限值' 根据以上分析描述可知&若要炭黑能正

常输送&必须使螺旋外径处炭黑自身的重力能够

平衡由于螺旋轴旋转所引起的离心力&也就是说

炭黑所受惯性离心力与自身重力有如下关系*

///

D

(

3

(.3

*

3

%

D? !78"

式中&

)

DÌ

为最大角速度'

又因为*

///

)

DÌ

!

3

"

4

DÌ

<4

!7<"

式中& 4

DÌ

为最大转速'

将公式!7<"代入公式!78"可得*

// 4

DÌ

%

74 3槡 5

"槡$
!

53:35

槡$
!72"

考虑到炭黑的物料符合特性系数 "值' 所以

有下表 8'

表:%

粉状炭黑 粒状炭黑

"\28

0<1

"\84

4

DÌ

6

28

槡$
4

DÌ

6

84

槡$

最佳工作转速为

最大转速的 74 F54;左右

最佳工作转速为

最大转速的 84;左右

5:3:5/螺旋直径与内壁的间隙!

对于粉状炭黑*由于圆周运动是主运动&炭黑

在螺旋机体内旋转向前运动&间隙 !的取值并不

十分重要&应主要考虑螺旋挠度D'

对于粒状炭黑*间隙 !十分重要' 在输送过

程中&部分炭黑颗粒势必落入螺旋外径与内壁的

间隙中&若间隙值过小&炭黑颗粒不能顺畅通过&

很有可能会卡在间隙中&并且由于炭黑间摩擦#挤

压以及螺旋叶片的切割作用将导致粒状炭黑的破

碎率上升' 故而&为了使粒状炭黑顺畅通过&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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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得小于粒状炭黑的最大尺寸 Q

DÌ

和螺旋轴

挠度D之和'

在满足上述粉#粒状炭黑要求的间隙 !值下&

可参照 a$Y-2<21$螺旋输送机%设计规定中对间

隙的要求' 一般炭黑工业用螺旋输送机的间隙 !

值为 03:8 DD'

5:3:8/输送量b(

螺旋输送机的输送量可按下式计算*

7!08

"

$

3

+4

!*

!79"

将 + !8$代入&得*

7!08

"

*$

7

4

!*

!71"

对于粉状炭黑!

*

\003"*

7!3000:084*$

7

!54"

对于粒状炭黑!

*

\784"*

7!5037:754*$

7

!50"

图2%粉状炭黑螺旋输送机%+=3"(>?1+'等值线

图@%粒状炭黑螺旋输送机%+=$:(>?1+'等值线图

从等值线图中&可以看出*满足输送量 b的 (

和*值有很多组&需要按照设计习惯选取' 在转

速 L#输送量 b一定的情况下&螺旋规格尺寸主要

取决于直径*'

3%结%语

通过对现有炭黑工业中使用的螺旋输送机在

输送过程中的物料力学和运动学分析&得出了输送

粉#粒状炭黑输送机不同的设计思路&并以此对参

数填充系数
$

#间隙!及转速 L等分析优选与优化'

!

对于输送粉状炭黑的螺旋输送机&设计时

应主要考虑的是*炭黑在机体内运动方式以圆周

运动为主&轴向输送为辅' 其目的是有助于粉状

炭黑脱气#压缩#附聚&为后续其它单元操作创造

良好条件'

从 输 送 量 出 发 的 设 计 公 式* 7 !

3000:084*$

7

&满足后应验证* 4:95

%

*

%

0:27+

按 2

%

4:0<$选择螺旋轴径&验证强度和刚度'

"

对于输送粒状炭黑的螺旋输送机&设计时

应主要考虑物料的运动方式是轴向输送&尽量减

少圆周运动' 目的是提高输送效率&减少能量消

耗&降低炭黑粒子破碎率'

从 输 送 量 出 发 的 设 计 公 式* 7 !

5037:754*$

7

&满足后应验证* *

%

4:23+ 按 2

%

4:5$选择螺旋轴径&验证强度和刚度'

需要说明的是&降低炭黑粒子破碎率还有两

种方法*

!

尽量降低转速+

"

可通过降低填充系

数
$

方法&这种代价是降低经济性&使用大规格#

大处理量的螺旋输送'

按照表 5 优化设计的螺旋输送机见表 <'

本文中给出的参数取值#计算公式及设计思

路&可对炭黑工业用螺旋输送机的设计给予一定

的参考' 但有些理论及优化方法需要在实践中加

以验证' 文中观点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专家#

同仁指正'

参 考 文 献

001 张荣善H散料输送与贮存0c1H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社H0115* 084 F092H

031 SdY-34<<3 E0111&化工粉体物料机械输送设计技术

规定0,1H

071 $化学工程手册%编辑委员会H化学工程手册0c1H北

京*化学工业出版社H0191* 01 F90H

051 魏诗榴H粉体科学与工程0c1H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科

学出版社出版H344<*94 F14H !下转第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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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生产用急冷锅炉工艺及效益分析#

崔建波&于国庆&陈%旺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胶州 3<<744"

摘%要" 在当今能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节能降耗工作成为炭黑企业关注的重点' 为了实现节能技术改造和提高企业

能源利用率&本文介绍一种新型生产工艺和关键设备,,,急冷锅炉'

关键词*炭黑+节能降耗+新型生产工艺+急冷锅炉

#%前%言

(企业能量平衡)在企业管理中逐渐受到重

视&而企业能量平衡的重点在于*掌握企业的能耗

情况&分析企业用能水平&查找企业节能潜力&明

确企业节能方向&为改进能源管理&实行节能技术

改造&提高企业能源利用率和为进行企业用能的

技术经济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

3405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炭黑行业向来是一个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

在生产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大量能量的流失' 在能

源价格普遍上涨#炭黑市场不甚景气的情况下&节

约能源成了促进炭黑生产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的

关键' 从我国目前炭黑工业的现状出发&合理地

整合炭黑生产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热量&

开发和推广炭黑生产过程中的先进节能技术&是

我国炭黑工业中的一个十分紧迫且重要的任务'

所以&如何合理的布置炭黑生产设备&如何进一步

优化炭黑生产工艺&如何在炭黑的生产过程中做

到能量的最大化利用&这些方面都与企业的生存

发展息息相关'

!%炭黑生产工艺

!9#%传统的炭黑生产工艺

炭黑生产由于炭黑产品品种的不同&其终止

反应的温度也不同&根据现有的生产工艺以及生

产品种&一般终止反应的温度在 0744[ F0044[

之间' 这些过程通常都是通过喷入急冷水来实现

的'

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受下游余热回收设备

使用材料的限制&炭黑反应炉急冷后的烟气温度

一般需要降到 0444 F284[&以 984[空预器为例&

烟气温度一般控制在 184[左右&那么&终止反应

温度到 184[之间的温降&在传统生产工艺中需要

喷入大量急冷水来降温&虽然效果显著&但是弊端

也很多' 首先是喷入的大量急冷水变成水蒸汽导

致炭黑烟气发生组分的变化&使其烟气流量骤然

增大&不仅对炭黑的品质产生影响&且加重了下游

设备的处理压力&对设备造成的腐蚀情况也更加

严重' 其次&喷入的急冷水形成的水蒸气到最终

排空&在此期间蕴含的大量潜热无法回收&造成较

大的能量浪费' 再次&由此造成的用水开销也是

一笔不小的数字&加重了企业炭黑生产的成本开

支却不能产生任何积极有益的影响'

!9!%新型炭黑生产工艺

随着炭黑装备的发展&以及全行业对节能减

排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对尾气利用价值的重新定

位&各种新式的设备成功研制和应用&推动了整个

炭黑行业生产工艺和流程的革新&不仅大大提高

了炭黑烟气热量的利用率&对提高炭黑产品的产

量和品质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在尾

气热量回收利用过程中获得的蒸汽和电力等副产

品&更是实实在在地给炭黑生产企业带来可观的

利润回报'

引入急冷锅炉对炭黑生产节能模型进行优化

!见图 0"&将反应炉中的烟气温度先喷水降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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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4[ F0044[左右的炭黑反应终止温度&然后

在急冷锅炉中将烟气温度降到合适的范围以进入

下游设备' 该设计可以有效减少烟气成分的改

变&不会造成烟气流量的膨胀式扩增&既减少了下

游设备的处理压力&也减轻了腐蚀等对设备损耗'

这种设计改进不仅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企

业减少了更换设备的支出&而且产生的蒸汽也可

以销售或用于企业的生产生活&不排空浪费&实现

能量循环的经济效益'

图#%新型炭黑生产工艺

表#%能量回收表

设备名称 供热烟气温度范围 设备优势或作用
回收能量占烟气

可回收热量比重

急冷锅炉 0384 F184 [

减少喷水量的同时将高温烟气快速冷却&产生

高温蒸汽
74;

高温空气预热器 184 F<84[

提高进入反应炉空气的温度&提高炭黑产品的

品质和收率
74;

过热器 <84 F<44 [ 提高蒸汽温度&增加蒸汽用途 8;

余热锅炉 <44 F584 [ 针对低温段烟气&充分回收烟气热量&产生蒸汽 08;

油预热器 584 F544 [

加热原料油或是燃料油&减少其在燃烧炉内的

吸热量从而提高反应炉内的反应温度
8;

低温空气预热器 544 F3<4[

充分回收尾气低位热能&减少二次急冷水的使

用
08;

合计 0384[ F3<4[ E 044;

!93%新型炭黑生产工艺设备的匹配

在新的生产工艺中&我们在反应炉与高温空

气预热器之间增加了急冷锅炉&导致了烟气量的

减少&对于后续设备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点&

适当减少烟气流通面积&保持合理的烟气流速&有

效减少炭黑挂壁和堵管的现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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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有生产线的改造&不应简单地增加急

冷锅炉&而要同时考虑到后续设备的相应改造'

特别是对于高温空预器&为了防止炭黑挂壁&应根

据烟气量适当减少换热管的数量' 为了弥补换热

面积的不足&可以在尾部增加一个低温空预器&经

低温空预器加热后的空气进入高温空预器继续加

热&从而达到所需的设计温度' 对于油预热器或

者燃料气加热器&因参数发生变化&也应注意调整

工艺参数&保证炭黑的产品质量和收益'

3%急冷锅炉效益

以国内某炭黑厂正在运行的 3 万吨硬质线生

产线急冷锅炉!见表 3"和某炭黑厂正在运行的 5

万吨软质生产线!见表 5"为例分析&从各急冷锅

炉的运行参数上可以看出急冷锅炉运行情况稳定

良好&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很显著'

39#经济方面的效益

经济效益可以分为多个部分*首先是急冷锅

炉的使用产生了更多的蒸汽可以用于发电或者出

售+其次急冷锅炉的使用减少了急冷水的喷入量&

减少了下游设备的处理压力&同时也减轻了腐蚀

等对设备损耗&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企业减

少了更换设备的支出'

+0, 某炭黑厂 3 万吨硬质生产线急冷锅炉

表!%某炭黑厂硬质线急冷锅炉运行参数

//生产品种 &774 &334

风量&&D

7

Y>

9844 04444

一次急冷水流量&D

7

Y>

0044 0244

空预器出口风温&[ 214 944

入炉风温&[ 224 294

急冷锅炉烟气进口温度&[ 0344 0384

急冷锅炉烟气出口温度&[ 124 124

空预器烟气进口温度&[ 104 144

空预器烟气出口温度&[ <04 <44

急冷锅炉水进口温度&[ 048 048

蒸汽温度&[ 0<4 F094[ 094 F014[

蒸汽蒸发量&=Y> 3:< 7:2

蒸汽压力&cRI 4:2 F4:1 4:9 F0:0

产品质量 合格 合格

//该生产线急冷锅炉运行参数列于表 3&其经济

效益如下*

!

每年蒸汽收益 \9444> !年运行时间" e

344 元!每吨蒸汽价格" e7=Y> \594 万元

"

每年节约用水量收益 \9444>!年运行时

间" e7 元!每吨水价格" e0:<=Y> \7:95 万元

#

减少了下游设备的投入及消耗' 由于使用

了急冷锅炉可使滤袋的使用周期从一年延长到二

年' 减少滤袋消耗费用 \038 元!价格" e0<44

!条Y批" \34!万元"

)

减少烟气水分&增加尾气热值&增大了发电

效率' 每小时每方尾气热值增加 29 大卡热量'

*

减少了烟气中水蒸气的排放损失!折标准

煤" \9444!年运行时间" e0:< 吨Y>!节约水量"

e321<!0<4[时水蒸汽的焓值"Y5:09<9!转换成

大卡"Y2444!转化为标煤" \0330 吨'

+

总节约标准煤约 7584 吨'

表3%!万吨硬质生产线急冷锅炉效益分析

/不加急冷锅炉时的烟气量
&D

7

Y>

0<444

加急冷锅炉时的烟气量
&D

7

Y>

05444

不加急冷锅炉时的水蒸气流量
&D

7

Y>

5944

加急冷锅炉后减少的水蒸汽流量
&D

7

Y>

0110

加急冷锅炉后的水蒸气含量 ; 34

不加急冷锅炉时的尾气热值
NBIMY&D

7

<93

加急冷锅炉后尾气热值
NBIMY&D

7

221

每小时&每方尾气热值提高
NBIMY>:&D

7

12

袋滤负荷降低 ; 03

蒸汽销售收入 万元 594

每年节约水量 万= 0:7

每年节约标煤 = 7584

//+3, 某炭黑厂 5 万吨硬质生产线急冷锅炉

表$%某炭黑厂$万吨软质生产线急冷锅炉运行参数

//生产品种 &73<

风量&&D

7

Y>

0<444

急冷锅炉烟气进口温度&[ 0444

急冷锅炉烟气出口温度&[ 284

急冷锅炉水进口温度&[ 048

蒸汽温度 345

蒸汽蒸发量&=Y> 8:7

蒸汽压力&cRI 0:<

产品质量 合格

//该生产线急冷锅炉运行参数列于表 5&其经济

效益如下*

!

每年蒸汽收益 \9444> !年运行时间" e

344 元!每吨蒸汽价格" e8:7=Y> \959 万元

"

每年节约用水量收益 \9444>!年运行时

间" e7 元!每吨水价格" e7:0=Y> \2:55 万元

#

减少了下游设备的投入及消耗' 由于使用

了急冷锅炉可使滤袋的使用周期从一年延长到二

年' 减少滤袋消耗费用 \038 元!价格" e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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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Y批" \34!万元"

)

减少烟气水分&增加尾气热值&增大了发电

效率' 每小时每方尾气热值增加 12 大卡热量'

*

减少了烟气中水蒸气的排放损失!折标准

煤" \9444!年运行时间" e7:0 吨Y>!节约水量"

e321<!0<4[时水蒸汽的焓值"Y5:09<9!转换成

大卡"Y2444!转化为标煤" \37<< 吨'

+

总节约标准煤约 <747 吨'

表:%$万吨软质生产线急冷锅炉效益分析

/不加急冷锅炉时的烟气量
&D

7

Y>

73444

加急冷锅炉时的烟气量
&D

7

Y>

39074

不加急冷锅炉时的水蒸气流量
&D

7

Y>

1<44

加急冷锅炉后减少的蒸汽流量
&D

7

Y>

7924

加急冷锅炉后的水蒸气含量 ; 34

不加急冷锅炉时的尾气热值
NBIMY&D

7

<93

加急冷锅炉后尾气热值
NBIMY&D

7

221

每小时&每方尾气热值提高
NBIMY>H&D

7

12

袋滤负荷降低 ; 03

蒸汽销售收入 万元 959

每年节约水量 万= 3:59

每年节约标煤 = <747

39!%环境方面效益

!

减少烟气的排放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程

度+

"

减少急冷水的消耗量&节约水资源+

#

降低滤袋的更换频率&使资源得到最大利

用'

$%结%语

急冷锅炉的使用和新型生产工艺的提出旨在

减少急冷水的喷入量和能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炭黑生产的能力大

约为 794 万吨Y年&按此估算&如果采用急冷锅炉

的话&每年全行业可节能相当标准煤 <8 万吨&节

约用水量约 374 万吨&产生蒸汽约 544 万吨&效益

是巨大的'

通过急冷锅炉等新设备的使用带来的新型

炭黑生产工艺的革新使能量的的综合利用率达

到 14;以上&在实现节约资源的同时将收益最

大化

*********************************************

'

//

!"!#年全球填料收入有望达到

!$$ 亿美元

//德国市场研究机构 !ZJZTILI公司日前预测#

全球填料市场 3430 年将创收约 322 亿美元$ 3407

年#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填料销售市场#占总需

求的 59;#其次是西欧和北美$ 填料的两个最重

要的应用领域是塑料和橡胶的加工#造纸行业名

列第三#紧随其后的是油漆Y清漆行业$ 胶粘剂和

密封剂的生产则是最小的细分销售市场$

节约成本与改善质量

填料广泛应用于形形色色的产品$ 由于填料

通常比考虑的实际载体材料便宜#利用填料就为

大幅降低产品成本提供了机会$ 不过#如今许多

填料不再仅仅起着补充的作用$ 事实上#它们在

提高载体材料的性能方面贡献甚大$ 功能性填料

可影响最终产品的刚度'耐候性'导电性及其它特

性$ 例如#在要求很高的应用中使用标准塑料#往

往只有通过添加一定的填料才可能做到$ 目前#

塑料行业使用高填充配混料 !填料含量高达

98;"的趋势日益明显$ 应用纳米填料可增加填

料在产品中的份额#同时大幅度提高产品的性能$

炭黑和滑石"增长前景最可期

全球市场上最常用的填料是研磨碳酸钙

!d!!"#其次是沉淀碳酸钙!R!!"和炭黑$ 大量

使用的其它填料是高岭土和滑石$ 所有其它类型

的填料仅仅占总市场份额的 1;$ 几乎每一类填

料的需求都将稳步增长#预计炭黑和滑石的增长

前景最为可期#其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 7;$ 由于

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工业大规模扩张#轮胎行业使

用炭黑作为填料将继续大幅增长$ %安琪'

黄河煤化%万吨高色素炭黑

项目即将投产

//陕西黄河煤化公司 8 万吨高色素炭黑项目即

将投产#据悉产品主要以高端色素炭黑为主$ 目

前#高色素炭黑的高端品种一直都是依赖进口#该

公司采用国外先进的炉法生产工艺和设备#生产

高品质色素炭黑#填补国内空白$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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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珠状沉淀白炭黑 &'(检测方法要点的研究

张%慧&潘佳佳&阮闪闪&孙亚文&牛文华&张迎新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部炭黑品保科#山东 德州/387444"

摘%要" 依照国标$d$Y-04233 E3447 炭黑 总表面积和外表面积的测定 氮吸附方法%&通过针对性实验&对微珠状沉

淀白炭黑$6-检测中的一些要点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关键词*沉淀白炭黑+微珠+$6-+检测

//白炭黑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气

相法白炭黑和沉淀法白炭黑两大类&它们均为 ]

E射线无定形多孔性物质' 沉淀白炭黑也称(沉

淀水合二氧化硅)&其组成可用 ,O%

3

/LS

3

%表示&

作为浅色补强剂&现已在轮胎等各种橡胶制品中

得到广泛应用'

收稿日期"3407 E48 E31

沉淀法白炭黑的外在形貌既可以是粉末状&

也可以经过造粒过程改变为条块状或微珠状' 其

中&微珠状沉淀白炭黑由于在使用过程中具有易

分散&粉尘小&对操作人员和工作环境友好等优

点&现已成为沉淀白炭黑造粒的首选形式&在非硅

橡胶类橡胶补强领域已成为一种主流产品形式'

//但在实际检测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各相关

厂家在依据国标$d$Y-04233 E3447 炭黑 总表面

积和外表面积的测定 氮吸附方法% !以下简称国

标"对微珠状沉淀白炭黑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往往

存在一些不尽相同之处&本文通过针对性实验对

这些检测要点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希望能为本

行业相关人员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借鉴与参考'

#%实验部分

#9#%实验样品和仪器

0:0:0/实验样品

实验样品的技术指标列于表 0'

表#%各实验样品的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 a)&,)'S044 a)&,)'844 a)&,)'S<44 a)&,)'244 a)&,)'6144

$6-&D

3

Y?

048 F038 054 F0<8 088 F028 0<8 F098 098 F344

!-"$&D

3

Y?

044 F034 078 F088 084 F024 088 F028 028 F018

*$R&BD

7

Y044?

334 F394

//注*以上五种实验样品均为我公司微珠无尘型产品&其中a)&,)'844#a)&,)'244 和a)&,)'144 为普通白炭黑&a)&,)'S044 和

a)&,)'S<44 为高分散白炭黑'

0:0:3/主要实验设备

,)E04 美国康塔氮吸附比表面积测试仪

V'CfIM*Z?ITTZJ真空脱气机

$,"335, 德国赛多利斯电子分析天平!称量

精度 4:4440?"

c"044b德国赛多利斯红外快速水分测定仪

#9!%实验过程

本文实验中&如非特别说明&均按照国标要求

进行标准操作&主要测试条件如下*

//001 取样量为 4:5 g4:48?'

031 置于球形样品管中的样品真空下加热至

0<4[脱气 84DOL'

071 4:48 F4:0 相对压强范围内选取 4:48#

4:4<#4:42#4:49#4:41#4:0 六个分压点对样品进

行检测'

特别说明(

!

高速粉碎对比实验*取约 344?微珠状沉淀

白炭黑放入三角牌果汁料理机打干粉罐中&在约

04444JYDOL#打 34T停 04T和共计 7DOL 的操作条

件下&将微珠状沉淀白炭黑打磨成粉末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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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目不锈钢筛备检'

"

取样量对比实验*同一样品改变取样量进

行对比实验'

#

选择不同的相对压强范围对比试验*选用

不同型号的样品&在不同的相对压强范围!分压

点"进行对比试验'

)

脱气方式对比试验

IH流动脱气与真空脱气*改变脱气方式进行

对比实验'

KH真空脱气时间的对比*选择不同的真空脱

气时间进行对比试验'

BH样品不同预处理方式对比* 不预处理#

048[下用烘箱恒温干燥样品 0> 和用红外快速水

分测定仪预处理后&再取样进行真空脱气操作'

!%实验结果和分析

!9#%高速粉碎对比实验结果和分析

表!%ABCDBE:"")ABCDBE<""和 ABCDBE7;""高速粉碎前后,FG检测结果对比

样品名称 a)&,)'844 a)&,)'244 a)&,)'S<44

样品状态 微珠 粉末 微珠 粉末 微珠 粉末

#值 4:111114 4:111125 4:111192 4:11111< 4:111118 4:11119<

!值 15:15< 044:5<2 11:515 047:<11 042:981 044:221

$6-&D

3

Y?

085:22 085:54 023:10 025:33 0<4:74 0<3:58

//表 3 分别对比了 a)&,)'844&a)&,)'244 和

a)&,)'S<44 三种样品高速粉碎前后 $6-检测结

果的变化' 从表中数据可知&三种样品经高速粉

碎后&其$6-均没有产生明显改变' 按照通常理

解&微珠状白炭黑打成粉末后&由于附聚体之间粘

连点减少&一般会认为其比表面积将会上升&但是

实验结果却说明比表面积实际并无明显和规律性

的改变&而且其变化值小于允许的检测误差'

因此&微珠状白炭黑的表观形态对 $6-检测

结果没有影响' 但是对于这种(反常)现象&我们

还需要今后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验证'

!9!%取样量对比实验结果和分析

表3%同一 ABCDBE<""样品不同取样量下,FG检测结果对比

样品名称 a)&,)'244

取样量&? 4:0487 4:3457 4:7477 4:5444 4:84444

#值 4:111123 4:111192 4:111193 4:111192 4:1111<8

!值 073:140 035:314 03<:432 035:791 15:438

$6-&D

3

Y?

025:87 025:79 027:1< 023:10 023:42

//表 7 为同一a)&,)'244 样品不同取样量下的

$6-检测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取样量在 4:0 F

4:8?之间变化时&样品的 $6-检测结果间不存在

明显差异' 国标中规定白炭黑的取样量为约

4:5?&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认为选用高精度的分析

天平并且取样量控制在 4:0 F4:8?之间时&取样

量多少对轮胎用微珠沉淀白炭黑!$6-在 044 F

344D

3

Y?"的 $6-检测结果没有影响' 但是考虑

到根据统计学原理&取样量越大误差越小的因素&

我们认为*$6-检测时&取样量以控制在 4:5 F

4:8?之间为宜'

!93%相对压强范围选择的对比实验结果和分析

表 5#8#< 分别为不同相对压强范围下三种样

品的$6-检测结果'

表$%不同相对压强范围下同一 ABCDBE<""样品,FG检测结果对比

样品名称 a)&,)'244

相对压强范围
4:48#4:4<#4:42#4:49#4:41 和

4:0!六个点"

4:48#4:04#4:08 和 4:3

!五个点"

4:48#4:04#4:08#4:34#4:38 和

4:7!六个点"

实验编号 实验I0 实验I3 实验I7 实验I5 实验I8 实验I<

#值 4:111119 4:11111< 4:1111<5 4:111197 4:111<01 4:111<20

!值 041:0< 049:18< 037:454 03<:498 789:059 541:718

$6-&D

3

Y?

090:92 094:88 020:25 0<1:39 0<8:8<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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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相对压强范围下同一 ABCDBE:""样品,FG检测结果对比

样品名称 a)&,)'844

相对压强范围
4:48#4:4<#4:42#4:49#4:41 和

4:0!六个点"

4:48#4:04#4:08 和

4:3!五个点"

4:48#4:04#4:08#4:34#4:38 和

4:7!六个点"

实验编号 实验 K0 实验 K3 实验 K7 实验 K5 实验 K8 实验 K<

#值 4:111118 4:111119 4:1111<7 4:1111<0 4:111<87 4:111<0<

!值 000:200 045:817 078:052 072:433 849:293 854:508

$6-&D

3

Y?

08<:04 08<:85 088:<0 088:81 059:74 059:10

表;%不同相对压强范围下同一 ABCDBE7#""样品,FG检测结果对比

样品名称 a)&,)'S044

相对压强范围
4:48#4:4<#4:42#4:49#4:41 和

4:0!六个点"

4:48#4:04#4:08 和

4:3!五个点"

4:48#4:04#4:08#4:34#4:38 和

4:7!六个点"

实验编号 实验B0 实验B3 实验B7 实验B5 实验B8 实验B<

#值 4:111113 4:111115 4:1111<9 4:111124 4:11118< 4:111122

!值 050:429 058:813 054:988 050:425 075:4<< 07<:559

$6-&D

3

Y?

048:50 042:44 045:847 045:87 04<:13 04<:0<

//一般认为& $6-方程适用的相对压强范围为

4:48 F4:74 之间&因为过高的相对压强会使氮分

子丧失自由流动性&过低的相对压强则难以形成

多层吸附&因此&分压点选择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

检测结果不能满足$6-方程的线性要求' 杨正红

等人在$孔材料比表面与孔结构的表征%一文中认

为& $6-的线性回归系数 #必须满足 4:1111 以

上&否则测试结果是不可取的'

国标中规定了比表面积大于 074D

3

Y?的白炭

黑相对压强的选择范围为 4:48 F4:0&并且在附录

的示例中进一步说明了在 4:48 F4:74 的相对压强

范围内&选择具体相对压强范围应取决于线性相关

系数#&#越接近 0&则测试数据的可靠性越高'

因此&结合上述实验结果&我们认为*比表面

积在 044 D

3

Y?F344 D

3

Y?之间的轮胎用微珠状沉

淀白炭黑应该选择 4:48 F4:0 的相对压强范围进

行$6-检测'

!9$%脱气方式对比实验结果和分析

3:5:0/流动脱气与真空脱气对比

表<%同一 ABCDBE:""样品不同时间和

不同脱气方式下,FG检测结果对比

样品名称 a)&,)'844

真空脱气时间

!>"

检测结果

!D

3

Y?"

流动脱气时间

!>"

检测结果

!D

3

Y?"

4:8 051:40

4:8 样品管有水珠

0:4 样品管有水珠

0:4 059:<4 3:4 样品管有水汽

0:8 059:83 5:4 073:40

3:4 059:24 <:4 054:30

//表 < 为同一 a)&,)'844 样品在不同脱气

时间下&分别采用真空脱气和流动脱气两种方

式的 $6-检测结果'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随着脱气时间的增加&真空脱气方式下样品

$6-检测结果没有明显变化' 而流动脱气方

式下&4:8 >#0 > 时样品管内有水珠&流动脱气

3 > 时样品管内有水汽&当流动脱气达到 <>

时&样品 $6-检测结果为 054:30 D

3

Y?' 实验

结果证明流动脱气无法满足国标 9:8:3 中

(表面积不能随脱气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的要

求&因此流动脱气方式不适宜用于沉淀白炭黑

的制样&而真空脱气方式由于检测结果稳定#

效率高&因此成为沉淀白炭黑进行 $6-检测

时的首选制样方式'

脱气的目的是使待测样品颗粒表面(洁净)

化&以便检测过程中实现吸附质分子充分的表

面吸附' 通过脱气&沉淀白炭黑颗粒表面吸附

的水分和有机物等杂质被尽可能地释放了出

来&从而保证了其 $6-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可

靠性和稳定性'

3:5:3/不同真空脱气时间的对比

表 9 为同一 a)&,)'6144 样品在不同真空脱

气时间下的$6-检测结果' 从表中数据分析&我

们认为微珠状沉淀白炭黑在 0<4[下真空脱气 74

F<4 DOL即可达到理想的保孔#脱水和脱气之理

想制样效果'

3:5:7/样品不同预处理方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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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同一 ABCDBEF@""样品不同真空脱气时间下,FG检测结果对比

样品名称 a)&,)'6144

相对压强范围 4:48#4:4<#4:42#4:49#4:41 和 4:0!六个点"

脱气时间 真空脱气 4:8> 真空脱气 0:4> 真空脱气 0:8> 真空脱气 3:4>

#值 4:111119 4:111190 0:444444 4:111112 4:111118 4:111185 4:111199 4:111199

!值 042:59 005:1< 001:109 007:703 045:821 90:371 043:298 11:705

$6-&D

3

Y?

092:71 09<:15 099:< 09<:50 092:83 091:87 099:09 091:73

表@%同一 ABCDBE<""样品不同预处理方式下,FG检测结果对比

样品名称 a)&,)'244

相对压强范围 4:48#4:4<#4:42#4:49#4:41 和 4:0!六个点"

脱气时间 直接真空脱气 0>

048[下烘箱干燥 0>后

再真空脱气 0>

红外快速水分测定仪处理后

再真空脱气 0>

#

#值 4:111119 4:111114 4:1111<7 4:111112 4:11111< 4:111197

!值 1<:143 008:024 19:013 040:385 11:874 11:30<

$6-&D

3

Y?

027:<8 024:10 022:18 028:98 027:7< 023:89

//

#

用红外快速水分测定仪将 8 g4:0 ?样品烘干至 048[下水分挥发速度低于 4:2 D?Y35T'

//表 1 实验数据表明&与其他方式相比&增加烘

箱干燥步骤会带来 $6-检测结果的少许偏高&该

现象的可能解释是沉淀白炭黑表面极微量的部分

活性羟基间由于长时间受热&发生了脱水缩聚反

应&继而产生了新的(表面)所致' 因此&微珠状沉

淀白炭黑制样过程中&只采用单一的真空脱气方

式即可'

3%结%论

本文通过对微珠状沉淀白炭黑的实验研究得

出以下结论*

!

微珠状的表观形态对 $6-检测结果没有

影响&样品可直接用于$6-检测+

"

轮胎用微珠沉淀白炭黑 !$6-044 F

344D

3

Y?"进行 $6-检测时&取样量控制在 4:5 F

4:8?之间+

#

选择 4:48 F4:0 的相对压强范围&适于比

表面积 044 F344D

3

Y?的轮胎用微珠沉淀白炭黑

的$6-检测+

)

真空脱气是沉淀白炭黑 $6-检测的最佳

制样方式+

*

微珠状沉淀白炭黑制样过程中&只采用单

一的真空脱气方式即可+

+

微珠状沉淀白炭黑在 0<4[下真空脱气 74

F<4DOL即可达到理想的保孔#脱水和脱气制样效

果

*********************************************

'

!上接第 9 页"

081 徐保林&余敏年译H连续输送机械0c1H北京*中国铁

道出版社出版H0192H1*738H

0<1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H炭黑专业高级技术培

训班教材H

表;%优化后螺旋输送机参数表

序号 //参//数
粉状炭黑 粒状炭黑

"00

_

"30

_

"70

_

$00

_

$30

_

0 螺旋直径*!DD" 714 539 557 74< 777

3 螺旋轴直径 Q!DD"

!

<7 <1 20 033 077

7 螺旋螺距 ,!DD" 714 539 557 334 354

5

机体直径*

0

!DD"

508 587 5<9 770 789

8 螺旋直径与内壁间隙!!DD" 03:8 03:8 03:8 03:8 03:8

<

螺旋升角
+

2

!h"

<7:04 <7:08 <7:31 31:92 31:91

2

螺旋升角
+

$

!h"

02:<2 02:<2 02:<2 03:14 03:17

9 螺旋转速 L!JYDOL" 74 74 74 58 58

1 额定输送量bZ!N?Y>" 7844 5844 8444 7844 5844

//注*

!

未考虑强度刚度+

"

以上优化后螺旋输送机仅为举例说明&并不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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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轮胎回收炭黑的评估及改性实验#

张尚勇#&!

&张学煜#

&毛卫良#

&洪若瑜!

&王佳俊3

!0H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朱永宁炭黑研发中心#江苏 苏州 308080-

3H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江苏 苏州 308080-7H宜兴市科创环保有限公司#江苏 无锡 305333"

摘%要" 对摩托车和轿车分类轮胎回收炭黑进行了综合分析&实验数据表明几种回收炭黑的灰分和挥发分含量均较

高&甲苯透光率较低&补强性能与正常炉法炭黑还有很大差距&轿车轮胎回收炭黑的补强性能相对较好+另外通过高能电子

轰击#化学改性等方法对回收炭黑样品进行了部分改性实验&补强效果不太明显'

关键词*轮胎回收炭黑+灰分+挥发分+化学改性

引%言

废旧轮胎高温裂解技术不仅可以有效处理每

年被大量废弃的轮胎产品&减少环境污染&而且还

可以提供燃油#钢丝#炭黑等具有实用价值的产

品&是典型的循环经济模式' 由于具体的裂解技

术的差异&比如废轮胎的前处理与否#裂解温度控

制的高低#裂解炉内压力的控制状况及载气种类

的差别等等&对最终的产品性能影响很大&其中对

裂解回收炭黑的性能也有重要影响001

' 实际上&

裂解回收炭黑的经济价值已经逐渐成为此项技术

能否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的重要支撑' 截至目前

#

3403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对回收炭黑性能的研究&比较

系统的比如加拿大!#C@和 , (IMOI?iOLZ

03&71等人

曾经利用]#*#]R,#核磁共振#,)c, 和激光拉曼

光谱分析等对裂解炭黑的本体和表面状态进行过

详细的表征和分析&他们指出真空条件下裂解产

生的炭黑表面碳质物质较少&更接近于商业用常

规炭黑' 国内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不

少科研机构和单位也均对轮胎裂解技术和相应产

物的性能进行过一定程度和研究和探索&浙江大

学周洁等人也曾专门研究过裂解炭黑的特征&并

进行了各种改性尝试和应用性能的开发&对裂解

炭黑的理化性能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总结051

' 总

之&对轮胎裂解炭黑的认识和研究工作已经取得

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也发表了很多研究论文&但仍

缺乏一些基础性数据&尤其在国内对这类炭黑补

强性能的研究很不全面&对影响其补强性能的因

素剖析缺乏足够的实验数据&特别是缺乏低成本

的可产生较好经济效益的处理方法&至今轮胎裂

解回收行业的企业仍然在为炭黑性能的改进和提

高努力探索' 本文从轮胎的分类#对灰分和挥发

分的简单处理揭示影响回收炭黑补强性能的某些

因素&为提高其应用价值提供技术支撑'

#%实验部分

#9#%实验设备和仪器

开炼机*](E083:8 型&广东湛江实验机械厂

密炼机*SIINZ转矩流变仪 德国->ZJDC公司

平板硫化机*<74(&&湖州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气压式自动切片机*d-E240< E"#台湾高铁

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电子万能材料实验机*双柱台式 37<8&美国

)LT=JCL公司

橡胶加工分析仪*#R"3444 美国"Mj>I公司

曲挠试验机*d-E2400 E*台湾高铁检测仪

器有限公司

鼓风干燥箱*040"E36!-"型&上海实验仪器

厂有限公司

箱式气氛炉*abV0544 E54 上海久工电气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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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原材料和配方

实验配方采用d$Y-7294:09 E3442 规定的天

然橡胶评估炭黑体系&除炭黑和硫磺以外&其余原

材料均来自于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

不溶性硫磺*344 目&韩国某公司进口+

摩托车轮胎裂解炭黑*包括 c0&c3&c7 三个

批次+

轿车轮胎裂解炭黑*包括 !0&!3&!7 三个批

次+

未分类轮胎普通裂解炭黑*#$+

以上裂解炭黑均来自于江苏无锡市宜兴科创

环保有限公司'

#93%实验方法

常规化学分析&比如吸碘值#吸油值#氮吸附

比表面积#灰分#挥发分#甲苯透光率和 58

,

D筛余

物等均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进行'

胶料性能分析&混炼工艺为自主开发&门尼粘

度#未硫化胶流变性能和部分动态测试在

#R"3444 上进行&橡胶的硫化和静态拉力测试均

按照国标要求在相应设备上进行&曲挠性能在曲

挠试验机上进行'

炭黑表面处理方式包括&用盐酸冲洗的方法

去除灰分&用箱式气氛炉在 0444[条件下去除炭

黑表面的易挥发物质和含氧官能团&用高能电子

轰击的方法对回收炭黑表面进行辐照处理'

!%结果与讨论

!9#%轮胎分类对回收炭黑性能的影响

3:0:0/化学数据对比

表#%摩托车与汽车轮胎分类回收炭黑常规化学分析

项/目 填料类型 摩托胎c0 摩托胎c3 摩托胎c7 汽车胎!0 汽车胎!3 汽车胎!7

比表面积

&,"&04

7

D

3

YN?

57:< 53:4 53:4 80:2 80:8 80:2

,-,"&04

7

D

3

YN?

72:9 72:0 7<:1 58:4 50:9 57:7

吸碘值&?YN? 2< 15 2< 21 29 23

!-"$&04

7

D

3

YN?

52 5< 58 80 88 84

着色 着色强度&

#

34 34 30 73 74 74

结构
*$R&$法!04

E8

D

7

YN?

98 93 97 95 94 97

*!R分布

*84&LD 025 028 023 094 02< 093

c6"&&LD 304 341 347 33< 333 331

VPSc&LD 077 079 07< 050 077 052

表面

甲苯透光率&

#

07:0 03:0 02:4 03:3 00:1 05:3

jS值 1:8 1:2 1:9 9:2 9:3 1:7

挥发分&

#

9:0 2:9 9:3 5:2 5:4 5:3

杂质类

灰分&

#

35:4 35:9 37:1 08:9 0<:9 08:3

加热减量&

#

4:9 4:5 4:< 4:< 4:1 4:7

58

,

D筛余物&

#

9:1 8:7 00:5 04:4 2:0 <:8

// 从炭黑的常规化学分析可以看出*

!0"汽车比摩托车轮胎炭黑的氮吸附值高&且

c系列样品的氮吸附值与正常 &884 炭黑接近&!

系列的数据处于软质与硬质炭黑之间+汽车轮胎

炭黑的着色强度相对较高+

!3"两种炭黑的 *!R测试差别不太明显&且

同一系列之间数据不太稳定'

!7"两种炭黑的甲苯透光率均较低&差别不

大&说明样品表面都残留有大量的油性物质+

!5"摩托车轮胎比汽车轮胎炭黑的 jS值偏

大&碱性稍强+

!8"摩托车轮胎炭黑的挥发分和灰分含量明

显高于汽车轮胎炭黑+

!<"两种炭黑的筛余物含量均较高'

3:0:3/加工性能...密炼曲线对比

温度曲线*2

_标样的最高&摩托车轮胎炭黑次

之&汽车轮胎炭黑密炼生热最低'

扭矩曲线*!0"714k之前&2

_标样处于上方&摩

托车与汽车没有明显区别+

!3" 714kF214k之间&密炼机转数降低为

0JYDOL时&扭矩曲线从高到低依次为摩托车炭黑&

汽车炭黑&2

_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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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摩托车与汽车分类回收炭黑密炼曲线对比

//!7"214k之后&扭矩从高到低依次为 2_标样&

摩托车炭黑&汽车炭黑'

现象分析*

前面的化学数据表明&摩托车轮胎回收炭黑

的&,"偏低& *$R结构值与汽车轮胎差不多& 故

扭矩应该偏小&然而实际的扭矩曲线则表明摩托

车轮胎的扭矩比汽车轮胎偏大&这很有可能是由

较高的灰分含量和挥发分引起的' 因为这些杂质

与橡胶基体的相容性较差&难以分散'

3:0:7/流变性能对比

表!%摩托车与汽车分类回收炭黑混炼胶的流变性能对比

项/目 样品类型
2

_标样 摩托胎c0 摩托胎c3 摩托胎c7 汽车胎!0 汽车胎!3 汽车胎!7

门尼粘度&!NRI" 52:3 89:4 88:< 88:3 83:8 87:7 87:7

硫化性能
-04&DOL 0:97 7:10 7:23 7:19 3:98 3:17 3:90

-84&DOL 9:41 2:29 2:89 9:39 2:53 2:<8 2:53

=\058[ -14&DOL 32:00 34:<3 34:92 30:32 30:00 30:50 34:14

l\044BjD 最小 ,m&Q&D 0:<5 0:<0 0:<9 0:<2 0:85 0:23 0:23

T\4:3QZ? 最大 ,m&Q&D 04:<8 8:97 8:93 8:12 <:82 <:97 <:29

//!0"两种回收炭黑的门尼粘度均比 2

_标样炭

黑的高&其中摩托轮胎炭黑更高一些+这可能是

其较高的灰分和挥发分含量导致其填料分散不

够好所致'

!3"两种回收炭黑的早期硫化速度均较慢&其

中摩托车轮胎炭黑的门尼焦烧时间最长&但 -14

却比汽车胎炭黑的稍短一些' 从图 3 硫化曲线可

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两种回收炭黑的最大扭矩相

比 2

/标样低得多&这预示着其对硫化胶的补强效

果不会太好&相对而言&汽车轮胎炭黑的补强效果

较好一些'

3:0:5/力学性能对比

以 744;定伸应力为例&相对于 2

_标样来说&

两种回收炭黑的补强效果都较差&不过汽车轮胎

炭黑的补强效果相对较好一些&比摩托车轮胎炭

黑的 744;定伸应力超出 3 个cRI左右&硬度也高

一些'

3:0:8/主要化学数据与胶料性能的综合分析

如果不考虑物理量的单位&把主要的化学

数据和胶料数据集成在一幅图里面&观察它们

之间的趋势&可以更加清晰看出这些因素之间

的相关性&如图 7 所示' 胶料性能方面&以

744;定伸应力#硬度为例& 汽车轮胎回收炭黑

的性能相对较好&与其较高的 &,"值#较低的

灰分和挥发分含量是相对应的' 这个结果预示

着可以从降低灰分和挥发分含量的角度去改善

回收炭黑的性能'

!9!%高能电子轰击对回收炭黑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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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摩托车与汽车轮胎分类回收炭黑混炼胶的

硫化曲线对比
图3%摩托车与汽车轮胎分类回收炭黑主要

化学数据与胶料性能的综合分析

表3%摩托车与汽车分类回收炭黑硫化胶性能对比

项/目 样品类型
2

_标样 摩托胎c0 摩托胎c3 摩托胎c7 汽车胎!0 汽车胎!3 汽车胎!7

拉伸性能

058[ e74DOL

拉断伸长率&

#

523 523 514 518 589 5<9 581

拉伸强度&cRI 3<:12 07:35 07:9< 07:9< 08:70 08:13 05:51

04

#

定伸应力&cRI 4:17< 4:741 4:315 4:705 4:549 4:717 4:7<2

044

#

定伸应力&cRI 5:381 0:99 0:20 0:91 3:54 3:7< 3:00

744

#

定伸应力&cRI 0<:<0 <:57 <:04 <:37 9:70 9:48 2:83

硬/度 邵尔硬度 23:8 8<:8 8<:8 89:4 <0:4 <0:4 <4:8

表$%高能电子轰击前后炭黑样品的主要化学数据和胶料性能对比

项/目 样品类型
回收炭黑 0

_

未处理

回收炭黑 3

_

辐射 094

回收炭黑 7

_

辐射 744

化学数据

比表面积

着 色

结 构

*!R分布

表 面

杂质类

&,"&04

7

D

3

YN?

54:4 53:0 54:<

,-,"&04

7

D

3

YN?

78:9 7<:2 7<:0

吸碘值&?YN? 79 57 57

着色强度&

#

34 34 34

!*$R&04

E8

D

7

YN?

<9 <9 <9

*84&LD 023 0<< 029

c6"&&LD 011 099 345

VPSc&LD 08< 034 020

甲苯透光率&

#

3:93 7:95 7:07

jS值 1:30 1:09 1:3<

挥发分&

#

07:7 09:7 07:3

灰分&

#

02:< 02:7 0<:7

加热减量&

#

3:3 3:7 0:9

58

,

D筛余物&

#

05:48 0<:00 05:43

胶料性能

混炼胶流变性能

硫化胶力学性能

058[ e74DOL

门尼粘度&NRI 55:2< 53:1< 50:93

-04&DOL 7:05 7:4< 7:48

-84&DOL 2:42 <:91 <:17

-14&DOL 09:21 09:98 09:23

最小 ,m&Q&D 0:44 0:44 4:15

最大 ,m&Q&D 8:05 8:08 8:49

拉断伸长率&

#

515 51< 513

拉伸强度&cRI 07:3< 07:08 07:53

04

#

定伸应力& cRI 4:543 4:714 4:542

044

#

定伸应力&cRI 0:94 0:95 0:93

744

#

定伸应力&cRI <:04 <:03 <:32

邵尔硬度 82 82 82

43 炭/黑/工/业// / ////////////3405 年



//从上面的化学数据和胶料数据来看&高能电

子轰击前后&样品的数值没有明显变化&补强效果

没有得到改善'

!93%盐酸冲洗和高温热处理对回收炭黑性能的

影响

!0"用盐酸冲洗后&样品的灰分从 33:8;降

低到 05:7;&在实验过程中有大量臭鸡蛋味气体

散发&估计是 S

3

, 气体&因为回收炭黑样品中不

可避免的含有各种硫化物' 盐酸处理后样品的

补强性能有所提高&744;定伸应力提高 3:3 个

cRI左右'

!3"在&

3

气氛保护下&对样品进行 0444[热

处理&旨在去除表面油性物质和含氧官能团081

&实

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个结论&实际上样品在处理前

后质量损失达 34;&说明表面易挥发物质特别多&

处理后样品的补强性能也有所提高&744;定伸应

力提高了 0:0 个cRI左右'

!7"先进行酸洗再进行热处理的样品&补强性

能与单用盐酸处理的结果差别不大&744;定伸应

力比酸洗结果仅仅提高 4:38 个cRI左右'

表:%不同表面处理炭黑样品的主要化学数据和胶料性能对比

项/目 样品类型
未处理

回收炭黑

盐酸冲洗

样品

&

3

保护下 0444[

热处理样品

盐酸冲洗n0444[

热处理样品

结 构
*$R!$法"&04

E8

D

7

YN?

90 17 15 E

表 面 挥发分&

#

04:3 04:4 0:9 4:9

杂质类 灰分&

#

33:8 05:7 35:1 E

混炼胶

流变性能

门尼粘度&NRI 53:8 58:4 5<:3 5<:1

-04&DOL 7:8 5:79 3:75 7:0

-84&DOL 2:<0 1:9< <:80 04:78

-14&DOL 33:88 35:95 34:75 31:<2

最小 ,m&Q&D 0:40 0:02 0:41 0:09

最大 ,m&Q&D 5:11 <:70 8:01 8:98

硫化胶

拉伸性能

058[ e74DOL

拉断伸长率&

#

59< 558 532 574

拉伸强度&cRI 07:17 08:4< 03:38 05:58

04

#

定伸应力&cRI 4:507 4:511 4:585 4:529

044

#

定伸应力&cRI 0:94 3:59 3:00 3:51

744

#

定伸应力&cRI <:57 9:<5 2:84 9:91

//!5"以上各炭黑样品硫化速度的变化与处理

方法基本一致的' 用盐酸冲洗后&由于表面含硫

化合物大部分被清除&因此硫化速度有所降低+单

单进行 0444[热处理的样品&由于表面含氧官能

团基本上被清除&同时硫化物基本上仍然保留在

炭黑表面上&因此该样品的硫化速度有所提高0<1

'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样品进行 0444[热处理

时&样品可能受到了一定污染&因为气氛炉体内部

材料是多晶三氧化二铝纤维&在气流冲刷下很容

易被吹扫下来&因此处理后的炭黑样品表面覆盖

了一层很薄的多晶纤维&其对实验结果可能有一

定影响&在以后的实验中需要进行排查'

3%结%论

通过对轮胎回收炭黑几个不同角度的实验&

证实汽车轮胎回收炭黑具有较少的灰分和挥发分

含量&氮吸附值较高&补强效果优于摩托车轮胎回

收炭黑+经过盐酸冲洗可以去除一部分灰分&并能

在一定程度上相应提高其补强性能+采用氮气保

护进行 0444[热处理可以去除其中的易挥发物

质&降低挥发分含量&从而也可以改善回收炭黑的

补强性能+单纯的采用高能电子轰击的方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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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回收炭黑的补强性能' 此外&筛余物含量较

高和粒子的细度对胶料性能也应该有重要影响&

这部分内容将在后续实验中进行'

致谢"文中的测试项目主要是在中国江苏省

苏州市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完成的#

期间得到了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洪若瑜

老师的热心指导#宜兴科创环保有限公司提供实

验样品并参与了部分实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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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炭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验收

//依托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组建的国

家炭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 3407 年 00 月 05

日在北京通过验收$

国家炭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炭材料中心*"组建于 3441 年#依托单位是中橡

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炭黑院*"$

组建炭材料中心主要是解决我国炭黑产业集中度

低#企业规模小#技术创新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弱

等问题#炭材料中心要为我国的炭黑行业搭建高

层次的工程技术研究和产业化服务平台#优化科

技资源配置#增强行业自主创新和工程技术研究

能力#加强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为炭黑

行业整体技术的提升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技术

支撑和服务#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复合型工程技

术队伍$

炭材料中心组建三年多来#整合优势资源#扎

实推进炭黑行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以及有重要

应用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成果的工程

化'产业化推广#切实履行中心服务行业'服务社

会的职能$ 炭材料中心先后完成了多项研究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炭黑生产新工艺'新技术'特种炭

黑新产品和专用设备'专用检测仪器开发$ 开展

了大量的工程技术研究开发'技术成果转化推广

和行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成效斐然$ 三年组建

期间#炭材料中心完成了 07 项行业共性'关键技

术的研究开发并通过技术鉴定#其中 5 项成果达

到国际先进#9 项成果达到国内领先$ 07 项技术

成果 044;实现向全行业转化推广#成熟配套的

技术明显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 炭材料中心

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已建成产业化示范装置并

推广应用#促进了炭黑行业的发展$ 炭材料中心

研究成果的不断转化#不仅提升了我国炭黑行业

的整体技术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有效地解决了

制约我国炭黑行业发展的共性和关键技术问题#

促进了我国炭黑行业的工程化技术水平#显著地

缩短了与国外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推动了我国

炭黑行业和相关应用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

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下游行业的发展$ 目前炭

材料中心形成了以技术转让'工程承包'专用设

备和检测仪器为主的工程技术产业#经济和社会

效益良好$

炭材料中心将以炭黑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为基

础#扩展工程技术研究和服务领域#并向与炭黑材

料相关联的碳纳米材料'战略性新兴材料领域拓

展$ )十三五*期间#炭材料中心将建成炭黑行业

全球最大的工程技术综合服务商#逐步扭转我国

炭黑工业长期处于产品链和价值链低端的局面#

实现由炭黑大国向炭黑强国的转变$ %周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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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黑在赛车胎中的应用#

陈新中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景德镇 777444"

摘%要" 介绍&075#&008 炭黑在摩托车赛车胎面胶中的应用&通过对比&334#&075#&008 炭黑在摩托车胎面胶中性能

的研究&来评估炭黑的影响' 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填充炭黑的胎面胶的=IL

-

及RI@LZ效应来研究炭黑对此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334#&075#&008 炭黑+胶料+门尼特性+硫化特性+压缩生热+RI@LZ效应

#%实验部分

#9#%实验原材料与配方

0:0:0/主要原材料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产品

&334 炭黑*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产

品+

&008 炭黑*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产

品+

&075 炭黑*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产

品+

#

3403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促进剂!U*天津科密欧公司产品+

氧化锌*天津科密欧公司产品+

硬脂酸*天津科密欧公司产品+

硫磺*由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院提供+

防老剂 5434*江苏爱特恩高分子材料有限公

司产品+

防老剂#**山东单县化工有限公司

其它原材料均为市售工业级产品'

0:0:3/配方

采用某轮胎厂自行车赛车轮胎胎面胶配方研

究炭黑对胶料性能的影响&配方见表 0'

#9!%主要仪器与设备

0'剪切型实验密炼机&上海科创橡塑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生产+

,(E0<4$

.

0<4 e734

$

双辊筒开炼机&上海

登杰公司生产+

6(-E3444,R型无转子硫化仪&台湾晔中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

表#%牌号不同的炭黑对子午线轮胎胎面胶
性能影响的配方

配方组成 0 3 7 5 8 <

,$#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UL% 7:8 7:8 7:8 7:8 7:8 7:8

硬脂酸 3 3 3 3 3 3

促进剂!U 0:38 0:38 0:38 0:38 0:38 0:38

防老剂 5434 0 0 0 0 0 0

防老剂#* 0 0 0 0 0 0

防焦剂!-R 4:7 4:7 4:7 4:7 4:7 4:7

操作油 73 73 73 78 78 78

&334 004 004

&075 4 004 034

&008 4 004 034

硫黄 0 0 0 0 0 0

合 计 383:48 383:48 383:48 383:48 3<3:48 3<3:48

//6(-E3444c型门尼粘度计&无锡鑫源仪器有

限公司生产+

#R"3444 橡胶加工分析仪&美国 "'RS"仪器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S,044-E#-c%E14< 全自动平板硫化机&深

圳佳鑫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6(-#%&-, E3444 拉力试验机&台湾晔中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

S*E04 厚度计&上海化工机械四厂生产+

电子天平密度计&台湾高铁检测仪器有限公

司生产+

*OTjZJdJIQZJ0444 型炭黑分散度仪&瑞典%Ro

-)d#"*6公司生产+

']E"邵尔 "型橡胶硬度计&上海险峰电影

机械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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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2453 E#6冲击弹性试验机&台湾高铁检

测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d-E2403 E"型阿克隆磨耗实验机&台湾高

铁检测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6(-E3444dV压缩疲劳实验机&台湾高铁检

测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d-E2400 E*型屈挠疲劳实验机&台湾高铁

检测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热空气老化试验箱&台湾高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

a,cE<244V型扫描式电子显微镜&日本a6%'

电子仪器公司生产'

#93%试样制备

0:7:0/混炼胶制备

混炼胶采用 0'实验密炼机混炼' 混炼工艺

条件*起始温度*58[+转子转速*22JYDOL+加料顺

序及混炼时间为*

&#在开炼机上薄通塑炼 04 遍&冷却后投入

密炼机&落下上顶栓混炼 0DOL&提起上顶栓&加小

料!UL%#,"#&,#5434 等"落下上顶栓混炼 3DOL&

再提起上顶栓&投加炭黑&添加操作油&缓慢落下

上顶栓&混炼 7DOL&排胶&在开炼机上 !辊距

7:8DD"压片&前辊温度 88[&包辊 0DOL&左右割

刀 7 次&加硫黄混炼 3DOL&左右割刀 7 次&将辊距

调到 4:8DD&将胶料薄通打三角包 8 遍后调辊距

到 3:8DD下片&停放待用'

0:7:3/硫化试样的制备

拉伸#撕裂试样*硫化温度*057[+硫化时间*

=B14+硫化压力*34cRI+

回弹#屈挠试样*硫化温度*057[+硫化时间*

=B14 n8DOL+硫化压力*04cRI'

#9$%性能测试

硫化特性按 d$Y-0<895 E011< 测定&温度

057[+

门尼粘度按d$Y-0373:0 E3444 测定+

拉伸强度按 d$Y-839 E0119&撕裂强度按

d$Y-831 E0111 测定&拉伸速度 844DDYDOL&返

程速度 944DDYDOL+

硬度按d$Y-870 E0111 测定+

冲击弹性d$Y-0<90 E10 测定+

磨耗按d$0<91 E19 测定+

压缩生热按d$Y-0<92 E17 测定&采用固特里

奇疲劳压缩生热&测试温度为 88[&时间为

38DOL&频率为 74SU&冲程* 5:58DD& 预应力*

0:44cRI&预热时间*74DOL+

屈挠裂口增长按d$07177 E0117 测定+

热空气老化按d$Y-7803 E3440 测定&老化温

度 044[&老化时间 35>'

!%结果与讨论

!9#%炭黑性能分析

炭黑性能分析见表 3'

表!%几种炭黑的性能分析

//项//目 &334 &075 &008

吸碘值&?YN? 030 057 0<3

*$R吸收值&04

E8

D

7

YN?

008 032 007

!*$R吸收值&04

E8

D

7

YN?

17 047 13

!-"$吸附比表面积&04

7

D

3

YN?

008 057 058

氮吸附比表面积&04

7

D

3

YN?

005 071 055

,-,"& 04

7

D

3

YN?

04< 038 032

着色强度& ; 005 03< 035

jS值 <:1 2:4 2:3

挥发分&; 0:33 0:50 0:53

加热减量& ; 4:73 4:53 4:72

灰分& ; 4:33 4:70 4:57

58

,

D筛余物&; 4:44<2 4:448< 4:4451

084

,

D筛余物 &; 4:4441 4:4400 4:4442

844

,

D筛余物& ; 4:4444 4:4444 4:4444

粒子硬度平均值&? 75 7< 73

粒子硬度最大值&? 87 <5 <4

细粉含量&; 5:4 <:4 8:5

!9!%炭黑的微观形态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7 种炭黑的粒子形

态&结果如图 0 F图 7 所示'

图#%江西产C!!"炭黑扫描电镜照片!放大 04 万倍"

从上图可以看出&7 种炭黑均由许多细小的球

形粒子聚集在一起形成的聚集体组成&聚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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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江西产C#3$炭黑扫描电镜照片!放大 04 万倍"

图3%江西产C##:炭黑扫描电镜照片!放大 04 万倍"

形状各异&大小也不相同&大都在 <4 F14LD以上'

从此图中可看出& 三种炭黑原生粒子及聚集体的

尺寸存在差异&其中以&075 炭黑的聚集体结构较

为发达&&008 炭黑粒径较小'

!93%混炼胶的门尼粘度

用密炼机混炼胶料&混炼时间 <DOL&转子的转

速为 22JYDOL&密炼室起始温度 58[&在开炼机上

加硫黄&时间 7DOL&检测混炼胶门尼粘度&结果如

表 7 所示'

表3%排胶温度及混炼胶的门尼粘度

//配方号 0 3 7 5 8 <

门尼粘度9'

044

:

;

015

27:4< 29:79 25:22 27:38 94:03 2<:82

//表 7 显示&&075 炭黑其混炼胶的门尼粘度

高于 &334 及 &008 炭黑混炼胶的门尼粘度& 这

可能与其 744;定伸应力及结构高有关' 由图中

还可以看出配方 8 与配方 < 的胶料门尼粘度也

比配方 3 及配方 7 高&这是因为炭黑量增加&虽

然操作油量增加&但不足以弥补炭黑量增加对门

尼的影响'

!9$%混炼胶的硫化特性

用无转子硫化仪在 057[下测量各胶料的硫

化曲线&硫化特性参数见表 7'

表$%胶料的硫化特性参数%温度#$3H I#""?1+'

硫化特性参数!配方号" 0 3 7 5 8 <

最低转矩c

'

&Q&/D

7:5< 7:91 7:<7 7:51 5:45 7:99

最高转矩c

S

& Q&/D

73:40 7<:92 75:01 73:30 71:73 7<:29

!c

S

Ec

'

"& Q&/D

39:88 73:19 74:8< 39:23 78:39 73:14

=T0&DOL*TZB 3*52 3*03 3*32 3*58 3*47 3*0<

=B04&DOL*TZB 2*30 2*45 2*04 2*09 <*88 2*40

=B84&DOL*TZB 07*32 03*82 03*1< 07*34 03*79 03*88

=B14&DOL*TZB 33*54 34*05 30*48 33*31 09*<9 01*52

加硫指数!#)&DOL

E0

8:438 8:88< 8:752 8:018 <:400 8:205

//注* <=>!

044

?@14 %?)0

//表 7 可见& &075 炭黑&其混炼胶的硫化速度

稍快于 &334 及 &008 炭黑胶料' 最高扭力距方

面&以 &075 炭黑最高&表明在加工过程中&以

&075 炭黑加工性能最差&这可能与其较高的结构

及表面积有关'

!9:%混炼胶和硫化胶中炭黑分散性

用瑞典%R-)d#"*6公司生产的炭黑分散度

仪测混炼胶和硫化胶中各炭黑分散性&分散度等

级见表 8&炭黑分散照片见图 5 F图 1'

由表 8 可见& 粒径小的&075#&008 炭黑在胎

表:%混炼胶和硫化胶中炭黑分散度等级

//配方编号 0 3 7 5 8 <

混炼胶中炭黑分散度等级 2:9 <:8 8:2 2:< <:1 <:3

硫化胶中炭黑分散度等级 2:< <:4 8:3 2:5 <:5 <:4

面胶中的分散性要比粒径稍大的&334 炭黑略差&

因为粒径小&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强&容易团

聚&在胶料中不易分散' 由上表中还可以看出

&075 炭黑的分散性好于 &008 炭黑&且炭黑的份

数多时&其分散性比份数低时要好&这应该与炭黑

的结构有关&结构性越高&橡胶对炭黑的浸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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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分散性越好&同时炭黑的份数多时&胶料的

门尼高&密炼机混合室的剪切作用大&分散性好'

从此表中还可以看出&胶料硫化前后其中的炭黑

分散性发生了变化&硫化后炭黑分散性有所变差'

这可能是在硫化诱导期内&橡胶分子链发生交联

之前&因胶料的温度高&橡胶处于粘流态&相互靠

近且粒子很小的颗粒因范德华力相互吸引而重新

发生聚集&导致分散性变差' 7 种胶料中炭黑分散

度均不高&这与密炼机混炼的工艺特点有关' 密

炼机混炼加炭黑时&密炼室中温度较高&橡胶的粘

度较低&炭黑被橡胶吃入后所形成的炭黑团块在

软的橡胶中不易受到剪切力而破碎&导致炭黑的

分散度不高'

图 8 F图 07 中白点为未分散开的炭黑小团

块&白点越多&颗粒越大&表明炭黑的分散性越差'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硫化后胶料中炭黑分散

性变差'

图$%配方#混炼胶分散度照片

图:%配方#硫化胶分散度照片

!9;%硫化胶物理机械性能

各胶料的物理机械性能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见&&075 炭黑的定伸应力高于

&334 及 &008 炭黑&当增加炭黑的份数时&定伸

应力有增加的趋势&磨耗降低' 实验中除炭黑品

图;%配方!混炼胶分散度照片

图<%配方!硫化胶分散度照片

图2%配方3混炼胶分散度照片

图@%配方3硫化胶分散度照片

种不同外&其它配方组成相同&炼胶的工艺条件

基本一致&所以本实验中硫化胶的定伸应力的差

异主要来自于炭黑的品种和其在胶料中的分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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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配方:混炼胶分散度照片

图##%配方:硫化胶分散度照片

图#!%配方;混炼胶分散度照片

图#3%配方;硫化胶分散度照片

!9<%硫化胶动态性能

硫化胶的压缩生热#RI@LZ效应性能如图 05 E

图 01'

表;%胶料的物理机械性能

!硫化条件(温度 057[ e=B14DOL"

胶料性能!配方号" 0 3 7 5 8 <

拉伸强度&cRI 3<:< 32:7 3<:1 3<:5 39:0 32:<

044;定伸应力&cRI 7:7 7:1 7:5 7:3 5:8 5:0

344;定伸应力&cRI 1:0 04:5 1:1 1:3 00:5 04:<

744;定伸应力&cRI 0<:9 09:8 02:< 0<:1 01:2 09:5

撕裂强度&N&/D

E0

19:7 17:< 11:5 19:4 99:7 15:3

拉断伸长率&; 581 502 572 5<8 545 503

拉伸永久变形&; 37 30 33 37 34 34

邵尔"硬度&度 94 9< 97 90 99 9<

冲击弹性&; 85 80 83 85 84 84

*)&磨耗体积&

DD

7

/!54D"

E0

048 17 13 045 98 92

044[老化 35>后性能

拉伸强度&cRI 3<:3 3<:9 3<:4 3<:5 38:1 38:<

044;定伸应力YcRI 8:0 8:2 8:5 8:3 <:8 <:0

744;定伸应力YcRI 0<:7 09:9 02:5 0<:8 01:7 09:2

拉断伸长率Y; 559 545 574 580 799 543

邵尔"硬度Y度 93 92 97 90 14 9<

图#$%炭黑添加量为##"份时品种对G'+

!

的影响

图#:%炭黑添加量为##"份时品种对储存模量的影响

//由图 07 F图 01 可以看出&炭黑添加量较高

!在 004 份"时&炭黑品种对 ?.4

-

及储存模量的影

响有影响&但不明显&而对 RI@LZ效应则有明显的

影响&当继续增加炭黑的使用量时&炭黑品种对

?.4

-

的影响增加& 但对储存模量的影响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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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炭黑添加量为##"份时品种对5'J+K效应的影响

图#<%炭黑添加量为#!"份时品种对G'+

!

的影响

图#2%炭黑添加量为#!"份时品种对储存模量的影响

图#@%炭黑添加量为##"份时品种对5'J+K效应的影响

这可能与使用的橡胶品种有关' 丁苯橡胶本身的

滞后性能较高&掩盖了炭黑品种对其滞后性能的

影响&其次炭黑的添加量很高时&炭黑品种本身的

滞后性能被其使用量对其滞后性能的作用所替

代&因此品种之间的差异就不明显了'

3%结%论

在摩托车赛车胎配方中添加&334#&075#&008

炭黑&研究其对滞后性能的影响&当使用丁苯橡胶

且炭黑的添加量较高时&炭黑品种对其滞后性能的

影响变得不明显&但对其RI@LZ效应则有明显的影

响' 在耐磨性方面&使用 &008#&075 炭黑替代

&334炭黑&磨耗明显降低&胶料的硬度增加'

笔者发现国外轮胎行业生产轮胎配方中炭黑

的使用量普通较高&如&375 炭黑使用量可达到 23

份#&728 使用量可增加到 92 份&且可以生产超宽

轮胎和超薄轮胎&而国内轮胎配方中炭黑使用量

低于国外配方&从成本控制上看&国内轮胎技术研

发还应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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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全球天然橡胶产量将达#!#"万吨

//根据国际橡胶研究组织 !)#,d"的最新估计#

3405 年全球天然橡胶!&#"产量将达 0304 万吨$

根据该机构的同一估计#3405 年世界天然橡胶消

费量将达 0014 万吨#过剩 34 万吨$ 3407 年全球

天然橡胶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 0024 万和 0074 万

吨#过剩 54 万吨$

印度橡胶委员会主席 ,>ZZMI->CDIT在喀拉

拉邦戈德亚姆!(C==I@ID"召开的年会上说#3407

年世界天然橡胶产量和消费量与上年相比分别增

长 7:0;和 3:8;$ 她表示#预计 3405 F3408 年

印度国内天然橡胶产量可达 18 万吨#消费量 040

万吨#短缺 < 万吨$ 尽管如此#该商品将不会出现

短缺#因为到 3408 年 7 月底会有 3< 万吨存货$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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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炭 黑 文 摘

!"#$"3#%载持碳纳米管的金属氧化物粒子和颗

粒状碳纳米管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载持碳纳米管的新型金属

氧化物粒子' 其特征在于*在针状或板状的结晶

性金属氧化物粒子的表面&载持沿相对于该表面

大致垂直方向平行成长的碳纳米管&被载持的碳

纳米管相对于金属氧化物粒子表面大致垂直方向

的长度是 0

,

DF844

,

D'

!"#$"3!%具有自愈性质的热可逆聚丁二烯橡胶

混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热可逆的自愈混合物&该

混合物由聚丁二烯与至少一种开环剂和至少一种

环状化合物化合而成&环状化合物至少含有一种

杂环化合物和一种嫁接实现部分&其中开环剂能

够打开环状化合物&而环状化合物能够通过嫁接

实现部分在聚合物骨架上进行嫁接' 本发明还介

绍了该种热可逆自愈混合物的制备工艺及其在制

备模压制品中的使用'

!"#$"33%黑色聚亚酰胺薄膜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黑色聚亚酰胺膜&包括*

!I"聚亚酰胺树脂+!K"重量 7:4 E2:8;的炭黑&

其中该炭黑具有
%

0:8;的高温挥发性组分且其

表面没有经过氧化处理+以及 !B" 重量 4:8 E

0:8;的屏蔽剂' 该聚亚酰胺树脂通过酰亚胺化

由二酐和二胺共聚制得的聚酰胺酸进行制备' 该

膜具有在可见光区域
%

0:4;的光透射率&

%

<4;

的光泽度&

)

94;的延伸率&0408

/

或更大的表面

电阻率&0Y044D

3 或更小的针孔发生率' 该膜具有

良好的光泽度&屏蔽性和介电性能&以及低针孔发

生率'

!"#$"3$%铅蓄电池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铅蓄电池&其具备正极板#

负极板以及电解液&正极板具备正极格子和被填

充于正极格子的正极活性物质&负极板具备负极

格子和被填充于负极格子的负极活性物质' 正极

活性物质含有锡化合物&该锡化合物以金属锡换

算质量比为 4:8; F7:4;&负极活性物质含有炭

黑&该炭黑质量比为 4:5; F3:4;' 它能防止在

充放电循环中的负极活性物质在厚度方向收缩&

提高充放电寿命性能'

!"#$"3:%橡胶混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橡胶混合物&其包含!""

至少一种聚丙烯酸酯橡胶&!$"至少一种硅酸盐或

氧化物填料或炭黑&及!!"至少一种环氧基硅烷'

该橡胶混合物可用于制备模制品'

!"#$"3;%光学器件用内面抗反射黑色涂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光学器件用内面抗反射黑

色涂料' 介绍了不含有会引起大的环境负荷的煤

焦油或二苯氨基甲烷的光学器件用内面抗反射黑

色涂料&其具有很高的涂料贮存稳定性&并且即使

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贮存涂有涂料的光学器件&也

可保持低的内面反射率' 相对于涂料固成分&该

涂料含有质量 4:0; F34:4;的炭黑和质量 34;

F24;的选自二氧化钛#氧化铁#四氧化三铁#羟

基氧化铁和氧化锆的金属氧化物&和相对于全部

涂料&含质量 4:8; F04:4;的具有活性氢基团或

电子吸引性基团的硅烷偶联剂'

!"#$"3<%导电的)中间相分离的烯烃多嵌段共聚

物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具有高度稳定的体积电阻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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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交联的导电组合物&它包含烯烃多嵌段共

聚物!%$!"和炭黑&该多嵌段共聚物具有高共聚

单体含量&例如大于 34;摩尔的共聚单体含量&该

共聚单体如丁烯或辛烯' 这些组合物具有高度稳

定的体积电阻率'

!"#$"32%橡胶组合物和橡胶成型体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橡胶组合物&其可使密封

唇在旋转初期的滑动时充分地磨损&可以充分地

降低转矩&同时还可确保充分的密封性' 其构成

为&相对于 044 质量份的橡胶成分&含有 84 F344

质量份的选自碳酸钙#氧化镁#氧化铝和硫酸钡中

的 0 种或 3 种以上的第 0 配合成分&4 E84 质量份

的选自炭黑和二氧化硅中的 0 种或 3 种的第 3 配

合成分的组合物'

!"#$"3@%耐热的含氟弹性体衬套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固化的含氟弹性体传感器

衬套&它包含""具有至少 87;氟的含氟弹性体&

和$"04 E8 重量份的炭黑Y044 重量份含氟弹性

体&该炭黑的氮吸附比表面积为 24 E084D

3

Y?&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吸收率为 14 F094D'Y044?'

!"#$"$"%导电烯烃多嵌段共聚物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自由基交联的导电组合

物&它具有高度稳定的体积电阻率&其包括烯烃多

嵌段共聚物!%$!"和导电填料&例如导电炭黑'

!"#$"$#%复杂形状的氟橡胶成型体

本专利介绍了成型时脱模性优异的复杂形状

氟橡胶成型体&其具有通过对含有氟橡胶!""和

炭黑!$"的氟橡胶组合物进行交联而得到的交联

氟橡胶层+交联氟橡胶层在动态粘弹性试验!测定

温度*0<4[#拉伸应变*0;#初始载荷*082B&#频

率*04Sp"中的损耗模量6)为 544NRIF<444NRI'

!"#$"$!%液状组合物以及使用了其的电阻体膜)

电阻体元件及配线板

本专利介绍了能够形成显示稳定的电阻值的

电阻体的液状组合物' 本发明的液状组合物的一

个方式为包含!I"环氧树脂#!K"炭黑粒子#!B"碳

纳米管和 ! Q"在 38[下的蒸汽压低于 0:75 e

047RI的溶剂的液状组合物'

!"#$"$3%用于缆线的可剥离绝缘护套

本专利介绍了可剥离的半导体护套&它包含

组合物&该组合物含有以下基于组合物重量以重

量百分比!G=;"计的组分*!""34 F94;的烯烃

和
0

&

1

E不饱和羰基共聚单体的互聚物&!$"0;

F14;的氯代聚烯烃&!!" 34; F58;的炭黑&

!*"4:0; F8;的抗氧化剂&!6"4:40; F8;的

酸清除剂稳定剂&!V"任选的自由基引发剂&!d"

任选的硅烷官能化试剂&!S"任选的含硫固化剂&

以及!)"任选的辐射固化催化剂'

!"#$"$$%橡胶混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橡胶混合物&其包含!""

至少一种聚丙烯酸酯橡胶&!$"至少一种硅酸盐或

氧化物填料或炭黑&及!!"至少一种环氧基硅烷'

该橡胶混合物可用于制备模制品'

!"#$"$:%包含酚醛树脂的橡胶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可特别地用于轮胎中的橡胶组

合物&该橡胶组合物至少基于一种二烯弹性体#一

种增强填料#一种交联体系#一种酚醛树脂和一种

多醛' 多醛的使用使得有可能有利地替代常规的

亚甲基供体&同时防止在该橡胶组合物的硫化过

程中生成甲醛&并由此限制这些化合物对环境的

影响' 另外&这些多醛化合物不仅使得有可能获

得表现出与使用Sc-或 S7c亚甲基供体的常规

橡胶组合物相同的低应变刚度的橡胶组合物&而

且还令人惊奇地使得有可能极大地改进该橡胶组

合物的疲劳强度并由此改进该轮胎的耐久性'

!"#$"$;%用于缆线线轴的自动检视的方法和设备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方法&用于检测并估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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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离开捻合Y橡胶涂覆工艺的缆线上的突出部&

包括*对缆线层的图像进行数字处理&该缆线层由

围绕线轴!5"的芯部缠绕的大量线匝形成' 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利用线性摄像机!0"采集在

该线轴的一整圈上的该缆线层的表面的原始数字

图像&$"平化显示该原始图像&从而限制该丝线的

光照变化和亮度变化的影响&!"对经平化的图像

进行分割&从而展现包含突出部区域的暗区域&*"

利用一系列形态学处理运算对经分割的图像进行

处理&以便分离并选择可能表示突出部的形状和

可能表示阴影的区域&并且 6"为获得的最终图像

赋予估计值&并且将该估计值与阈值进行比较'

!"#$"$<%含抗氧化剂储集区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包含以下组件的轮胎*两个胎

圈&其旨在与安装轮辋相接触+两个胎侧&其从该

胎圈径向地向外延伸&该两个胎侧连接至胎冠&该

胎冠包括在两个轴向末端之间轴向地延伸并被胎

面覆盖的胎冠增强件+和胎体增强件&其锚定于该

两个胎圈中&并且穿过该胎侧延伸至该胎冠&其中

该胎冠在该胎体增强件的径向内侧包括至少一个

由橡胶混合物制得的具有高抗氧化剂含量的储集

区层&从而使得至少一个储集区层径向垂直于该

胎冠增强件的每个轴向末端&其中该至少一个储

集区层所具有的抗氧化剂含量等于或高于 8j>J&

但不超过 04j>J&并且其中该至少一个储集区层进

一步包含吸氧剂'

!"#$"$2%含有甘油和官能化弹性体的橡胶组合

物以及用于轮胎的胎面

本专利介绍了用于制备轮胎胎面且具有低滚

动阻力的橡胶组合物' 更特别的是&本发明尤其

介绍了补强橡胶组合物&该补强橡胶组合物至少

基于!I"官能化的一种二烯弹性体&其选自由含有

包含至少一个氧原子的极性官能团的基团链末端

官能化#偶联或星型支化的弹性体和包含至少一

种极性嵌段的嵌段弹性体&!K"甘油&以及!B"补

强填料&优选主要为无机填料'

!"#$"$@%含内置的自密封层和保护层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包含内置的自密封层的轮

胎&该轮胎包括外部橡胶胎面#胎体增强件#位于

胎体增强件内侧的气密层#位于最内侧的保护层#

和毗邻该保护层并位于该气密层内侧的自密封

层&该保护层是氯化热塑性聚合物薄膜'

!"#$":"%自粘合的复合补强体

本专利介绍了能够直接粘附至二烯橡胶基体

的复合补强体!#E3"&其能够作为轮胎的补强部

件&包括*一个或多个补强线!34"&例如碳钢线索+

热塑性聚合物的第一层!30"&该第一层覆盖该一

个或多个线&该热塑性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为正&例如聚酰胺 <&<+ E组合物的第二层!33"&

该第二层覆盖第一层!30"&该组合物包括玻璃化

转变温度为负的不饱和热塑性苯乙烯弹性体&例

如 苯乙烯Y丁二烯或苯乙烯Y丁二烯Y苯乙烯嵌段

共聚物&以及聚对苯醚' 还介绍了制备该复合补

强体的方法&以及结合有以上所述的复合补强体

的橡胶制品或半成品'

!"#$":#%原地橡胶处理的具有!LMLC结构的

三层钢帘线

本专利介绍了具有三层!!0#!3#!7"和 3 nc

n&结构的金属帘线!!E0"&其进行原地橡胶处

理&并且包括*由以捻距 j0 螺旋组装的直径为 Q0

的两根丝线!04"形成的第一层或中心层!!0"+由

以捻距 j3 螺旋卷绕在所述中心层!!0"周围的直

径为 Q3 的c根丝线!00"形成的第二层!!3"+以

及由以捻距 j7 螺旋卷绕在第二层周围的直径为

Q7 的&根丝线!03"形成的第三层!!7"' 该帘线

的特征如下!Q0#Q3#Q7#j0#j3 和 j7 以DD表示"*

E4:49

%

Q0

%

4:84+ E4:49

%

Q3

%

4:84+ E4:49

%

Q7

%

4:84+ E7 Xj0 X84+ E< Xj3 X84+ E1 Xj7 X

84+在任何 7BD长的帘线上&称为(填充橡胶)的橡

胶混配物存在于由第一层!!0"的 3 根丝线和第二

层的c根丝线以及由第二层!!3"的 c根丝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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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7"的 &根丝线所限定的每一个毛细管

中+帘线中填充橡胶的水平在 04 F84D?Y克帘线

之间' 本发明还介绍了制备这种帘线的方法以及

多线股帘线&该多根线股中的至少一根线股为根

据本发明的原地橡胶处理的三层钢帘线!!E0"'

!"#$":!%用于轮胎的包含乙酰丙酮化物的橡胶

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特别可用于制造轮胎的橡胶组

合物&其至少包含二烯弹性体#补强填料#交联体

系#在 4:3 F04j>J之间的抗氧化剂&如取代对苯二

胺和在 4:3 F04j>J之间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乙酰

丙酮化物&该金属选自 'O#&I#(#c?#!I及这些金

属的混合物' 该乙酰丙酮化物可减少该组合物在

热氧化老化过程中抗氧化剂的消耗' 还介绍包括

该组合物和至少一种金属补强件的金属Y橡胶复

合件#包括该组合物或该复合件的轮胎'

!"#$":3%含不饱和热塑性苯乙烯共聚物的用于

胎面的胶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胶料&其包含苯乙烯 E丁

二烯共聚物!,$#"#聚丁二烯!$#"#不饱和热塑

性苯乙烯!-R,"共聚物和补强填料' 本专利还介

绍了该胶料在制造轮胎胎面中的应用&该轮胎胎

面的耐磨性得到改进&同时保持了在潮湿地面上

优良的抓地力水平'

!"#$":$%非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非充气轮胎&其中&轮辐配

置成斜线状&在车辆行驶时轮辐相对于路面连续

地支持&由此可以降低不连续的噪音及振动的发

生&改善乘坐舒适度&设计者可以根据需要对现有

的非充气轮胎中不存在的横向力进行设计&因此&

可以控制因道路状况而引起的倾斜现象&现有的

充气轮胎的基于轮带的角度#方向的横向力也可

以使用轮辐的角度以及长度来进行设计' 本发明

的非充气轮胎的特征在于包含*设置轮胎的胎面

部的外侧圆筒部和连接于车辆的轮轴的内侧圆筒

部+以及噪音振动防止型轮辐&其连接该外侧圆筒

部与内侧圆筒部&并且在车辆行驶时连续地支持

于路面以减少噪音及振动'

!"#$"::%用于插入栓钉嵌入件的胎面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插入栓钉的胎面&在

行驶中将荷载施加于插入到胎面中的栓钉上时&

改良栓钉插入孔的周边&以便防止该栓钉的脱落'

为此&在本发明中&栓钉!0"插入到形成于花纹块

!7"上的栓钉插入孔!3"中&其特征在于*在上述

栓钉!0"的插入孔!3"的周边&多个缓冲圆形孔

!5"按照一定间距沿圆周方向形成'

!"#$":;%轮胎截面的成形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轮胎截面的成形方法&包

括*设定轮胎目标性能+将确定接地压力的变量设

为设计变量并使用截面形状优化过程&获得优化

了接地压力的轮胎截面+和将确定轮胎刚性#张力

和应力的变量设为设计变量并使用截面形状优化

过程&获得优化了刚性#张力和应力的轮胎截面&

截面形状优化过程包括*一#根据轮胎目标性能&

输入基本信息#设计变量和目的函数+二#基于基

本信息#设计变量和目的函数&由截面形状自动设

计过程生成轮胎截面第一形状+三#根据第一形

状&由截面形状自动网格过程生成轮胎截面第二

形状+四#将第二形状的有限元分析结果值与目标

性能比较&若不满足则变更步骤一的设计变量&再

次从步骤二开始执行&若满足则获得最优的轮胎

截面并结束'

!"#$":<%大型运输车轮胎再生用胎面胶料及采

用它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大型运输车轮胎再生用的

胎面胶料&该胶料包括*044 重量份的原料橡胶&含

有 82 F<7 重量份的天然橡胶和 72 F57 重量份的

丁二烯橡胶+87 F82 重量份的炭黑& 其氮吸附比

表面积是 009 F033D

3

Y?#*$R吸油量是 035 F

039BBY044?#色调值是 001 F033+以及 7 F8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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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增强性树脂&含有萜和!1 石油树脂' 该大型

运输车轮胎再生用的胎面胶料具有耐磨性和耐久

性&同时具有优良的耐破损性和耐发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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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昂贵的光吸收性染料的全部或者一部分

用碳纳米管#石墨烯或者炭黑来代替&从而可以同

时增加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和生产率'

!"#$":@%锂离子二次电池用电极)其制造方法以

及锂离子二次电池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能够使用碳纳米管作为导

电助剂且构成具有良好的电池特性的锂离子二次

电池的电极及其制造方法&以及具有该电极的锂

离子二次电池' 本发明的锂离子二次电池用电极

具有含有碳纳米管作为导电助剂&且含有脱氧核

糖核酸作为碳纳米管的分散剂的电极合剂层&相

对于 044 质量份该活性物质粒子&电极合剂层中

的碳纳米管的含量为 4:440 F8 质量份&本发明的

锂离子二次电池在正极和Y或负极中具有本发明

的电极'

!"#$";"%结合碳纳米管的薄膜复合膜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制造包含多壁碳纳米

管的薄膜复合膜的方法&在界面聚合条件下&使包

含多元酸卤化物的有机溶液与包含聚胺的水性溶

液接触&以在多孔基础膜的表面上形成薄膜复合

膜+有机溶液和水性溶液中的至少一种还包括外

径小于约 74LD的多壁碳纳米管

*********************************************

'

轮胎厂商尝试用木质素等替代炭黑

近年来#轮胎制造厂商为增强其产品的环保

竞争力#纷纷千方百计地改善轮胎的滚动阻力#进

而降低车辆的燃油消耗$ 鉴于炭黑填料在生产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为此#他们也在尝试使

用诸如木质素之类可再生原材料$

木质素是地球上第二种最丰富的可再生碳

源#仅次于纤维素$ 这种可再生材料已得到确认

的几种前景可期的应用#包括树脂'胶黏剂'粘合

剂'填料'聚合物改性剂等$ 不过#提取具有适于

这类特种化学品的特性的木质素尚存在一些技术

难题#因为木质素的结构非常复杂#且会因生物质

来源及采用的隔离技术而有所不同$

木质素的潜在用途之一是在轮胎中代替炭

黑#作为橡胶的补强填料以及硫化剂$ 就此而言#

木质素似乎是一种未来很有前途的原料#但希望

进军木质素市场的企业也面临来自其它绿色替代

品的竞争$

近年来#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已作为炭

黑的替代品而风靡市场#它可降低滞后损失而不

会削弱轮胎的抓地力$ 在轮胎中使用白炭黑能使

燃料消耗降低 8; F2;$ 把白炭黑加工成适用

于轮胎的功能性产品#不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

力#而且也会耗费大量的资金$ 意大利倍耐力轮

胎公司的工程师发现#碾米剩下的稻壳含有少量

二氧化硅粒子#称之为)植物硅酸体*#它的粒子

大小适合添加到轮胎中#控制其滞后十分理想#

该公司已用这种填料生产出所谓的)绿色轮胎*#

投放市场$

另一方面#美国固特异轮胎公司和意大利诺

瓦蒙特公司已开发出一种用玉米淀粉制成的生物

填料#也用来作为部分白炭黑和炭黑的替代品$

%朱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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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披露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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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7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4 万F

02<4 万元$ %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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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炭黑在工程机械轮胎胎冠胶中的应用

研究白炭黑和偶联剂 ,O<1 在工程机械轮胎胎

冠胶中的应用' 结果表明*与传统炭黑胎冠胶相

比&用白炭黑部分替代炭黑并添加偶联剂 ,O<1 的

胎冠胶加工性能#物理性能#耐磨性能#抗割口增

长性能和耐老化性能提高&压缩生热降低+成品轮

胎胎冠胶性能改善'

!"#$"3!%苯丙乳液聚合中的结构凝胶生成与控制

以 3&3&5 E三甲基戊二醇 E0&7 单异丁酸酯

!-Z̀ILCM"和正十二烷基硫醇!L E*c"为链转移

剂!!-""制备苯丙乳液&系统地研究了 !-"在苯

丙乳液聚合过程中对聚合稳定性#单体转化率#粒

径及其分布#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布#玻璃化转变

温度!-?"#最低成膜温度!cV-"#结构凝胶含量及

胶膜的吸水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聚合体系中

加入 3;的-Z̀ILCM和 4:38;的 L E*c时&在对聚

合反应无影响的情况下&可使结构凝胶含量从原

来的 5<:4;降为 7:<;&聚合物质均相对分子质

量从原来的 3:39 e048 降为 4:99 e048&聚合物的

-?降低了 7:1[&乳液的 cV-降低了 5:1[&涂膜

的吸水率降低了约 3;&涂膜的附着力从原来的 7

级提高至 0 级'

!"#$"33%炭>炭复合材料研制项目风险分析及研究

采用项目风险管理中故障树法的相关理论和

方法&以炭Y炭!!Y!"刹车盘研制项目为案例开展

风险分析及研究' 通过分析结果能够相对准确地

定位系统存在故障的节点&从而为项目制定控制

措施提供依据&而且也可以为其他类似 !Y!复合

材料研制项目提供有益的参考'

!"#$"3$%甲基丙烯酸锌补强氢化丁腈橡胶耐老

化性能的研究

试验研究甲基丙烯酸锌!U*c""补强氢化丁

腈橡胶!S&$#"热空气老化前后的物理性能和动

态力学性能' 结果表明*随着U*c"用量的增大&

S&$#胶料的=04 和 =14 缩短&c'和 cS增大&硫

化胶的邵尔"型硬度和 044;定伸应力增大&拉伸

强度和拉断伸长率先增大后减小+经热空气老化

后&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S&$#硫化胶的邵尔 "

型硬度和 044;定伸应力增大&拉伸强度和拉断伸

长率减小+延长老化时间或增大 U*c"用量&S&o

$#硫化胶的储能模量和损耗模量增大&损耗因子

峰值逐渐减小&损耗模量峰值和玻璃化温度逐渐

向高温方向移动

!"#$"3:%华光炭黑填充丁苯橡胶纳米复合材料

的结构与性能

研究华光炭黑用量对丁苯橡胶!,$#"复合材

料性能的影响&并与炭黑&774 进行对比' 结果表

明*与炭黑&774 相比&华光炭黑具有中空结构#较

大的比表面积和较高的结构性+相同用量华光炭

黑填充 ,$#胶料的门尼粘度和拉伸强度较大&导

电性能和导热性能较好' 随着炭黑用量的增大&

两种复合材料的物理性能#导电性能和导热性能

均提高' 当华光炭黑用量为 08 份时&华光炭黑Y

,$#复合材料已成为导电材料'

!"#$"3;%有机硅树脂的紫外光固化及其固化膜

性能研究

利用水解缩合的方法&将聚甲基三乙氧基硅

烷!R-,"#二甲基二乙氧基硅烷!**,"和
2

E甲基

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S824"在盐酸

!SBM"的催化作用下进行反应&制备出一种可 +q

固化有机硅树脂预聚物&通过V-E)##31,OE&c#

对预聚物的光固化过程和缩合程度进行了表征+

同时研究了固化膜的热性能#表面能#耐水性#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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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性#硬度#附着力等' 研究结果表明*紫外光

固化 74T后&有机硅预聚物的双键转化率达到了

18:91;&+q固化有机硅涂膜失质量 8;和 08;

对应的温度 -8;和 -08;分别为 015:1[和

3<0:9[+固化膜的表面能为 0<:7<DaYD

3

'

!"#$"3<%石墨烯的光电性能及其应用

石墨烯是目前发现唯一存在的二维自由态原

子晶体' 其独特的二维结构和优异的电学#光学#

力学以及热学性能&是当前纳米材料领域的研究

热点之一' 本文综述了石墨烯的制备方法&介绍

了其光学#电学性能及在光电应用中的研究进展'

同时&对目前石墨烯在光电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

了展望'

!"#$"32%填料对 &N>&DM并用胶机械性能和

耐高温碱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不同填料对氯丁橡胶和氯磺化聚乙烯

!!#Y!,c"并用胶力学性能和耐高温碱性能的影

响' 结果表明&炭黑填充的胶料拉伸强度较高&经

084[54;的氢氧化钠溶液浸泡后&拉伸强度保持率

最高&质量变化率较小+硫酸钡填充胶料的拉伸强

度低于炭黑填充胶料&经 084[54;的氢氧化钠溶

液浸泡后&拉伸强度保持率最低&质量变化率较大'

!"#$"3@%ON5>5PF新型热塑性弹性体的制备

及性能

采用聚烯烃弹性体!R%6"与废旧胶粉!P#R"

制备了热塑性弹性体' 研究了共混比#胶粉预塑

炼处理工艺及白炭黑对 R%6YP#R力学性能的影

响' 结果表明&塑炼 P#RYR%6共混体系具有优

良的综合力学性能&当塑炼 P#R为 74 份时&

P#RYR%6体系的拉伸强度为 2:02cRI&拉断伸长

率为 229;&撕裂强度为 <7:7N&YD&邵尔 "硬度

为 23 度' 保持塑炼P#R用量为 74 份&随着白炭

黑用量的增加&共混体系的拉伸强度&硬度逐渐增

加&撕裂强度大幅度增加&拉断伸长率降低' 白炭

黑用量为 74 份时&P#RYR%6Y白炭黑的综合力学

性能最佳&原材料成本降低'

!"#$"$"%增大白炭黑在工程机械轮胎胎面胶中

用量的研究

采用脂肪酸锌皂酯#脂肪酸锌皂和混合酸锌

皂 7 种分散剂&将白炭黑在天然橡胶!&#"和 &#Y

丁苯橡胶!,$#"工程机械轮胎胎面胶中的白炭黑

用量增大至 38 份&考察 7 种分散剂对胶料性能的

影响' 结果表明*使用硅烷偶联剂的同时适当添

加分散剂&可以增大工程机械轮胎胎面胶中的白

炭黑用量&提高胶料硫化速度#改善胶料的加工性

能和物理性能#明显降低胶料的生热&延长轮胎使

用寿命'

!"#$"$#%橡胶助剂技术进展

介绍防老剂 5474 和 5484 等防护体系助剂&促

进剂-$,)和 -$U-*#抗硫化返原剂 RZJNIMOLN144

等硫化体系助剂&以及塑解剂#均匀剂#间苯二酚

树酯等加工助剂的开发和应用' 综述对氨基二苯

胺硝基苯法工艺#混合胺合成防老剂 *-R*工艺#

噻唑类促进剂清洁工艺等进展' 我国橡胶助剂工

业应不断科技创新&才能够做大做强'

!"#$"$!%改性剂对废胶粉>高密度聚乙烯热塑性

弹性体性能的影响

研究废胶粉!P#R"改性剂对共混型 P#RY高

密度聚乙烯!S*R6"热塑性弹性体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采用间苯二酚Y六亚甲基四胺!质量比

0Y4:2"#偶联剂 ,O<1 和偶联剂 (SE884 改性

P#R&且质量分数分别为 <;&1;和 <;时&热塑

性弹性体综合性能较好+7 种改性剂中间苯二酚Y

六亚甲基四胺的改性效果最佳'

!"#$"$3%中国耐火材料工业装备的发展与展望

中国耐火材料工业装备!包括机械设备和窑

炉"在前苏联援建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革新#引进

提高和攻关开发&迎来了最近这 34 多年的高速发

展' 近年来&从细磨#配料#混合#成型#烧成等各

工序&都出现了一些高效设备' 在耐火材料从大

到强的新发展时期&以原料均化提纯#产能大型

化#产品质量提高和生产节能减排为契机&做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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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材料工业先进装备的开发与推广工作'

!"#$"$$%刚玉质浇注料加热过程中内部不同位

置的蒸汽压力和温度

将纯铝酸钙水泥和 ,O%

3

微粉复合结合的刚玉

质浇注料振动浇注成 044DDe044DDe044DD的

试样&并在距试样上表面不同深度!分别为 54#84#

<4DD"处埋入压力引管和热电偶&养护 35> 后脱

模&然后以 8[/DOL

E0的加热速度升温&记录炉温

从 044[升温至约 584[过程中试样内部不同深

度处的蒸汽压力和温度' 结果表明*0"当炉温升

至约 544[时&试样内部不同深度处的蒸汽压力均

达到最大&对应的试样内部温度比较接近&约为

3<4[+炉温超过 544[后&试样内部的蒸汽压力迅

速降低' 3"在受热过程中&试样的最大蒸汽压力

出现在试样中心位置'

!"#$"$:%复合抗氧化剂加入量对 6-

!

P

3

4D1&4

&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以电熔棕刚玉为骨料&电熔棕刚玉粉#活性
0

E"M

3

%

7

微粉#黑碳化硅粉#球状沥青#,O%

3

微粉#

纯铝酸钙水泥等为基质料&配以质量分数为 3;#

3:7;#3:<;#3:1;的复合抗氧化剂&搅拌均匀制

备成"M

3

%

7

E,O!E!质浇注料' 外加 8;!G"的

水搅拌 7 F8DOL 后&检测浇注料的流动性+经振动

成型#养护#脱模#干燥后&于 0844[空气气氛中热

处理 7>&测定热处理后试样的质量损失率#体积密

度#显气孔率#常温耐压强度#常温抗折强度和抗

热震性' 结果表明*随着复合抗氧化剂加入量!G"

从 3;增加到 3:1;&浇注料的流动性变化不大并

且保持较高的水平&显气孔率#体积密度和常温强

度变化不大&质量损失率从 0:05;减小到 4:78;&

氧化层厚度逐渐小+复合抗氧化剂加入量为 3:1;

!G"的试样热震后耐压强度仍保持在 24cRI左

右&具有较好的抗热震性'

!"#$"$;%滑石粉对炭黑分散性的影响

炭黑是橡胶工业中最常用的补强填充剂' 炭

黑的等级因其表面积和结构而各具特征' 炭黑的

选用机械性能要求#流变性能考虑和弹性体的选

择' 例如&炭黑的表面积越大&其补强性更高' 这

符合炭黑与聚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是物理性

质的相互作用这一事实' 而这种相互作用补认为

是范德瓦耳斯力所造成的' 炭黑结构对未硫化胶

料的流变性能和硫化胶的拉伸性能也有影响'

!"#$"$<%不同配比 F5QM>CN再生胶对其共混

胶性能的影响

采用硫磺硫化体系对 6R*cY&#再生并用胶

实施交联&研究了其不同配比对胶料的硫化特性#

力学性能#耐热老化性能和粒子分散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多数并用比下&共混胶都达不到良好

的共硫化' 当 6R*cY&#再生胶以 24Y74 比例并

用时&硫化胶具有最佳的力学性能和良好的粒子

分散性'

!"#$"$2%转筒干燥机热效率研究现状与趋势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转筒干燥机的改进

情况&包括直接加热式#间接加热式转筒干燥机的

结构优化#内部模型优化等方法' 将现有的转筒

干燥机的优化方法分类&针对如何提高干燥强度

和热效率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给出了提

高转筒干燥机效率的研究方向'

!"#$"$@%改性石墨对 6-

!

P

3

4D1&4&质铁沟浇

注料性能的影响

为了解决鳞片石墨因密度小#润湿性差和分

散困难而难以在浇注料中使用的问题&首先采用

硅烷偶联剂(SE8<4 对
%

4:029 和
%

4:425DD的

鳞片石墨分别进行改性处理&得到两种粒度的改

性石墨+然后在传统 "M

3

%

7

E,O!E!质铁沟浇注

料配方!G"*电熔致密刚玉 <3;#,O!粉 35;#

0

E

"M

3

%

7

微粉 8;#纯铝酸钙水泥 5;#,O%

3

微粉 7;#

球状沥青!

%

0DD" 3;的基础上&分别用 4:8;

!G"的改性前后的石墨等量取代球状沥青&以研究

(SE8<4 硅烷偶联剂改性鳞片石墨对 "M

3

%

7

E,O!

E!铁沟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原石

墨相比&改性后石墨的分散性明显改善&浇注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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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量大幅降低&且加入
%

4:029DD改性石墨的

试样分散效果较好+含石墨试样的常温物理性能

均有所下降&但加入
%

4:029DD改性石墨的试样

强度和体积密度都明显高于加入其他石墨的&仅

略低于无石墨的+加入石墨的试样抗渣性能明显

得到提高&且加入
%

4:029DD改性石墨试样的抗

渣性能最佳' 综合考虑浇注料的各项性能&认为

经硅烷偶联剂改性的鳞片石墨可部分取代球状沥

青&且最佳粒度为
%

4:029DD'

!"#$":"%高性能镁尖晶石质浇注料的研制

以不同粒度的电熔镁砂!

%

9#

%

4:499DD"和

铝镁尖晶石细粉!

%

4:499DD"为主要原料&经振

动成型制备了一系列镁尖晶石质浇注料试样&探

讨了镁质结合剂和活性氧化铝微粉加入量!G"分

别为 0;#3;#7;#5;和 8;时对浇注料试样分

别经 004#0444 和 0<44[热处理后物理性能的影

响&并将优选的合适配方试样与 #S炉用烧成镁

尖晶石砖进行了常规物理性能#抗热震性能和抗

渣性能比较' 结果表明*当镁质结合剂加入量!G"

由 0;增至 3;时&试样经不同温度处理后的强度

显著增加+但当其加入量超过 3;!G"后&试样经

不同温度处理后的强度尤其是在 0584[的高温抗

折强度逐渐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当活性氧化铝微

粉加入量!G"由 0;增至 7;&试样经 004[热处

理后的强度下降较快&但经 0444 和 0<44[热处

理后的强度和线膨胀率及高温抗折强度却呈现

增加的趋势+当加入量超过 7;!G"后&试样的高

温抗折强度开始下降' 研制的镁尖晶石质浇注

料经 0<44[处理后具有较高的致密度及骨料和

基质间存在微细裂纹的特征&与烧成镁尖晶石砖

相比&具有较好的抗热震性能#抗渣性能和较低

的高温强度'

!"#$":#%&7

$

>P

!

>7

!

P燃气轮机富氧燃烧特性

使用!>ZDNOL ERJC对!S

5

富氧燃烧特性!层

流火焰传播速度#自点火延迟时间#化学反应特征

时间及污染物的排放"在典型燃气轮机运行条件

下进行了计算' 计算采用 d#)EcZB> 7:4 详细化

学反应机理&包括 87 种组分&738 个基元反应' 结

果表明&对于带有碳捕集的系统&当量比增加 3;&

便可以使得排气中氧气浓度下降 84;+设计!S

5

Y

空气所用的自点火延迟时间的经验或准则也同样

适用于!S

5

Y%

3

YS

3

%+当!S

5

Y%

3

YS

3

%中氧气的体

积分数为 3<; F32;时&富氧燃烧室的回火#吹熄

以及出口温度特性与以 !S

5

Y空气为燃料的燃气

轮机最接近&此时对原型燃烧室的结构改动最少'

!"#$":!%纳米二氧化硅浓缩浆在涂料中的应用

研究

探讨了&ILCT5444 E3 纳米二氧化硅浓缩浆在

涂料中的添加工艺&分析了 &ILCT5444 E3 纳米二

氧化硅浓缩浆对环氧涂料#聚氨酯涂料性能的影

响' 研究表明*&ILCT5444 E3 纳米二氧化硅浓缩

浆通过前添加研磨工艺加入环氧涂料#聚氨酯涂

料中能达到完全分散的状态+采用 &ILCT5444 E3

纳米二氧化硅浓缩浆改性后的环氧涂层防腐蚀性

有明显提升+用其改性后的聚氨酯涂层的耐老化

性#耐磨性#硬度及表面接触角均有所提高&涂层

光泽变化不大'

!"#$":3%正辛醇改性白炭黑工艺条件的优化

以正辛醇为改性剂&在无催化剂#微负压的条

件下&采用回流法&对白炭黑进行改性反应' 以改

性后白炭黑的黏度大小为指标&探讨改性剂用量#

改性温度#改性时间对改性白炭黑黏度的影响'

实验数据采用 VCJ=JIL 程序进行分析&拟合回归方

程&并应用 %JO?OL 程序作响应曲面图和等高线图

对实验条件进行优化' 结果表明*正辛醇改性白

炭黑的最优工艺条件为*改性剂用量 20:2<D'#改

性温度 055:07[#改性时间 7:88>'

!"#$":$%对使用俄罗斯新型纳米炭黑#!#C的

全钢丝轮胎胎面胶的分析与研究

为了提高汽车全钢丝轮胎的使用寿命&首先

必须提高轮胎胎面橡胶的耐磨耗性' 文中论述了

在以&#Y$#共混胶!84Y84"为基础的胎面胶料

中&加入分散性良好的纳米炭黑填充剂&可以制得

27第 3 期///////// //////馆/藏/文/献



力学性能优异&尤其具有良好耐磨耗性能的胎面

橡胶&使载重汽车轮胎在湿滑路面上的滚动性能

获得大大的改善'

!"#$"::%富氧燃烧中斯蒂芬流对碳粒热平衡的

影响

斯蒂芬流不仅影响组分的质量传递&还对能

量传递有影响&而后者通常为研究者所忽略' 本

文通过建立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热流公式&推导

出包括斯蒂芬流影响的能量守恒方程&深入研究

了斯蒂芬流对碳粒热平衡及其着火的影响' 结果

表明&考虑斯蒂芬流后&总的化学反应热会随气体

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辐射热流几乎不变+碳粒着火

延迟&着火温度比无斯蒂芬流时约高 74(&氧气浓

度!体积分数"约高 2;' 忽略斯蒂芬流导致碳粒

!84

,

D"燃烧速率和表面温度分别高出 37; F

54;和 2; F04;&而熄火粒径偏低&约为 39

,

D'

与文献中的修正能量方程相比&新的能量方程更

适合碳粒的富氧燃烧计算'

!"#$":;%白炭黑吸附甲醛实验研究

通过实验探究白炭黑在不同温度下对甲醛的

吸附性能&以及用不同浓度高锰酸钾溶液浸渍过

的白炭黑在不同温度下净化甲醛的性能&然后将

白炭黑和负载二氧化锰的白炭黑最佳吸附效果同

活性炭的吸附效果进行比较' 实验结果表明*不

同温度下白炭黑对甲醛的吸附性能差异较大+高

锰酸钾溶液的浓度及吸附时的温度对负载二氧化

锰的白炭黑吸附甲醛的性能有较大的影响' 白炭

黑对甲醛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但是和活性炭相

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D1P

!

对羰基铁>炭黑双层吸波涂层吸

波性能的影响

以羰基铁和炭黑分别用于匹配层和吸收层制

备了具有阻抗渐变结构 !匹配层 n吸收层"的

0:3DD厚环氧树脂基吸波涂层' 通过在匹配层中

加入透波剂 ,O%

3

&改善了吸波涂层的阻抗匹配性'

随着 ,O%

3

在匹配层中含量的增加&涂层的反射损

耗!#'"得到增强' 当匹配层中 ,O%

3

与羰基铁及

环氧树脂的比值为 3r8r0时&涂层的吸收峰值达到

E02:7Q$&涂层有效带宽 !#'X E5Q$" 达到

8:2dSp'

!"#$":2%丙烯酸酯类助交联剂在硅橡胶中的应

用

研究了丙烯酸酯类助交联剂对硅橡胶硫化性

能#力学性能#粘弹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助交

联剂显著降低了硅橡胶的硫化时间#撕裂强度&明

显提高了硫化胶的硬度#拉伸永久变形#模量和损

耗因子&使硅橡胶在宽温域内的阻尼性能#模量稳

定性得到极大的改善&为准恒模量阻尼硅橡胶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白炭黑增强溶聚丁苯橡胶!::<D>顺

丁橡胶@"""并用胶的性能

采用白炭黑增强体系&对环保型溶聚丁苯橡

胶!,,$#&牌号为 3882 ,"与顺丁橡胶!$#"并用

胶性能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用量的增

加&,,$#Y$#混炼胶的加工性能逐渐好转&硫化时

间缩短&随着$#用量的增加&,,$#Y$#硫化胶的

拉伸强度#定伸应力#硬度和 *)&磨耗量逐渐降

低&扯断伸长率和回弹性逐渐增大&压缩生热趋向

升高&耐屈挠割口性能趋向劣化&耐热氧老化性能

逐渐降低&而耐低温性能变好&抗湿滑性能大幅下

降&操控性能小幅下降&滚动阻力变化不大'

!"#$";"C,N>&N共混橡胶的性能研究

采用硫磺硫化体系和金属氧化物硫化体系对

&$#Y!#并用胶实施复合交联&考察了 &$#Y!#

并用比对并用胶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复合交

联后&随着 &$#用量的增大&并用胶的 c'#cSE

c'逐渐增大&焦烧时间 =

04

和正硫化时间 =

14

总体

呈缩短趋势&硫化速率增大' 当 &$#Y!#并用比

为 24Y74 时&力学性能最好' !#的力学性能和耐

老化性能优于 &$#&!#的加入可明显提高 &$#Y

!#并用胶的强度及耐老化性能' &$#的加入能

够有效提高胶料的耐油性'

97 炭/黑/工/业// / ////////////3405 年



!"#&年中国炭黑展望会将在昆明举行

3405 中国炭黑展望会将于 3405 年 5 月 05 至

09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 本届炭黑展望会为期

5 天#将传承历届会议的科技基础#为中外炭黑界

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为加快中国炭黑工业的国

际化进程注入新活力$ 届时将有众多炭黑Y白炭

黑制造商'原材料供应商'专用设备供应商及大专

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数十篇学术论

文进行交流#内容涉及炭黑技术经济'生产工艺'

原材料'装备和产品性能测试'应用研究以及白炭

黑'低碳环保等方方面面$ 本届展望会将邀请当

今世界炭黑业界知名人士'资深专家和行业组织

的代表莅会#发表精彩的专题演讲$ )中国炭黑展

望会* !!IJKCL$MIBN!>OLI#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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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连续举办 07 届!每两年一届"#在中国

炭黑界乃至世界炭黑界均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炭黑展望会*起始于 0199 年#原名)全国

炭黑技术研讨会*#自 011< 年起更名为)中国炭黑

展望会*#并实现了国际化$ 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

打造#)中国炭黑展望会*已成为深受中外炭黑业界

人士欢迎的信息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中国炭黑工业

走向世界#提升中国炭黑工业在世界炭黑行业的影

响力#推动全球炭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现已成为与)世界炭黑会议*')亚太炭黑展望

会*比肩的全球三大炭黑盛会之一$ %清风'

东海碳将收购加拿大热裂炭黑制造商

美国橡塑新闻网消息#加拿大横加集团!-JILo

T!ILIQI"已同意把旗下的热裂炭黑生产企业坎卡

布公司!!ILBIJK"及其相关发电设施#作价 0:1 亿

美元出售给日本东海碳株式会社$ 预计该交易若

获得各监管部门批准#将于今年内第一季度完成$

横加集团表示#剥离位于阿尔伯塔省梅迪辛

哈特的坎卡布及其余热发电工厂#可充分利用当

前的市场条件#根据公司的战略方向更好地调整

其重要资产#专注于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大型

管道和发电项目$

坎卡布公司是一家热裂炭黑生产商#0190 年

被横加公司收购$ 热裂炭黑是用热天然气生产的

一类特殊炭黑#广泛应用于工业产品和汽车产品#

包括高品级橡胶'绝缘材料和陶瓷产品$

据悉#与之毗邻的 50 兆瓦电厂兴建于 3440

年#收集炭黑生产过程中的大量余热发电#卖给梅

迪辛哈特地方电网#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横加公司 3444 年曾试图把坎卡布卖给美国 ,OQ0

理查森碳黑公司#但后者 3440 年以经济形势生变

为由退出了协议$ 3440 年底横加公司让坎卡布退

出竞拍市场#因这年早些时候它已出售了其它资

产#不再需要解决其资产负债$

日本东海碳株式会社是一家炉法炭黑和其它

碳陶瓷相关产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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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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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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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和

08;的股权$ 根据赢创化学 3403 年度的审计报

告#其营业收入为 7:29 亿元#营业利润为 27<4 万

元#净利润达 0939 万元$ 此次股权的评估价格为

1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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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尹强'

!"#'年我国出口炭黑近 $!万吨

据中国海关 3405 年 0 月份公布的炭黑进出

口数据(3407 年中国炭黑出口达 23:4 万吨#创历

史新高#同比增长 1:8;-进口量为 1:71 万吨#同

比增长 00:<;$ 3407 年#我国炭黑出口目的国前

04 位国家或地区的排序如下(泰国!出口量 00:58

万吨"'印尼!04:25 万吨"'印度!1:10 万吨"'日

本!<:<8 万吨"'台湾!8:08 万吨"'韩国!5:3< 万

吨"'越南!7:73 万吨"'波兰!3:85 万吨"'马来西

亚!3:09 万吨"和美国!3:48 万吨"$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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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轮胎需求量将年均增长&)'(

据美国%轮胎商务&报道#总部设在克利夫兰

的市场研究公司弗里多尼亚集团!VJZZQCLOIdJCij

)LB"日前报告说#受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增长

的带动#全球范围内对轮胎的需求每年将增长

5:7;#3402 年有望达到 31 亿套$

这份名为%世界轮胎&的研究报告指出#从价

值方面看#预计全球市场每年将增长近 9;#3402

年有望达到 32<4 亿美元$ 专家预测#全球轮胎需

求增加的大部分将出自亚太地区#3402 年将占增

长的三分之二-美国将继续位居世界上第二大轮

胎消费国#占 3402 年全球需求的 07;$

中国占 3403 年全球轮胎需求的 33;#弗里多

尼亚认为中国的轮胎需求仍将继续增长#尽管扩

张幅度赶不上 3442 F3403 年$ 随着汽车生产的

不断扩张#机动车套的使用率将会减速$

该公司预计印度在未来 8 年内将强劲增

长#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轮胎市场$ 随着

人口的萎缩及机动车出口下降#预计现在起到

3402 年#日本的轮胎销量将逐年下降$ 西欧和

北美的发达国家的轮胎需求则会保持增长#但

这些地区将继续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年均增

长不到 3;$

该报告称#经济环境走强支持新车产量和车

套使用率的增长#但人口增长缓慢和汽车保有量

将限制其增幅$ %宇虹'

卡博特推出两款轮胎用炭黑新产品

3 月 00 日 F07 日在德国科隆举行的轮胎

技术博览会上#卡博特公司展示了这两款新产

品$ 这两款炭黑新产品专门应用于轮胎胎面(

RJCjZM62 炭黑用来降低轮胎滚动阻力#提高轮

胎的燃油经济性-RJCjZM*00 炭黑用来提供高

水平的胎面耐久性#非常适合用于短途卡车和

工程机械轮胎$

据介绍#这两款新产品可以为轮胎制造商提

供设计低滚动阻力'高耐久性的轮胎的材料$ 燃

油效率降低方面#RJCjZM62 炭黑旨在降低轮胎的

滚动阻力而又不牺牲轮胎耐久性$ 卡博特的实验

室测试表明#与该公司对!IKC=qiMBIL 2 炭黑的同

一测试相比#RJCjZM62 炭黑可使典型胎面胶料的

滞后!能量损失"降低 08;#进而降低轮胎的滚动

阻力$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公路用长途卡车轮胎胎

面和翻新胎面$ 耐久性提高方面#RJCjZM*00 炭黑

旨在提供高度的橡胶补强性能#使轮胎胎面抗切

割'抗撕裂和耐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实验

室测试显示#RJCjZM*00 炭黑与 !IKC=qiMBIL 04S

炭黑相比#其在天然橡胶胶料内的耐磨性提高

04;$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短途卡车和工程机械轮

胎胎面#也可用于需要最大的耐久性的乘用车和

轻型卡车轮胎胎面$ %朱永康'

赢创将在福建南平投巨资

建白炭黑项目

//福建南平市延平新城目前正在着力打造两个

百亿专业园#其中陈坑瓦口组团的 3444 亩工业平

台已经开工$

据悉#延平新城的陈坑瓦口组团规划总面积

0451 公顷#重点建设福建省最大的电缆城和全国

最大的白炭黑.林产化工循环经济专业园等两个

百亿专业园$ 目前#已开工 3444 亩工业平台建

设#形成了台地 <44 亩$ 其中#电缆城项目一期

284 亩用地一平工程已累计完成土方 94 万方$ 白

炭黑.林产化工循环经济专业园规划已获市政府

批复#世界 844 强企业德国赢创集团总投资 84 亿

元'产值 044 亿元的白炭黑项目近期将签约入驻$

%艾迪'

金能科技炭黑实验室通过

国家级审核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炭黑'白炭黑实验室

日前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组织的系

统审核#认为其符合国家实验室的标准要求#金能

公司炭黑'白炭黑实验室的检测数据自此具有国

际通行能力$

国家实验室的认可是国家最高权威机构对实

验室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正式承认#表明该公

司的实验室具备了按相应认可准则开展检测和校

准服务的技术能力#其检测报告将获得全国认可

和国际互认#可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一次检测#全

球承认*的作用$ %阿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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