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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信息分中心”简介

全国橡胶工业信息中心炭黑分中心 （简称 “炭黑信息分中心”）

是全国橡胶工业信息中心下属的十二个专业分中心之一，始建于

１９７９年５月，是由国内炭黑 （含白炭黑）生产企业、科研设计单位

在自愿基础上组建的，负责我国炭黑行业技术、经济信息工作的专业

组织，业务上受全国橡胶工业信息中心和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的领导，

并受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的指导。

全国橡胶工业信息中心炭黑分中心现挂靠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

设计院行业服务中心，有成员单位６８家。本中心拥有完整的炭黑专

业文献、资料体系，办有 《炭黑工业》（双月刊）、《炭黑译丛》（月

刊）两种专业技术刊物，主办炭黑专业技术培训班，筹办行业性的

学术研讨会，竭诚为炭黑生产、应用领域的企业提供技术、经济信息

服务。

“炭黑信息分中心”作为我国炭黑行业的信息网，欢迎现在尚不

是本中心成员单位的企业参加。具体事宜，请联系。

电　话：（０８１３）８２１３１１０　８２１３１１２

联系人：杨　鸿　余击空

全国橡胶工业信息中心炭黑分中心



绿色轮胎用高分散白炭黑发展现状

朱春雨，郭轶琼，马慧斌，宁延生

（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天津　３００１３１）

摘　要：介绍了国内外绿色轮胎专用高分散白炭黑的发展现状，国内研究开发的ＨＤＳ产品理化指标已达到国外同类产

品水平，可满足绿色轮胎专用配方的需要。指出高分散白炭黑必将成为我国白炭黑市场的主流产品之一。

关键词：白炭黑；高分散；制备；绿色轮胎

１　前　言
高分散白炭黑（简称ＨＤＳ）主要用作橡胶的补

强填料，尤其适用于２１世纪具有重大环保意义的
趋势产品———“绿色轮胎”的制备。

“绿色轮胎”与普通轮胎的重要区别在于它采

用特殊的胎面胶配方，其中加入大量的 ＨＤＳ，在轮
胎中，每百份胶料只能加８～１２份普通白炭黑，但
ＨＤＳ却能加到４０～６０份，甚至高达８０份。

绿色轮胎兼具高效能及环保优势。通常在汽

车行驶过程中，约有２０％的汽油是因轮胎滚动阻力
而被消耗。绿色轮胎要比一般子午胎滚动阻力降

低２０％～３０％，节油２％～４％，设计行驶里程可提
高３５％，每百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４００克左
右。同时，绿色轮胎中添加的新材质还能规避传统

轮胎因磨损造成致癌物散发这一重大弊端。

“绿色轮胎”还具有其它许多优点，如胎面弹性

好，而且通过改进汽车在光滑路面的抓地性能，可

提高驾驶安全系数。绿色轮胎产生的摩擦力可以

减少汽车在湿滑路面上１２％～１５％的刹车距离，在
总体上提高汽车１０％～１５％的冬季驾驶性能。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高分散白炭黑的主要生产原料———工业水玻

璃和硫酸与普通沉淀法白炭黑相同。产品的特性

体现在其特殊的孔结构与粒子的崩解性能上。这

些关键技术指标的获得源于白炭黑初级粒子的产

生，二次粒子的絮凝、沉淀过程中采用一系列特殊

的结构控制方法，使析出的白炭黑具有特定的孔

分布及表面性质。

ＨＤＳ应用于轮胎胶料中，易于分散，显示出优
异的加工性能及良好的补强效果。

２　国外ＨＤＳ的发展历史
国外各大白炭黑生产厂家一直把ＨＤＳ作为重

点研发品种。ＨＤＳ的开发成功，不仅为厂家寻求
到提升产品层次的新途径，更加确立了该厂家在

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

苏威集团成员之一罗地亚公司于九十年代初率先

开发成功ＨＤＳ白炭黑，这种新型白炭黑在胶料中
显示出了优异的崩解、分散性能，使轮胎的耐磨

性、滚动阻力及抗湿滑性三个指标达到最优化组

合，并最终导致了“绿色轮胎”的产生。罗地亚公

司的主要ＨＤＳ产品列于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２罗纳－普朗克公司的主要ＨＤＳ产品

　　ＨＤＳ产品 耐磨性
加工

性能

扯断

强度

拉伸

强度

ＺＥＯＳＩＬＲＲ１１１５ＭＰ 好 优异 好 好

ＺＥＯＳＩＬＲＲ１１５ＧＲ 好 优异 好 好

ＺＥＯＳＩＬＲＲ１１６５ＭＰ 优异 好 优异 优异

ＺＥＯＳＩＬＲＲ１６５ＧＲ 好 好 好 好

　　其中，ＺＥＯＳＩＬＲＲ１１６５ＭＰ是专为米其林绿色
轮胎配方研制，综合性能最为优异的ＨＤＳ产品。它
和常规品种相比，比表面积相近，但聚集体投影面

积仅为常规品种的ｌ／３，在胶料中容易分散，用光学
显微镜检查胶料中不存在大于１μｍ的粒子。据该
公司资料报道用该产品制作的绿色轮胎，滚动阻力

可减少２５％，节油７％，二氧化碳排放减少７％，刹
车距离可减少１０％，雪地抓着力提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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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罗地亚高分散白炭黑在胶料中分散的电镜照片

　　目前该公司新开发的新一代高分散高活性白
炭黑命名为 ＨＤＲＳ（ｈｉｇｈｌ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ｂｌ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ｌｉ
ｃａ），其分散性能更好，用于轮胎制造，性能更佳。

随后国外几家生产白炭黑的著名厂家纷纷推

出自己的ＨＤＳ产品。
赢创德固赛的 ＵｌｔｒａｓｉｌＲＲＵ３３７０属于易分散

类白炭黑，以适用性广而著称。该公司新推出的

高分散性白炭黑产品牌号为 ＵｌｔｒａｓｉｌＲＲ７０００ＧＲ，
ＢＥＴ比表面积为１７０ｍ２／ｇ，加热减量（１０５℃，２ｈｒ）

为５２％，ｐＨ为６５，表观密度为２７０ｇ／ｌ。在 Ｓ．
ＵＨＬＡＮＤＴ与Ａ．ＢＬＵＭＥ的文章中给出了这种新
产品的特性［１］。ＵｌｔｒａｓｉｌＲＲ７０００ＧＲ有独特的附
聚体结构，只需其６０％的混炼时间就可获得良好
的分散性（见图 ２）。之所以取得优异的分散效
果，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在于白炭黑粒子经过

连续的超声振荡后，大的附聚体粒子能迅速崩解

为小粒子（见图３）。

图２　赢创德固赛白炭黑在胶料中分散的电镜照片

图３　超声崩解后的粒度分布

　　Ｐ．Ｐ．Ｇ公司的高分散产品 Ｈｉ－ＳｉｌＴＭＨＤＰ－
３２０Ｇ比表面积为 １６０ｍ２／ｇ。ＤＢＰ吸收值为
１９０ｍｌ／ｇ，ＰＨ为６５，透明性好于一般产品。该公
司开发的新一代高分散白炭黑名称为 Ａｇｉｌｏｎ？４００

，主要指标为：ＣＴＡＢ比表面，１３０ｍ２／ｇ，ｐＨ６８，
可溶性盐含量（ＳＨ，Ｗｔ）０５％，碳含量（Ｃａｒｂｏｎ，
Ｗｔ．）４０％，表观密度（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２４ｌｂｓ／ｆｔ３，
外观形状为微颗粒（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ｎｕｌｅ），产品在绿色

２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４年



轮胎制造上性能优于通常的ＨＤＳ白炭黑。
ＪＭ．Ｈｕｂｅｒ公司开发了新的结构控制技术，它

的高分散白炭黑 ＺｅｏｐｏｌＲＲ８７５５号称比一般 ＨＤＳ
产品 在 胎 面 胶 中 的 性 能 还 要 优 异 ２０％；
ＺｅｏｐｏｌＲＲ８７１５在减小滚动阻力的同时，能降低偶
联剂的用量［２］。

ＪＭ．Ｈｕｂｅｒ公司与 ＡＫＲＯ合作后的新 ＨＤＳ产
品Ｈｕｂｅｒｐｏｌ１３１和Ｈｕｂｅｒｐｏｌ１３５其主要卖点在于：

（１）白炭黑的附聚体粒径能迅速崩解至１μｍ
以下；

（２）高度发达的孔结构能增加高聚物与填料
间的接触面；

（３）表面活性点多使高聚物、填料和偶联剂的
反应更完善。ＪＭ．Ｈｕｂｅｒ公司 ＨＤＳ产品主要化学
指标见表２。

表２　ＪＭ．Ｈｕｂｅｒ公司主要ＨＤＳ产品

　ＨＤＳ产品
ＢＥＴ
（ｍ２／ｇ）

ＣＴＡＢ
（ｍ２／ｇ）

表观

密度

（ｋｇ／ｍ３）
ｐＨ

加热

减量

％

ＺｅｏｐｏｌＲＲ８７４５ＧＲ １８０ １４０ ２４０ ７ ５５
ＺｅｏｐｏｌＲＲ８７５５ＬＳＧＲ １６０ １５５ ２４０ ６５ ６
ＨｕｂｅｒｐｏｌＲＲ１３５ＧＲ １５０ １３５ ２４０ ７ ５

３　国内ＨＤＳ的研发过程
绿色轮胎的异军突起，给传统沉淀法白炭黑

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近年来国内众多大学、

科研院所和生产厂家都在开展高分散ＨＤＳ白炭黑
技术研发和产品试生产。已申请有关高分散白炭

黑专利有：上海久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申请的“一

种高分散无凝胶白炭黑及其制备方法”［３］（申请

号：ＣＮ２００５１００２８０５３５）；无锡恒诚硅业有限公司
申请的“一种白色微珠状高强度白炭黑的生产工

艺”［４］（申请号：ＣＮ２０１０１０１１４６４８３）；福建正盛无
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一种高分散白炭黑

的制备方法”［５］（申请号：ＣＮ２０１１１００８９２９９９）；通
化双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沉淀法白炭黑

中 凝 胶 量 的 控 制 方 法 ” ［６］（申 请 号：

ＣＮ２０１１１０２４１６０５６）；北京化工大学申请的“一种
制备高分散白炭黑／橡胶纳米复合材料的方法”［７］

（申请号：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１２９４０）；无锡确成硅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生产高分散二氧化硅的沉淀反

应器”［８］（申 请号：ＣＮ２０１２２０３８９８８９３）；福建省三

明同晟化工有限公司申请的“一种高透明度高分

散性 白 炭 黑 的 制 备 方 法”［９］ （申 请 号：

ＣＮ２０１２２０３８９８８９３）。
目前国内能够进行高分散白炭黑生产厂家

有：无锡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恒城硅业

有限公司，河北龙星化工有限公司，通化双龙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金能煤炭气化有限公司，福建

正盛无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能新材料有

限公司和外资企业罗地亚白炭黑（青岛）有限公司

等。其生产能力见表３。
表３　国内高分散白炭黑生产厂家

序号 　　　　生产厂家
总生产

能力

（万吨／年）

其中ＨＤＳ
生产能力

（万吨／年）

１ 罗地亚白炭黑（青岛）有限公司 ９ ６
２ 无锡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４
３ 无锡恒城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５ ３
４ 河北龙星化工有限公司 ３５ ３
５ 福建海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６ ３
６ 山东金能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６ ３
７ 通化双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 ３
８ 福建正盛无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２

合　计 ５８１ ２７

　　国内在建的高分散白炭黑装置有：黑猫炭黑
股份公司和无锡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其

中：黑猫炭黑股份公司产能为３万吨／年，无锡确
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产能为 ３万吨／年，预计
２０１４年投产。

产品质量方面，虽然国内厂家具备高分散白

炭黑生产能力，但同罗地亚、德固赛等国外公司产

品相比在产品稳定性和物理性能等方面尚有差

距，还不能为外资轮胎企业所采用，目前国内轮胎

企业所使用的高分散白炭黑产品主要靠进口，国

内产品尚处试用阶段。

４　天津院ＨＤＳ产品的研发情况
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白炭黑课题组承担了天

津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绿色轮胎用高分散白炭

黑工业性试验”。目前已通过天津市科委对该项

目的验收。中试产品的理化指标已达到国外同类

产品的性能。

天津院的ＨＤＳ－Ａ、Ｂ产品，ＢＥＴ比表面积１４０
～２００ｍ２／ｇ，ＢＥＴ和ＣＴＡＢ比表面积的比值接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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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白炭黑产品粒子在经超声波崩解后，Ｄ５０粒
径显著下降。见图４。透射电镜的测试结果证实
ＨＤＳ－Ａ白炭黑粒子已崩解成为极分散的微小聚

集体，粒子之间的孔隙大。传统沉淀法白炭黑附

聚体难于分散，电镜照片（图５）呈现出未分散的
絮团（黑色部分），粒子之间的孔隙小。

图４　各种白炭黑粒径

图５　天津院ＨＤＳ样品电镜照片

　　天津院ＨＤＳ产品具有特殊的结构，主要因为
在白炭黑沉淀过程中采取了的一系列的控制条

件。首先，在反应体系中引入结构控制剂，较好的

控制了白炭黑的原始粒径；反应采用稀酸、稀碱可

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反应器内局部过酸或过碱现

象；采用特殊结构的反应器设计，产生较佳的微观

混合效果，使得产品更细、粒度分布更窄、聚集体

易于崩解。

ＨＤＳ－Ａ经北京橡胶研究设计院进行绿色轮
胎专用配方物理指标检测，除常规的静态物理指

标可以满足需要外，动态物理指标显示它确为绿

色轮胎专用的高分散白炭黑。检测报告认定：“天

津化工研究院白炭黑很好的解决了耐磨性、滚动

阻力及抗湿滑性之间的矛盾，即抗湿滑性优于炭

黑（ｔｇδ０℃数值高），滚动阻力低于炭黑，（ｔｇδ６０℃
数值低）；生热低于炭黑（ｔｇδ８０℃数值低）。”

虽然市场上的其它沉淀法白炭黑产品亦能降

低滚动阻力，但是无法做到三方面性能的最优化

组合，而这三项指标的最优值才是保证沉淀法白

炭黑能应用于绿色轮胎配方的关键。

另据“绿色轮胎”的特征配方：ＳＳＢＲ７５；ＢＲ
２５；高分散白炭黑Ｚ１１６５ＭＰ８０；偶联剂ＴＥＳＰＴ６；芳
烃油３０；活性氧化锌３０；硬脂酸１０；微晶蜡１０；
不溶性硫黄 １７；促进剂 ＣＢＳ１７；促进剂 ＤＰＧ
２０；防老剂６ＰＰＤ２０。在胶料中引入８０份白炭
黑几乎可完全替代炭黑。 （紧转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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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ＸＳＱＣ生产设备点巡检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

刘力杰，徐　刚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沙河　０５４１００）

摘　要：本文阐述在企业的生产运行和设备巡检中使用ＬＸＳＱＣ生产设备点巡检信息管理系统，提高生产运行和设备巡

检的有效性、准确性，以及巡检可达率，使得对生产运行和设备巡检的监视准确和及时，为考核提供了有效依据。同时，也实

现了生产运行和设备巡检的无纸化和计算机管理，使生产运行和设备管理的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对企业生产意义重大。

关键词：生产运行；设备；点巡检；信息管理

引　言
化工企业属于设备密集型企业，设备数量众

多并且布局分散，现场巡检管理困难。目前国内

的化工企业在设备管理方面采用的是设备点巡检

制度，该制度是目前设备管理中比较科学系统的

管理制度，它将被动的计划检修升华到主动预防

检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该制度要求专业人员及岗位人员定时、

定点对辖区内设备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点巡检，并

填写相关记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或上报。该制

度完全依赖人的自觉性，如果巡检人员不按时巡

检或者漏检等，管理部门就很难发现，如果记录造

假，管理部门也很难查证。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

们采用过放置抽检牌的办法，在必须巡检的设备

上放置抽检牌，巡检人员如果按时全面地对设备

进行巡检，就会及时发现巡检牌并通知管理部

门，管理部门确认后按规定进行巡检。这种方法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收效甚微，所以传统的设备

点巡检制度完全依赖于人的执行力，较难监管，

效率不高。

２０１２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设备点巡检制度存在的监

管及信息共享问题，我们运用了设备点巡检信息

管理系统。该系统是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电子技

术相辅的综合性管理系统。它的应用将设备运行

数据采集、分析、对比、储存等功能全面实现信息

共享，使管理部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全面

掌握点巡检情况，掌握全公司的设备运行情况。

该系统的全面应用实现了巡检由人管转为电脑

管，杜绝了巡检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高了巡

检效率及记录数据的真实可靠性，为设备的安全

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样，对于生产运行的巡检，也可以利用这个

系统进行实施电脑监管，很多生产运行状态数据

需要作业人员现场进行巡检记录的，作业人员现

场对生产运行的现场巡检和记录与传统的设备点

巡检行为相似。为了提高生产运行的可靠性并根

据生产运行的现场巡检记录与传统的设备点巡检

行为的相似性的特点，我公司以设备点巡检信息

管理系统为基础，开发出了 ＬＸＳＱＣ生产设备点巡
检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集生产运行与设备管理

于一体，极大提高了生产运行和设备巡检的及时

性、准确性和可达性，管理部门通过这个系统，对

生产运行和设备巡检的监管更为有效可靠，提高

了工作效率和质量。该系统是对生产控制的 ＤＣＳ
系统的补充，使化工企业对生产和设备的现场管

理也进入了“自动化”水平。

１　系统简介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的 ＬＸＳＱＣ生产

设备点巡检信息管理系统（图１）由公司设备部作
方案设计，由国内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系统

集成。公司针对炭黑行业生产设备管理中的需

求，集点巡检设备的成熟技术及应用经验，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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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ＸＳＱＣ生产设备点巡检信息管理系统”。
ＬＸＳＱＣ系统在软件上突出专业性、实用性，硬

件上采用具有专利技术的信息采集器和数据通信

座。该系统集合了国内先进的软硬件技术，是国

内领先的专业工业生产设备巡检管理系统。

图１

ＬＸＳＱＣ系统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完成安装调
试并开始实际应用。该系统集生产设备巡检管

理、数据采集、缺陷管理、信息处理等功能于一身，

适用于我公司各种需要采集处理多个工艺点、设

备、地点和大量重复性数据的应用场合，避免了从

日常工作到计算机管理中间繁琐的手工作业过

程，使对日常工作的管理从模糊的定性分析上升

为精确的定量分析。

该系统针对我公司实际运行维护工作中的特

点进行各项设计，可使我公司生产设备管理部门

获得较高管理效率，使运行维护达到信息网络化、

管理科学化、数据集约化，是提升我公司运营管理

业绩的有效手段之一。

２　系统应用流程简述（图２）
（１）基础资料的制定：首先制定“生产设备运

行巡检测项标准”，再制定“岗位 －巡检线路 －区
域－测项”，在生产现场各巡检区域安装区域信息
卡。

（２）巡检人员携带信息采集器按巡检线路到
现场读区域信息卡，自动记录巡检工艺、设备、区

域和时间，并在中文菜单引导下逐项输入检查结

果：工艺、设备状态或参数。

（３）巡检结束后，巡检人员返回值班室，通过

数据通信座将采集器中巡检数据自动上传到系统

服务器。

图２

（４）系统服务器软件根据接收到的数据，按预
置任务分析和处理巡检信息，提供设备运行数据，

诸如：数据报表、系统缺陷、巡检状况等。这些数

据在厂内局域网上客户端均可根据系统授权查询

操作。

３　系统的硬件构成
ＬＸＳＱＣ系统硬件部分由现场区域信息卡、信

息采集器、数据通信座、通信机（交换机或路由

器）、系统服务器、客户端电脑等组成，如图３、图４
所示。

图３

３１　读写型设备区域信息卡
该卡（见图５）安装于巡检的设备和工艺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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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上，作为巡检人员到达该位置的电子标识。

系统采用的可读写型感应式射频卡，是一种

内置唯一编码的身份识别器件，其外观如图５所
示，根据用途不同，使用区域信息卡专用写卡器进

行编码，配置于各个设备和工艺巡检线路旁，可以

一台设备对应一个，也可以就近多台设备 对应一

个，值班室设置身份识别卡，不同巡检路线的人员

可以共用，编码后作为巡检人员交接班和巡视前

电子签名用。

图５
区域信息卡采用可读写型芯片，与被巡检设

备、生产运行状况一一对应，读卡后自动显示有关

信息。

３２　信息采集器
巡检人员手持该采集器（图６）在巡检现场识

读设备区域信息卡，以确认到达该巡检点的时间，

并根据预存的中文提示信息输入相应的设备运行

和生产运行状态及数据。

信息采集器具有如下特点：

图６

● 全工业级贴片电路，ＡＢＳ塑料外壳，喷塑工
艺，小巧轻便，坚固耐用，携带方便；

● 采用高性能微处理芯片、低功耗电路设计，
可连续工作１００小时以上无须充电；

● 具有１２８×３２点阵背光液晶显示，提供中
文菜单引导操作。

● 具有按键输入功能，可根据提示输入数据
或进行选项判断。

● 具有内部万年历硬时钟，可在上传巡检数
据时与系统服务器自动校正时钟；

● 具有唯一内部机号，便于管理；
● 采集器内置射频感应读卡电路识读设备区

域信息卡；

● 具有红外数据传输功能与通信座进行通
信；

● 锂离子电池、ＥＥＰＲＯＭ存储芯片，掉电时
不会丢失数据；

● 与电脑实现双向通信，灵活调整内置中文
提示项目内容。

３３　数据通信座
该通信座（图７）利用我公司局域网作为传输

通道，将信息采集器中的巡检数据上传到系统服

务器上的专用通信设备。

通信座特点是：

● 内置高性能微处理芯片、大容量存储器；

７第３期　　　 　　　　刘力杰等．ＬＸＳＱＣ生产设备点巡检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



图７

● 与巡检器之间的通信方式为无线红外传
输，具备数据缓存功能；

● 内置高速 ＭＯＤＥＭ，具有通过电话线远端
向系统服务器上传巡检数据功能；

● 也可以通过ＲＳ－２３２Ｅ串行与局域网上的
电脑连接通过网络传输数据；

● 数据读取、传输和存储安全可靠，传输过程
中遇停电或通信中断不会造成数据的丢失。

４　ＬＸＳＱＣ系统的软件构架及网络拓扑图
如图８所示，系统软件安装于系统服务器，向

ＭＩＳ（办公楼局域网）网络平台上的客户端计算机
提供授权的服务，访问或管理巡检系统服务器。

图８

４１　软件环境（表１）
表１　

服务器端

Ｓｅｒｖｅ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ＳＥＲＶＥＲ４０／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
ＳＥＲＶＥＲ＆ＭＳ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０ＨＸ－２０００
生产设备巡检管理系统

客户端

Ｃｌｉｅｎ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Ｘ／ＭＥ／ＸＰ／
ＮＴＷＯＲＫＳＴＡＴＩＯＮ４０／２０００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４２　软件功能模块
ＬＸＳＱＣ生产设备点巡检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由

以下功能模块组成：点巡实绩、数据分析、趋势分

析、缺陷管理、交接班管理、基础信息、日常维护、

设备运行档案等，如图９。

图９

４２１　系统操作———基础信息
通过该功能模块，设备采集项目的三类信息：

１）观察类信息。以系统的点检标准信息库
为基础，用专业采集器选择答案的方式记录生产

运行和现场设备的“跑、冒、滴、漏”等状态信息。

２）记录类信息。通过专业采集器键盘，可直
接将生产运行、设备、装置上的各类表计读数输入

到仪器中（例如：现场的压力表、流量表、温度表、

电压表等读数）。

３）代码类信息。若在系统内建立起设备状
态信息描述的标准代码库，巡检人员在现场可直

接向采集器输入代码来记录生产运行和设备运行

的状态信息量，使采集、处理信息工作全过程更加

简便、高效、规范化。

系统的基础信息模块具备以下功能：设置生

产设备管理的组织机构（部门、岗位、专业）、人员

的基础信息（姓名、岗位、电话、密码）、设备基础信

息（名称、编码、类别、设备位置、工况描述等）、检

测项目（项目名称、报警上限、报警下限、状态描述

等）、计划编制（类型、点检周期、点检执行等）、设

备的不同工作状态（运行、备用、检修等）。

４２２　基础信息 －设备管理标准 建立设备树
（图１０）

图１０

对生产设备进行分部门、分专业、分班组管

理，建立设备树，建立设备的安装区域，便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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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到所关心的生产和设备信息。

４２３　基础信息－计划管理
专业岗位的点检根据工作任务的不同，点检

内容的不同，起止时间的不同进行详细周密的计

划设置。

图１１

４２４　档案－建立台帐 记录检修历史
为生产设备建立台帐，录入设备各种参数，以

及装置和设备的历年的检修记录，存放在系统数

据库，可供各级管理部门领导及点检人员随时随

地查询。

４２５　系统操作－信息公告
每次打开系统后，系统综合信息公告模块会

自动弹出（如图１２、图１３所示），显示所有专业设
备运行点检情况报告提示栏：如各专业巡检率、设

备缺陷、各级报警数量、公告信息，鼠标双击选中

的栏目，可进一步查看栏目的具体内容。

图１２

４２６　点巡检实绩 －分类查询统计设备异常情
况

在点巡检实绩模块中含有点巡检明细、点巡

检异常处理、点巡检统计、点巡检漏检查询四个查

图１３

询栏目，可选择查询巡检线路、点巡检线路包含所

有专业岗位人员的巡检率、巡检明细表（包括计划

内的和计划外的）进行查询。

对执行点巡检部门的计划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直观的统计，有效管理生产部门，促进生产设备管

理工作的规范化。加强基层班组管理工作的实效，

在与不同的时段对计划的考核，以统计图表形式将

各专业下班组表示出来，更有利于绩效的评比。

４２７　点巡检系统 －提供缺陷报告快捷提交上
报

缺陷报告（图１４）是点检人员在巡检中发现
生产设备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地向主管部门及

领导进行报告。详细描述设备异常内容，并进行

原因的初步分析及异常的的处理建议。必要时可

附上现场图文资料。

图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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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栏目可快速查看异常数据、双击查看

缺陷报告，为不同层次管理者提供运行设备相关

信息，提高管理工作的高效性。

４２８　数据分析 －自动形成趋势图 准确把握数
据变化趋势

“数据分析”模块是有效辅助和监督生产设备

巡检管理工作的重要功能，该模块的应用，使对数

据的分析简单直观。该功能可以选择任意时间段

形成任意参数的趋势图，并且可以多图同列。通

过多个趋势图并列分析使我们可以准确的把握相

关参数的变化趋势，及诱发因素，及时准确制定检

修方案，做到对症下药，防患于未然。

图１５

４２９　生产调度 －该功能可以将各类生产及设
备运行文档通过服务器与客户端电脑共享

企业在生产设备管理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文档

性的记录及报表，比如：班长交接班记录、炉前运

行记录、造粒运行记录、产品检测报告等。该功能

的应用可以使所有记录及报表通过服务器与所有

客户端进行共享，使相关部门可以及时准确的了

解生产运行情况，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５　系统应用效益
（１）真正实现办公无纸化。本系统应用后彻

底改变了以往操作人员手持记录纸和笔到现场作

记录的传统，现在操作人员只需手持一台采集器

到现场进行巡检，将生产、设备运行中的参数和状

态通过按键输入到采集器内，巡检完毕巡检人员

只需将采集器上的数据通过无线通信座上传到电

图１６

脑即可。全程无需纸张。

（２）数据资源实现共享。只要连接了局域网
的终端电脑，安装客户端以后都可以通过该程序

查询巡检数据，了解巡检情况。

（３）可以实现对生产设备点巡检工作的量化管
理。该系统可以自动生成指定内容及时间段的巡检

率，真正实现对巡检工作的量化管理，配合相应的巡

检率奖惩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巡检积极性。

（４）可以实现数据查询、对比及分析的便捷
化。本系统有一个数据分析功能模块，该模块可

以方便的查询巡检数据，可以自动形成某巡检数

据在某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图，也可以实现多个

数据趋势图同列，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对数据进

行分析对比，对设备故障之前的运行数据分析查

询提供方便。

６　结　语
我们现在可以感叹，操作人员的现场巡检和

记录，可以变得如此简洁并且充满现代感，通过

ＬＸＳＱＣ生产设备点巡检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生
产、设备运行的巡检，巡检结果可靠和及时，同时

这些巡检结果将会被管理人员及时全面地检查，

一方面可以监督和考核巡检的实施情况，同时也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巡检的记录被用计算机保存，

在实现无纸化的同时，更为有意义的是，这些信息

将可以很方便的被查询和追溯。ＬＸＳＱＣ系统为我
们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现场管理的平台，该系统将

使我们生产运行和设备管理的水平得到极大提

高，这对企业生产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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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半补强炭黑反应炉“三叉口”设计探讨

昌广金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分析天然气半补强炭黑反应炉坍塌的原因，介绍具体的解决办法及使用效果。

关键词：半补强炭黑反应炉；双炉头；“三叉口”；耐火材料；荷重软化点温度

　　众所周知，反应炉是天然气半补强炭黑生产
线的“心脏”，反应炉设计是否合理，选用的耐火

材料是否恰当和经济，筑炉与烘炉质量的好坏，都

会直接影响半补强反应炉的使用寿命，进而影响

到炭黑厂的开工率。近年来，部分天然气半补强

炭黑厂的反应炉多次发生坍塌，严重影响了生产

的正常进行。因此，优化半补强炭黑反应炉的设

计，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天然气半补强炭黑反应炉坍塌原因分析
１１　现有半补强炭黑反应炉情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２４

目前，国内大部分天然气半补强炭黑厂均采

用双炉头半补强反应炉，反应炉“三叉口”选用的

耐火材料分三种：

［１］高铝水泥耐火浇注料／轻质隔热浇注料，
二层浇注，见图１。

图１　“三叉口”二层浇注

［２］低水泥高铝浇注料，一层浇注，见图２。
［３］纯铝酸钙水泥耐火浇注料／轻质隔热浇

图２　“三叉口”层浇注

注料或粘土砖，见图３。

图３　“三叉口”二层内浇外砌

该形式的反应炉烘炉时间长，损坏更换周期

长。近年来，有些厂家在化工试车过程中，其半补

强炭黑反应炉“三叉口”段多次出现坍塌（见图

４），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且停车时间较长，造
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２２　原因分析
通过对多个天然气半补强炭黑厂反应炉坍塌

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１］高温区后移，使“三叉口”段温度超温，造
成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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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三叉口”段坍塌位置图

［２］炉头温度超温，致使 “三叉口”段温度严
重超温，造成坍塌；

［３］反应炉“三叉口”段耐火材料使用不当，
造成烧熔坍塌。

实际生产工况中，反应炉“三叉口”炭黑烟气

流速快，双炉头热膨胀不均匀，高温区后移等等，

均可能使“三叉口”段温度超温，温度一旦超过耐

火材料荷重软化点温度就会造成炉体坍塌。 在生

产过程中，双炉头反应炉“三叉口”处温度可以比

炉头高２００～３００℃，这已经在某项目中得到证实。
“三叉口”段发生坍塌后，在有备用炉的情况

下更换、烘炉、开车约需 １５天左右；如果重新浇
注、烘炉、开车则需要３０天以上，从而给生产造成
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是在没有备用炉的

情况下坍塌，停产时间甚至可接近２个月，如此带
来的经济损失就更大了。

２　解决办法
要解决天然气半补强炭黑反应炉的坍塌问

题，提高反应炉“三叉口”段的使用寿命，优化半补

强炭黑反应炉的设计。

为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反应炉“三叉口”段

使用的炉料性能（详见表１）
表１　天然气半补强炭黑反应炉“三叉口”使用材料性能对比表

指　　标
“三叉口”段

① 高铝水泥耐火浇注料 ② 低水泥高铝质浇注料 ③ Ａ＃耐火浇注料 ④ Ｂ＃高铝砖
耐火度，℃ １６９０ １６９０ １９７０ ～１８９
０．２ＭＰａ荷重软化开始温度，℃ ～１５２０ ～１５２０ ～１７５０ ～１５８０
体积密度，ｇ／ｃｍ３ １１００℃烧后≥２．６５ １１００℃烧后≥２．６５ ２．７～２．８ ２．７～２．８
最高使用温度，℃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６００

　　从表１中半补强炭黑反应炉“三叉口”使用材
料的性能可以看出，在上述反应炉“三叉口”的生

产工况下，采用①或②材料的反应炉“三叉口”，其
在“三叉口”段的温度将超过使用温度，从而造成

坍塌；而采用③或④材料的反应炉“三叉口”段温
度则没有超过使用温度。

通过分析多个天然气半补强炭黑厂反应炉的

使用情况，结合多年来进行炭黑反应炉设计、筑

炉、烘炉的经验，提出半补强反应炉“三叉口”改进

设计措施如下：

［１］将“三叉口”处耐火材料的档次提高，选
用纯铝酸钙耐火浇注料或＃耐火浇注料。好处是：

耐温、符合工况，即使“三叉口”部分超温也不会坍

塌。缺点是：成本略高一些。

［２］将“三叉口”处耐火浇注料浇注改为最高
使用温度在１５００～１６００℃的 Ｂ＃异型高铝砖砖砌
筑。好处是：可缩短烘炉时间。缺点是：筑炉复

杂，耗用的时间长些。

［３］在反应炉“三叉口”后第１段顶部增加１
个测温点，引入控制室（详见图５）。好处是：可随

时监测“三叉口”温度，防止操作中超温，从而保护

“三叉口”，提高反应炉“三叉口”段使用寿命。缺

点是：成本稍高一些。

图５　“三叉口”段测温点位置图

３　使用效果
在某厂１３００吨／年天然气半补强反应炉中，

“三叉口”原设计为内砌外浇（原设计为纯铝酸钙

耐火浇注料／粘土砖，实际改成了低水泥高铝质浇
注料），反应炉使用 ５个月后“三叉口”即出现坍
塌。后来，改为采用Ｂ＃异型高铝砖砌筑，增加设置
１个测温点，烘炉、开车后，使用状态良好，反应炉
“三叉口”历经２年仍未损坏（见图６）。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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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Ｂ＃异型高铝砖砌筑“三叉口”

该方法是可行的，能够缩短烘炉时间，确保“三叉

口”使用２年以上，大大提高了“三叉口”的使用
寿命。

４　结束语
将反应炉“三叉口”处耐火材料的档次提

高，同时在反应炉“三叉口”后第 １段顶部增加
１个测温点，可以随时监测“三叉口”温度，防止
操作中超温，保护“三叉口”，提高反应炉“三叉

口”段的使用寿命。从而保证开工率，经济效益

明显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紧接第４页）　普通沉淀法白炭黑加至１５～２０
份胶料即已严重结构化，无法继续加工。而我们

开发的 ＨＤＳ－Ａ型产品可使胶料自始至终保持
着良好的加工状态；经表面处理后的高分散白炭

黑 ＨＤＳ－Ｂ型可显著改善橡胶弹性，大幅降低永
久变形。

５　结束语
欧盟、韩国、日本、美国、巴西已经相继实行绿

色轮胎标签法，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由普通子

午线轮胎升级为绿色轮胎必将是大势所趋。据了

解，国内子午线轮胎的绿色化进程将基本遵循先

半钢胎、后全钢胎；先原配胎，后替换胎；先自愿、

后强制的原则。根据规划来看，国内绿色轮胎产

业化在２０１７年前仍处于自愿阶段，而２０１７年开始
将转入强制执行期。预计２０１５年我国半钢、全钢
绿色化率将分别达到３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我国半
钢、全钢绿色化率将分别达到８０％、５０％，基本达
到世界水平。

目前我国高分散白炭黑应用在绿色轮胎还

处于起步阶段，在绿色轮胎的大趋势下，制备绿

色轮胎所用的高分散白炭黑市场潜力巨大，预

计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国内轮胎产业对白炭黑需
求量分别为 ４０万吨、１００万吨，其中高分散白
炭黑分别在 ２０万吨、５０万吨；而 ２０１２年国内
轮胎产业对白炭黑需求量只有 １８万吨，其中，
高分散白炭黑的需求量只有不到 ４万吨，市场
发展潜力巨大。由于看好绿色轮胎市场对白炭

黑的巨大需求，法国罗地亚过去三年扩张了

４０％的产能，德国赢创工业集团也将在２０１５年
之前扩能３０％。

可以预见，作为“绿色轮胎”补强材料的高

分散白炭黑必将成为我国白炭黑市场的主流产

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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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０４．

［８］阙伟东；吴永煌；生产高分散二氧化硅的沉淀反应器
［Ｐ］．中国专利：ＣＮ２０１２２０３８９８８９．３，２０１２．０８．０８．

［９］卢元方；陈家茂；余惠华；一种高透明度高分散性白炭
黑的制备方法［Ｐ］．中国专利：ＣＮ２０１３１０２８１４８２．８，
２０１３．０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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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度全国炭黑质量普查结果通报

代传银，王定友

（国家炭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介绍了２０１３年炭黑质量普查工作的组织、执行情况，统计了参加普查的企业及样品数品，对普查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并解析有关问题，提出适当建议。

关键词：炭黑；质量；普查；通报

１　前　言
目前，国家对产品质量关注重点是与民生有

关的产品和服务，工业原料类产品主要由市场来

进行调控。我国的炭黑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产能和产量均取得了巨大突破，但质量状况却是

一个未知数，一年一度的全国质量普查成为全面

了解行业真实质量状况的重要途径。

国家炭黑质检中心于２０１３年１０～１１月组织
开展了本年度的炭黑质量普查，受到各相关企业

的高度重视，部分企业安排了多个样品，有的企业

随样品寄送了自检报告，便于中心帮助企业更全

面地评价其检验水平和作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指

导，多年的实践表明，普查工作为提高企业的生产

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２　组织情况介绍
本次普查共有１２个省的３８家行业主要的炭

黑生产企业送样８５件，详见表１，其中橡胶用炭黑
１２个品种７０件样，白炭黑１５件样。

３　总体质量情况
本次普查样品合格率为９５３％，比２０１２年普

查提高了６个百分点。８５件样品中有４件不合格
品，全部为白炭黑样品。

近几年，全国质量普查合格率维持在９０％上
下徘徊，而本次普查合格率却出现了大幅度提升

（见图１），这表明炭黑行业的质量状况经几年的
蓄势后出现了提高。

表１　普查样品分省市分布情况

序号 省份
企业 样品

家数 占比，％ 件数 占比，％
１ 山东 ８ ２１０ １９ ２２３
２ 山西 ６ １５８ ９ １０６
３ 江苏 ５ １３２ ８ ９４
４ 河北 ５ １３２ ２２ ２５８
５ 福建 ３ ７９ ５ ５９
６ 浙江 ３ ７９ ３ ３５
７ 江西 ２ ５３ ８ ９４
８ 四川 １ ２６ ２ ２４
９ 广东 １ ２６ ２ ２４
１０ 河南 ２ ５３ ４ ４７
１１ 陕西 １ ２６ ２ ２４
１２ 辽宁 １ ２６ １ １２
合　　计 ３８ １００ ８５ １００

　　与２０１２年相比，橡胶用炭黑样品全部合格，
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白炭黑合格率则下降了１０
个百分点，详见表２。

图１　近５年普查合格率

４　统计分析
４１　橡胶用炭黑
４１１　检验依据

橡胶用炭黑按 ＧＢ３７７８－２０１１规定的全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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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检验，并依据ＧＢ３７７８－２０１１给出的指标进
行综合判定，其中干法造粒炭黑不考核倾注密度

和细粉含量。

因部分企业所送样品量偏少，测试 ４５μｍ、
５００μｍ筛余物的称样量均为５０ｇ。

表２　普查样品质量状况统计

产品类别 总样件数
合格品 不合格品

件数 比例，％ 件数 比例，％
合格率变化

（与上年比）

橡胶用炭黑 ７０ ７０ １００ ０ ０ ＋９７
白炭黑 １５ １１ ７３３ ４ ２６７ －１０
合计 ８５ ８１ ９５３ ４ ４７ ＋６

４１２　检验结果
共有３１家橡胶用炭黑企业送样７０件，平均

每个企业送样２３件。全部样品均为合格品，样
品合格率达１００％，较去年大幅提升了９７个百分
点，详见图２。

各品种分级别统计的合格率情况见表３，数据
表明：

图２　橡胶用炭黑历年曾查合格率
表３　橡胶用炭黑各品种样品数

品种 Ｎ３３０ Ｎ２３４ Ｎ５５０ Ｎ３２６ Ｎ２２０ Ｎ３７５ Ｎ６６０ Ｎ３３９ Ｎ１１５ Ｎ７７４ Ｎ１３４ Ｎ３５１

样品数 １２ １１ １０ ８ ６ ６ ６ ４ ３ ２ １ １

　　 各品种炭黑的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其中
Ｎ３３０、Ｎ３３９、Ｎ５５０、Ｎ７７４五个品种连续三年的普查
合格率均为１００％。

 Ｎ２３４、Ｎ３３９、Ｎ３７５炭黑的样品量有所增
加，常规品种Ｎ２２０、Ｎ３３０炭黑的样品量减少，表明
各企业已注重高结构炭黑的生产，减少了常规品

的生产。

 有 １２个品种参加普查，仅占 ＧＢ３７７８－
２０１１所列４６个品种的２６％，品种数与去年持平，
趋势见图３，表明我国炭黑新品研发及生产还有较
大的空间。

图３　送检炭黑品种数量趋势图
４１３　简要分析

本次普查未出现不合格品及不合格项目，表

明炭黑行业的质量控制水平有较大发展，以前常

有的不合格项目（如吸油值、压缩吸油值、着色强

度等）的原因得以查清并完全得到控制，检测能力

及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

经过统计发现，也存在一些需引起企业重视

的问题，例如边缘数据潜藏的风险。出现边缘数

据较多的项目有吸碘值、压缩样吸油值、着色强度

等，其中吸碘值有２个数据、压缩样吸油值有７个
数据、着色强度有２个数据处于合格范围的下限。
若有关企业在生产中稍有波动，这些边缘数据项

目可能超出合格范围，导致不合格品的产生。

另外，压缩样吸油值、着色强度两个项目的数

据整体偏低，其中压缩样吸油值处于规定值中值

以上的仅有３个，占４３％，有６７个处于下限与中
值之间，占９５７％，表明炭黑的原生结构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同样，着色强度处于中值以上的有３
个，占 ５８％，有 ４９个处于下限与中值之间，占
９４２％。表明同品种炭黑的粒径还可有一定程度
减小，并可减小粒径的分布范围。为此，需从生产

工艺改进和精选原料方面进行持续改进，以全面

提高炭黑产品质量。

４２　白炭黑
４２１　检验依据

本次普查执行的标准为ＨＧ／Ｔ３０６１－２００９《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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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测定结果依据
ＨＧ／Ｔ３０６１－２００９进行综合判定，其中氮吸附比表
面积仅作为白炭黑分类的依据，不参与综合判定。

４２２　检验结果
有１０家企业送检１５件样品，其中１１件合格，

样品合格率７３３％，比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１０个百分
点。４件不合格样中，１件的 ＤＢＰ吸收值、加热减
量不合格，另３件的橡胶物理性能不合格。
４２３　简要分析

很明显，本次普查不合格的主要项目仍是橡

胶物理机械性能，特别是拉断伸长率。尽管在实

施新标准ＨＧ／Ｔ２４０４－２００８后，各企业认真研究标
准，强化操作培训，测试结果已有较好重复性。但

要全面提高白炭黑在橡胶中的补强性能，需针对

各企业的实际情况，查找原因，及时纠正才能达到

预期效果。由此可从以下两点进行分析：

 企业开展了橡胶物理性能的测试，而对标
准的理解还不够充分，操作过程比较粗糙，给出的

测试数据偏差大甚至为错误数据。这样的数据用

以指导生产，生产出的白炭黑很可能为不合格品；

相反，若企业的检测机构能正确使用标准，能得出

重复性好、准确性高的结果，则可以指导生产工艺

过程中去查找导致产品生不合格的原因。

 有的企业未开展橡胶物理性能测试，仅通
过化学参数的测试结果控制生产，没有橡胶物理

性能参考数据对生产的微调，白炭黑的橡胶物理

性能很可能达不到标准要求，产生不合格品，应从

生产工艺过程和检测方面同时开展分析，找出不

合格原因并加以解决，杜绝不合格品的产生。

目前，国内白炭黑生产企业远不止１０家，参
加普查的白炭黑企业数明显偏少，虽然参加普查

的均为国内较有影响的企业，也不能较好反映白

炭黑行业的整体质量状况。

５　企业检验数据再现性分析
本次普查共有１４家企业按普查通知中要求

提供了２２个橡胶用炭黑样品的自检数据。再现
性统计情况见表４。

表４　样品检验数据再现性统计表
项　　目 吸碘值 吸油值 ＣＴＡＢ比表面积 着色强度 ３００％定伸应力

统计数据个数 ２２ ２２ １６ １７ ２０
２０１３超标样品数 １ ２ １ ０ １

超标率，％
２０１３ ４５ ９ ６ ０ ５
２０１２ ６ １２ ２２ ０ ４

　　与去年相比，再现性超标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表明实验室间结果一致性趋好。各项目再现性超

标率变化情况如下：

 吸碘值 超再现性的样品数由去年的２件
降低至今年１件，结果的一致性增强，但相关企业
还应查找原因，多利用标样，建立趋势图，进一步

缩小实验室间的差距。

 吸油值 在去年降低了６个百分点的基础
上，今年又降低了 ３个百分点，趋同性进一步增
强，主要得益于行业仪器法的进一步普及和对手

工法数据进行了必要校准；不过有关单位还要注

意及时更新校准曲线，将测试条件反映到曲线中

去，不能因为仪器、环境条件等条件变化引起结果

偏差。

 ＣＴＡＢ比表面积 大幅降低了１６个百分点，
各实验室间结果的一致性得到大幅改善。不过，

该项目测试过程的条件控制点较多，如温度控制，

采用仪器滴定可减少人员间的差异，这样才能提

高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从而进一步改善再现性。

３００％定伸应力 仍然有一件样品超标，该
项目在使用了 ＩＲＣ４标准炭黑后，消除了系统误
差，大大提高了方法的精密度。但是在标准炭黑

与样品的测试条件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

测试结果有较大偏差。

６　结　语
近年来，我国炭黑行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

质量工作也在同步跟进，每年一次的“全国炭黑质

量普查活动”就是为行业发展在质量方面进行保

驾护航，使企业站得更高，走得更稳、更远。各炭

黑企业多年来都积极参加年度普查，送出有代表

性的产品，使得普查数据能很好地反映了我国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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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行业产品状况及质检水平，给企业在以后的生

产经营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同时为行业组织

提供质量信息，指导行业未来的发展。各有关企

业应对照本次普查结果，分析总结评价，肯定成

绩，找出问题，促进企业持续改进，为炭黑行业及

相关下游行业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本次普查中样品合格的企业列于表５，以便企
业间交流。

表５　２０１３年度全国炭黑质量普查合格品企业名录
　　企业名称 　　　样品品种 　　　　企业名称 样品品种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Ｎ１１５、Ｎ２２０、Ｎ２３４、Ｎ３２６、Ｎ３３０、
Ｎ３３９、Ｎ３５１、Ｎ５５０、Ｎ６６０、白炭黑 朝阳黑猫伍兴岐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２３４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Ｎ２２０、Ｎ２３４、Ｎ３３０、Ｎ３７５、Ｎ５５０、
Ｎ６６０、白炭黑 河南双信炭黑有限公司 Ｎ１１５

东营市广北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２２０、Ｎ２３４、Ｎ３７５、Ｎ５５０、Ｎ７７４ 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 Ｎ３２６
邯郸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２３４、Ｎ３２６、Ｎ３７５、Ｎ５５０ 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司 Ｎ７７４
青州博奥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２６、Ｎ５５０、Ｎ６６０ 萍乡市飞虎炭黑有限公司 Ｎ３３０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Ｎ３２６、Ｎ６６０、白炭黑 青岛玖琦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７５
焦作龙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２６、Ｎ３３０、Ｎ３７５ 山西宏特煤化工有限公司 Ｎ２３４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 Ｎ２２０、Ｎ３３０、Ｎ５５０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Ｎ３３０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Ｎ２３４、Ｎ３３０、Ｎ５５０ 山西远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２６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Ｎ１３４、Ｎ２２０、Ｎ５５０ 山西志信化工有限公司 Ｎ３３０
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巨无霸炭黑公

司
Ｎ２３４、Ｎ３２６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Ｎ２３４

韩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７５、Ｎ５５０ 山东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Ｎ３３９
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 Ｎ３２６、Ｎ３３９ 无锡双诚炭黑有限公司 Ｎ５５０
攀枝花前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干法Ｎ３３０、干法Ｎ６６０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白炭黑

山东贝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Ｎ１１５、Ｎ２３４ 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白炭黑

石家庄新星化炭有限公司 Ｎ２３４、Ｎ３３９ 福建省沙县金沙白炭黑制造有限公

司
白炭黑

山西恒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３０、Ｎ６６０ 晋江富联化工有限公司 白炭黑

唐山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２２０、Ｎ３３０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连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白炭黑

　　

江西黑猫未来将调整产品结构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３年
度报告显示，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９８７亿
元，同比增长高达 ２８６１％；而实现净利润仅
２５７３５０万元，同比大幅下降７５０６％。为提高整
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该公司提出了未来十

年围绕产业配套，延伸精细化工，将非炭黑业务比

重提高至１／３以上的目标。
黑猫公司去年共生产炭黑９３２７万吨，销售

炭黑９４２０万吨，实现产销率１０１００％，保持着中
国炭黑市场的龙头地位。未来十年，该公司的战

略发展目标为：中国炭黑市场占有率达到２２％，继
续保持龙头地位；扩大在全球炭黑市场的影响力，

跻身全球炭黑行业前三位，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１５％；成为世界炭黑行业一流炭黑企业。围绕产

业配套充分发挥现有焦油加工产能，延伸精细化

工产业，改变单一依靠炭黑市场的产业结构。

（艾丰）

尼铁隆炭黑项目即将竣工投产

尼铁隆（江苏）炭黑公司日前在因特网上招聘

各岗位员工８０多人，预计生产线在今年８月可试
车投产。该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６月，是由日本新
日化炭株式会社投资设立的独资企业，坐落于江

苏省徐州市邳州经济开发区，工厂占地面积６２５
万平方米，总投资２６亿元人民币，建设５万吨高
档炭黑生产装置。据悉，该生产装置的设计是由

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承担的。

日本新日化炭株式会社是一家产能较小的炭

黑企业，仅有一家工厂设在日本爱知县田原市，年

产能力为７３万吨。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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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炭黑的应用研究

蒋　琦
（双钱集团轮胎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２４５）

摘　要：绿色轮胎对白炭黑需求增加，卡博特开发双相炭黑应对。通过对双相炭黑的化学、粒径、配方测试等方面研

究，对比这种新型炭黑的动态性能等物性与Ｎ２３４、白炭黑的差异，确定是否适用于绿色轮胎配方的开发。

关键词：白炭黑；双相炭黑；绿色轮胎；磨耗；生热

　　在橡胶配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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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而白炭黑则是一种较新的填料。１９９１
年米其林公司研制出胎面胶全用白炭黑作为填料

的“绿色轮胎”，其滚动阻力可比传统轮胎降低约

３０％，节油及减少ＣＯ２排放５％以上。然而当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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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因此这一技术

并未被快速推广。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由于近年来欧盟标签法规的正式实施，美国环

保署（ＥＰＡ）也在推行 ＳＭＡＲＴＷＡＹ认证，绿色轮胎
技术也已经逐步完善，耐磨性和静电问题已经解

决，绿色轮胎产量在轮胎总量中的比例将较快增

加。绿色轮胎中白炭黑用量远高于传统轮胎，预测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世界绿色轮胎的白炭黑需求的年均
递增率将达１０．８％，是白炭黑需求的主要增长点。

卡博特公司为增强炭黑对白炭黑的竞争力，

研发出了双相炭黑。一般认为，炭黑补强橡胶主

要取决于炭黑的表面活性、粒径和结构三大因素。

炭黑的表面活性作用是通过与橡胶的物理化学作

用影响橡胶补强，继而影响橡胶产品的弹性模量、

拉伸强度和摩擦特性等［３］。Ｍ．Ｊ．Ｗａｎｇ等首次将
ＩＧＣ法成功应用于炭黑表面性能的表征，研究发
现炭黑的最大特征是炭黑强烈的吸附作用，即表

面活性，求得每个亚甲基的吸附自由能增量，该值

代表炭黑对橡胶大分子吸附能力的大小。通过测

试表明双相炭黑比普通炭黑有更高的表面活性。

双钱集团近年来也在绿色轮胎方面做了很多

研究，是率先通过美国ＳＭＡＲＴＷＡＹ认证的轮胎企
业。我们不断致力于开发性能更加优异的绿色轮

胎产品，对各类新型材料进行研发。卡博特公司

的双相炭黑作为一种新型原材料，目前还未正式

商业化生产，因此没有确定相应指标。我们对获

得的其中一个规格样品进行了一些应用研究。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对卡博特公司的双相炭黑

ＣＲＸ２１２５的研究。

１　ＣＲＸ２１２５化学分析
通过实验室化学分析，ＣＲＸ２１２５约含有１０％

左右的ＳｉＯ２，如图１。

图１　双相炭黑成分示意图

我们在实验室对卡博特公司的 Ｎ２３４、Ｎ１３４、
ＣＲＸ２１２５进行了测试，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１　三种炭黑的化学分析测试值
测试项目 Ｎ２３４ Ｎ１３４ ＣＲＸ２１２５
碘值 １１９ １４１ １３２
吸油值 １２３ １２８ ９９
着色强度 １２４ １３５ １０８
氮吸附ＮＳＡ １１９ １４４ １９１
氮吸附ＳＴＳＡ １１２ １３８ １２７
ＰＨ值 ７３ ７９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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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种炭黑的化学分析测试值示意图

２　ＣＲＸ２１２５粒径分布
我们采用英国 ＭＡＬＶＥＲＮ公司粒度分析仪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２０００型，对卡博特公司的 Ｎ２３４、Ｎ１３４、
ＣＲＸ２１２５进行了测试，如图３和图４。

图３　三种炭黑的粒径分布示意图

图４　三种炭黑的粒径分布峰型放大图

３　ＣＲＸ２１２５配方试验
３１　实验
３１１　主要原材料

ＮＲ，ＳＴＲ２０，泰国产品；白炭黑 １６５Ｇ，国内知
名公司产品；炭黑 Ｎ２３４，卡博特上海公司产品；双
相炭黑ＣＲＸ２１２５，卡博特美国公司产品；其它为国
内常用供应商产品。

３１２　试验配方
３１３　主要设备与仪器

开炼机：Φ２２９ｍｍ辊筒直径，上海橡机一厂
烘箱：１０１Ａ－１型，上海市实验机总厂
数显硬度计：ＨＰＥＩＩ型，德国Ｂａｒｅｉｓｓ公司

平板硫化机：ＱＬＢ－Ｄ型，湖州橡胶机械厂
表２　小配合试验基本配方

原材料名称 Ａ Ｂ Ｃ

ＳＴＲ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Ｎ２３４ ３５

１６５Ｇ １５ １５

ＣＲＸ２１２５ ３５ ４５

Ｓｉ６９ １５ ２５ １５０

其它小料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合计 １６２５ １６３５ １５７５０

　　硫化仪：ＭＤＲ２０００，美国ＡＬＰＨＡ公司
门尼粘度机：ＭＶ２０００Ｅ，美国ＡＬＰＨＡ公司
电子拉力机：５５６６型，英国ＩＮＳＴＲＯＮ公司
橡胶疲劳试验机：江苏江都试验机机械厂

动态力学分析仪：ＥＬＦ３２３０型，美国ＢＯＳＥ公司
橡胶磨耗测试机：ＬＡＴ１００型，荷兰ＶＭＩ公司

３１４　混炼工艺
试验胶料在实验室开炼机（速比为 １∶１３５）

上混炼。

小配合试验加料顺序为天然胶→白炭黑、偶
联剂→炭黑→氧化锌等小料→促进剂、硫化剂→
出片

３１５　性能测试
动态性能试验按双钱集团内部标准进行测

试，其它性能均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进行测试。

３２　结果与讨论
在小配方试验设计时，我们考虑了三个配方

之间相当的硬度、３００％定伸等，ＣＲＸ２１２５也需要
配合使用少量的Ｓｉ６９。具体细节这里就不详细展
开了。

小配合试验结果见表３。
由表 ３可见，ＣＲＸ２１２５替换 Ｎ２３４会使胶

料的门尼粘度提高，焦烧时间延长，而替换

１６５Ｇ白炭黑门尼、焦烧基本相当。因此将类似
配方进行工业化生产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混炼工艺。

从拉伸强度和伸长率来看，ＣＲＸ２１２５的补强
性能略优于Ｎ２３４和１６５Ｇ白炭黑。

从磨耗性能来看，ＣＲＸ２１２５的耐磨性能略优
于Ｎ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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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胶料物性测试数据
Ａ Ｂ Ｃ

　ＳＴＲ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Ｎ２３４ ３５
　１６５Ｇ １５ １５
　ＣＲＸ２１２５ ３５ ４５
　Ｓｉ６９ １５ ２５ １５
　门尼粘度
　［ＭＬ（１＋４）１００℃］ ６２５ ７０１ ６５２

　焦烧时间
　（ＭＳ，１２５℃）／ｍｉｎ １７２ ２３８ ２２７

流变仪数据

　ＭＬ／（ｄＮ·ｍ） ３０６ ５３２ ３１０
　ＭＨ／（ｄＮ·ｍ） ３３７０ ３６７２ ３１７８
　ｔ１０／ｍｉｎ ４３１ ６０２ ５２８
　ｔ５０／ｍｉｎ ５５２ ８４７ ８０２
　ｔ９０／ｍｉｎ １６３１ １５０２ １５１３

ＤＭＡ数据
　ｔａｎδ（０℃） ０１４９５ ０１４３７ ０１３５４
　ｔａｎδ（６０℃） ００９３４ ０１００４ ００９０１
老化前物性

　ＩＲＨＤ硬度／度 ６５ ６７ ６３
　３００％定伸应力／ＭＰａ １６６１ １７１２ １７０５
　拉伸强度／ＭＰａ ２８９１ ３０６１ ３０８２
　扯断伸长率／％ ４４４ ４７２ ４６４
　撕裂强度／ＭＰａ ９３ ９４ ８７
　ＶＭＩ磨耗 ０６４ ０５８ ０７１
老化后物性

　ＩＲＨＤ硬度／度 ６８ ６９ ６７
　３００％定伸应力／ＭＰａ １９２３ １９５５ １９３９
　拉伸强度／ＭＰａ ２６２３ ２７２７ ２７８０
　扯断伸长率／％ ４０２ ４２５ ４２４
　撕裂强度／ＭＰａ ６９ ７１ ７４
　ＶＭＩ磨耗 ０６７ ０６１ ０７３

　　从表征生热的 ｔａｎδ（６０℃）数据看，ＣＲＸ２１２５
的动态性能与Ｎ２３４相当。

从表征湿抓地力的 ｔａｎδ（０℃）数据看，
ＣＲＸ２１２５的动态性能与 Ｎ２３４相当，比１６５Ｇ白炭
黑略差。

４　结　论

① ＣＲＸ２１２５的ＰＨ值较低，影响胶料的焦烧
时间。

② ＣＲＸ２１２５的粒径Ｄ５０以下分布相对较窄，
补强效果优于Ｎ２３４和１６５Ｇ。

③ 动态性能方面，ＣＲＸ２１２５接近于 Ｎ２３４，特
别是湿抓地力依然劣于白炭黑。

④ 实验室开炼机炼胶温度较低，后续还要在
密炼机进行相对高温混炼以确定相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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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励隆工程碳向纽交所提交ＩＰＯ文件

　　德国法兰克福消息，欧励隆工程碳控股已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提交了一份 ＩＰＯ文
件，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筹资多达３
亿美元。该文件中未披露具体的募股价格。

这家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公司招募了摩根士丹

利、高盛和瑞银投行作为交易的联合承销簿记人。

据悉，欧励隆生产的炭黑用于制造印刷油墨、

轮胎和其它橡胶工业制品。罗纳资本（ＲｈｏｎｅＣａｐ
ｉｔａｌＬＬＣ）和泰同顾问公司（Ｔｒｉｔｏｎ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Ｌｔｄ）于２０１１年以约１２亿美元向赢创集团收购了
该业务。

欧励隆提交的 ＳＥＣ文件显示，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销售额约为１８５亿美元。其销售额３４％产
生于欧洲，２４％产生于北美，２４％产生于亚洲，７％

产生于巴西，５％产生于非洲和其它地区。它可生
产超过２８０多个特种炭黑品种和约７０个橡胶用
炭黑品种，目前运营有１３个全资生产工厂和一个
合资工厂。该公司正寻求收购中国炭黑厂商青岛

赢创化学有限公司，并与持有多数股权的控股方

赢创集团及其合资伙伴开展谈判。

欧励隆还在全球持续投资扩大产能。该公司

说，它在韩国新增了一条橡胶用炭黑生产线，这使

它得以进一步释放产能，将现有装置用于生产特

种炭黑。这条生产线已经于２０１３年开始运转。
欧励隆正在扩大其在美国、南欧和巴西的各

生产基地的产能，以满足轮胎制造商和工业橡胶

制品生产商的需求。它在德国的特种炭黑后处理

设施已于２０１４年投产。 （朱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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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烯 Ｃ６０／Ｃ７０提纯技术


周雪松，何 平，聂绪建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富勒烯精分提纯困难，严重制约了制备及相关应用产业的发展。本文以精分为重点，介绍并比较了不同富勒

烯提纯方法的优缺点。

关键词：富勒烯；提纯

１　前　言
富勒烯是继金刚石和石墨后发现的碳的第三

类同素异形体。自１９８５年Ｋｒｏｔｏ等发现 Ｃ６０以来，
以Ｃ６０为代表的富勒烯以其独特的理化性质和广
阔的应用前景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图１　Ｃ６０／Ｃ７０结构示意图

富勒烯的提纯分为粗分和精分两个过程，其

中精分提纯是难点。从烟炱中提取的富勒烯混合

物主要含有 Ｃ６０、Ｃ７０和少量碳原子数大于７０的高
碳富勒烯Ｃ＞７０，而Ｃ６０和Ｃ７０结构和性质比较接近，
导致分离困难，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制约

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发展大批量、低成本的精分

提纯方法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２０１２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本文以精分提纯为重点，对２０余年来出现的富勒
烯主要提纯方法作一个介绍并对其优缺点加以比较。

２　粗　分
从烟炱中提取富勒烯混合物的过程称为粗分。

迄今为止，人们已经研究了富勒烯 Ｃ６０在一百
多种溶剂中的溶解度，表１列出了 Ｃ６０在一些典型

图２　富勒烯提纯方法与过程

溶剂中的溶解度数据。从中可以看出，Ｃ６０在脂肪
烃中的溶解度随溶剂碳原子数增加而增大，其中

芳香化合物和二硫化碳是相对有效而且价廉的溶

剂，但总体而言在各类溶剂中的溶解度普遍不高。

表１　Ｃ６０／Ｃ７０溶解度（３０℃）
溶剂 溶解度（μｇ／ｍｌ）
异辛烷 ２６
戊烷 ４
己烷 ４０
辛烷 ２５
葵烷 ７０
十二烷 ９１
十四烷 １２６
环己烷 ５１
四氯化碳 ４４７

１，３，５－三甲苯 ９９７
甲苯 ２１５０
苯 １４４０

二氯甲烷 ２５４
二烷 ４１
二硫化碳 ５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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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氏提取是一种经典的萃取法，将烟炱包于
滤纸，在索氏提取器中，用甲苯或 ＣＳ２等良溶剂进
行提取，可得深红色溶液，脱去溶剂后为固态 Ｃ６０／
Ｃ７０／Ｃ＞７０混合物。

图３　索氏提取装置图

索氏提取可使固体物质不断被纯的热溶剂所

萃取，溶剂反复利用，较之长期浸泡法节约了溶

剂，缩短了提取时间，但是耗时仍然较长。其次，

与Ｃ７０不同，Ｃ６０在甲苯等良溶剂中的溶解度并不是
一直随着温度的上升而上升，而是会出现先上升

后下降趋势［１］（见图４），给提取操作带来不利影
响，使操作时间延长。

图４　Ｃ６０／Ｃ７０溶解度曲线

微波协助提取法［２］可以从烟炱中有效提取富

勒烯：该方法采用９５∶５甲苯 －乙腈混合溶液，４分
钟内即可获得相同条件下用索氏提取３４０分钟才
能得到的Ｃ６０和 Ｃ７０的量，极大的节省了时间。另
外，超声提取法也是一种简便的提取方法：将烟炱

与四氢呋喃等溶剂混合，超声振荡２０ｍｉｎ，过滤，滤
液即为富勒烯溶液。

３　精　分
粗分只是分离提纯的第一步，所得的富勒烯

混合物必须经过精分提纯才具备实际应用价值。

精分可分为色谱法和非色谱法两大类。

３１　色谱法
色谱法作为一种高效能的物理分离技术，在

富勒烯小批量分离等方面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色谱法包括经典柱色层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
３１１　经典柱色层法

经典柱色层法是最早应用于富勒烯精分的方

法，该法虽然处理量不大，但可以有效的分离富勒

烯，得到纯度较高的Ｃ６０、Ｃ７０和Ｃ＞７０。
１９９０年，Ｔａｙｌｏｒ等［３］首先使用色谱法成功的

提纯了富勒烯。他们以中性氧化铝为固定相，正

己烷为淋洗剂，得到纯度达９９５％的Ｃ６０。富勒烯
在正己烷中的溶解度很小，故所需溶剂量相当大，

而且，如果要得到少量纯度９８％的Ｃ７０则需过柱两
次，这使得分离时间过长，成本高，效率低，处理量

小。若使用己烷／甲苯混合溶剂作为淋洗剂，固然
降低了溶剂使用量，但却增加了溶剂回收难度。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等［４］将色层法结合索氏提取器，也能减

少溶剂量，不过处理量仍然偏低。后来Ｄｉａｃｋ等［５］

曾尝试以硅胶作为固定相，但由于硅胶本身对 Ｃ６０
和Ｃ７０的保留很弱，故效果不太理想。所以，要实
现高效分离富勒烯，宜采用高选择性的固定相以

及强溶解性的流动相。

１９９２年，Ｓｃｒｉｖｅｎｓ等［６］将碱性活性炭（型号：

Ｎｏｒｉｔ－Ａ）与硅胶（２３０－４００目）质量比以１∶２湿
法装柱，柱高径比为１１８４，柱顶氮气压力控制在
００５３ＭＰａ，洗脱速度约 １６ｍｌ／ｍｉｎ，Ｃ６０纯度
９９９％，收率６３％。由于活性炭对于Ｃ６０和Ｃ７０（尤
其是 Ｃ７０）吸附能力很强，即使混合装柱，仍然有
２０％的Ｃ６０和５０％的Ｃ７０被吸附于固定相中难于洗
脱。选用溶解度大的淋洗剂可提高洗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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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Ｓｃｒｉｖｅｎｓ等［７］仍以活性炭和硅胶作固定

相，先用１∶１的１，２－二氯苯／甲苯混合溶剂作淋
洗剂，待洗脱大部分 Ｃ６０后再以纯１，２－二氯苯淋
洗以获得Ｃ７０。１，２－二氯苯对富勒烯的溶解能力
比甲苯大数倍，洗脱能力强，带宽变小而分离效果

提高。提纯后 Ｃ７０纯度 ＞９７％，回收率可达８３％，
大大降低了 Ｃ７０的损失。以活性炭与硅胶混合物
为固定相的加压柱色层方法效率高、速率快，适合

克量级的富勒烯混合物的分离。除加压外，减压

也可以加快洗脱速率，ＬｙｌｅＩｓａａｃｓ等［８］以活性炭／
硅胶混和物为固定相，真空度约６６５ＫＰａ，分离过
程仅１５ｍｉｎ。

不同的活性炭性能差异很大。表面亲水基的

数目越多，活性炭对Ｃ６０和Ｃ７０的吸附能力越弱；比
表面积和孔径大小对分离均有影响，孔径为 ２～
５０ｎｍ过渡孔隙的活性炭比较适于富勒烯分离；此
外，将活性炭用 ＣＳ２适当浸泡去活等方法处理也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可逆吸附而提高产率。

３１２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已广泛应用于富勒烯分析和

分离，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可得高纯度富勒烯，在

样品分析、小剂量分离，以及分离高碳富勒烯或富

勒烯衍生物方面应用较多。但限于仪器价格昂贵

且处理量太小，不可能实现批量分离，在此只作简

要介绍。

高效液相色谱法主要可分为反相、电荷转移

和包容络合等类型。反相型：如非交联型或交联

型十八烷基键合硅胶（ＯＤＳ）固定相在富勒烯分离
中得到较多应用；电荷转移型：如以高选择性的四

苯基卟啉为固定相，强溶剂１－甲基萘为流动相分
离富勒烯；包容络合型：如 γ－环糊精衍生物为固
定相对富勒烯的分离。

３１３　过滤法
过滤法是基于经典柱色层原理的简化方法。

２００４年，Ｋｏｍａｔｓｕ等［９］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在漏斗底部铺设经优选的活性炭，再辅以抽滤提

高速率，取得了较好的分离效果。由于该法炭层

较薄，操作是在漏斗中抽滤完成的，故而作者形象

的称其为“过滤法”。Ｋｏｍａｔｓｕ等继续优化，据其
２００７年的报道，他们优选出性能良好的活性炭纤
维吸附剂Ｗ－１５，并经过研磨或粉碎后做固定相，

流动相为溶解能力较强的１，２，４－三甲苯。如图
５所示，出料时，需不停更换接料容器，最后，根据
颜色或检测结果合并物料。除了纯度较高的 Ｃ６０
流份和Ｃ７０流份外，对过渡区间流份即Ｃ６０／Ｃ７０混合
流份可回收再处理。文献报道：处理１８ｇ富勒烯
混合物时活性炭用量仅１０８ｇ，质量比为１∶６，漏斗
φ４０ｍｍ，炭层厚度１８ｍｍ，长径比仅为０４５。最终
结果 Ｃ６０纯度 ＞９９％，收率 ９２％，Ｃ７０纯度 ９３～
９４％，收率２８％。

该法要用于批量精分提纯富勒烯，在填料装

填、出料切换、填料回收等环节还需进一步完善，

而且受不可逆吸附的影响，Ｃ７０收率太低。

图５　过滤法Ｃ６０／Ｃ７０收率及纯度变化

３２　非色谱法
非色谱法主要有升华法、重结晶法和化学法。

３２１　升华法
不同种类的富勒烯具有不同的蒸气压，利用

这个原理可以采用升华法提纯富勒烯。Ｂｅｔｈｕｎｅ
等［１０］在１０－５Ｔｏｒｒ的真空度下，升温至５００℃可使
Ｃ６０和Ｃ７０的比例从７∶１上升到１２∶１。在质谱中，控
制适当的升华温度可获得含量大于９９％的 Ｃ６０蒸
气。Ａｖｅｒｉｔｔ等［１１］将富勒烯混合物在真空下加热到

６２７℃，得到９９９７％的超纯Ｃ６０。升华法没有引入
溶剂，由此避免了溶剂可能对富勒烯混合物带来

的污染，理论上还可以分离某些不溶于有机溶剂

的高碳富勒烯。但是，升华法设备较复杂，条件控

制非常困难，并且分离量亦很小，因此实际应用不

多。

３２２　重结晶法
Ｃ６０和Ｃ７０在不同温度下溶解度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可以采用重结晶法分离 Ｃ６０和 Ｃ７０。利用 Ｃ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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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Ｃ７０在甲苯中溶解度的差异，Ｃｏｕｓｔｅｌ
等［１２］用重结

晶的方法，得到了纯度 ９５％以上的 Ｃ６０。Ｄａｒｗｉｓｈ
等［１３］以苯为溶剂先制备 Ｃ７０的饱和溶液，用旋转
蒸发仪缓慢的将溶剂蒸发掉一半，然后静置溶液，

溶液中含有富集了的Ｃ６０，而沉淀出来的固体中含
有富集了的Ｃ７０，所得结晶成分与初始混合物 Ｃ６０／
Ｃ７０的比率以及溶剂蒸发的速度和程度有关。重结
晶数次使Ｃ７０纯度达９５％。与苯、甲苯相比，Ｃ６０和
Ｃ７０在 ＣＳ２和二甲苯中的溶解度更大一些，周锡煌
等［１４，１５］以ＣＳ２或邻二甲苯作溶剂成功实现了富勒
烯的精分提纯。以邻二甲苯为例，含３０％Ｃ７０的富
勒烯混合物在 ８０℃的二甲苯中搅拌 ４ｈ，趁热过
滤，滤液中富集了Ｃ７０，滤饼中富集了 Ｃ６０。滤液经
浓缩１／３后冷冻至 －２０℃再过滤，得富集了的 Ｃ７０
的滤饼。如此反复结晶数次，可使 Ｃ６０纯度 ＞
９９５％，Ｃ７０纯度＞９８％。

重结晶法提纯富勒烯工艺流程如图６所示。

图６　重结晶法提纯富勒烯工艺流程图

与传统色谱法相比，重结晶法使富勒烯处理

量大为提高，物料损失少，成本较低，比较适宜工

业化精分提纯富勒烯。但是，由于 Ｃ６０和 Ｃ７０在不
同溶剂中的溶解度差异并不太大，故要使产品达

到较高纯度必须反复多次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设备、人员和运行费用。

除了选用不同溶剂或采用混合溶剂外，在实

际操作中，还可以视具体情况将重结晶法与其它

方法结合。比如，可将重结晶法结合碳吸附法：重

结晶２次后，将重结晶产物溶于芳烃溶剂再加入
一定量活性炭，超声振荡１０～３０分钟，溶液经过

铺有活性炭的过滤器过滤，然后蒸馏脱溶，可以得

到纯度达９９５％的 Ｃ６０。该法使得重结晶次数大
为减少，简化了操作步骤，但同时，由于富勒烯在

活性炭上存在一定程度不可逆吸附，不可避免会

损失一部分原料，因此在具体操作上要特别留意

活性炭用量，一般而言，活性炭与富勒烯混合物的

质量比在２∶１～６∶１较为适宜。
３２３　化学法

化学法是研究人员较早应用于富勒烯精分提

纯的一类方法。化学法往往存在着试剂特异选择

性不够理想，副反应较多等缺陷，收率也因此受到

影响。但化学法最大的优点是免去了色谱法中大

量溶剂的使用，分离过程一般也比较容易控制，成

本相对较低。随着对富勒烯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入

和拓展，可以预见将会出现更多适用于精分富勒

烯的化学方法。

Ｐｒａｋａｓｈ等［１６］探索了利用 Ｌｅｗｉｓ酸 ＡｌＣｌ３精分
富勒烯混合物的方法。ＡｌＣｌ３或其共轭酸能与富
勒烯形成络合物，且与不同分子量富勒烯的络合

能力有较大差异。将富勒烯混合物溶于一定量

ＣＳ２，加入Ａ１Ｃ１３，则高碳富勒烯和 Ｃ７０优先于 Ｃ６０
与ＡｌＣｌ３反应，生成固体络合物，从而得到纯度较
高的富勒烯。用１０ｇ富勒烯混合物（Ｃ６０／Ｃ７０≈８２∶
１７）可以得到 ６２ｇ纯度达 ９９９％的 Ｃ６０，收率约
７６％。该文报道若在此过程中加入少量水会有助
于纯化。该方法操作简便易行，产品纯度较高，物

料成本较低，但主要缺点是耗时太长，一次分离需

费时２天。此外，ＣＳ２与Ｃ６０的亲合力也较强，脱溶
困难，且 ＣＳ２沸点低，对操作人员健康影响较大。
而如果将溶剂改成甲苯或苯，则在ＡｌＣｌ３存在的情
况下，Ｃ６０／Ｃ７０将与溶剂发生反应。

富勒烯具有π电子球壳，而杯芳烃具有 π电
子内表面的空腔结构，因此它们可以通过相互间

π－π作用形成主客体包合物。富勒烯在主 －客
复合物中的分子络合作用为大批量提纯富勒烯提

供了可能，特别地，这种方法还避免了柱色层法中

由于不可逆吸附造成的富勒烯（尤其是 Ｃ７０）的固
有损失。Ａｔｗｏｏｄ等［１７］发现 Ｃ６０和 Ｃ７０可以与某些
带有疏水空穴的碗形大环化合物形成离散的配合

物，他们用对－叔丁基－杯［８］芳烃处理含粗富勒
烯烟灰的甲苯提取液，形成相应的配合物（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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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晶体在氯仿中迅速解离），经过一系列后处理，

得到＞９９５％的 Ｃ６０。这是由于孔径非常匹配，对
－叔丁基 －杯［８］芳烃能与 Ｃ６０形成 １∶１的络合
物，而Ｃ７０由于其分子与对 －叔丁基 －杯［８］芳烃
的孔径大小不匹配而不与之发生分子络合作用。

利用对－叔丁基－杯［８］芳烃对Ｃ６０分子具有独特
的分子识别能力，当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价格更

高昂的Ｃ７０时，亦可用此法将 Ｃ６０从 Ｃ６０／Ｃ７０混合物
的甲苯溶液中除去，制得纯度为９５％的 Ｃ７０，进一
步处理可使Ｃ７０纯度达９８％以上。杯芳烃提纯富
勒烯的效果虽然好，但是杯芳烃本身异常高昂的

价格却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

含有脒结构（Ｎ＝Ｃ－Ｎ）的胺类，可以与Ｃ６０和
Ｃ７０以及高碳富勒烯形成稳定的络合物。比如，含
脒结构的 １，８－二氮杂环［５，４，０］十一烯 －７
（ＤＢＵ）与富勒烯形成络合物的快慢和能力按顺序
为Ｃ＞７０＞Ｃ７０＞Ｃ６０，其中Ｃ７０与ＤＢＵ结合的速率常
数是Ｃ６０的１０倍。利用ＤＢＵ对富勒烯的选择性络
合作用，Ｎａｇａｔａ等［１８］成功地将其应用于批量较大

的富勒烯提纯：３３ｋｇ富勒烯混合物（Ｃ＞７０／Ｃ７０／Ｃ６０
＝１９／２４／５７）溶解于 １１５ｋｇ的 １，２，４－三甲苯
（ＴＭＢ）中，２ｈ内加入ＤＢＵ３３ｋｇ，搅拌，氮气保护。
５ｈ后，溶液中大部分Ｃ＞７０及Ｃ７０都已经络合，过滤，
滤液经酸洗后加入甲醇结晶出 Ｃ６０。Ｃ６０产率
７２％，纯度在９９％以上。

该法操作较为简便，成本较低，比较适宜于大

批量提纯富勒烯。由于在较高温度下络合反应会

受到抑制（４０℃时络合率只有０℃的一半左右），
因此整个操作宜在０℃下进行。所生成的络合物
对空气较敏感，需要惰性气体保护。此外，虽然程

度不同，但是由于ＤＢＵ与Ｃ６０和 Ｃ７０以及 Ｃ＞７０都可
以形成络合物，只是快慢和能力不同而已，所以必

须根据具体情况严格控制反应时间，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如需提纯 Ｃ＞７０或 Ｃ７０，则 ＤＢＵ可分
批加入，所得滤饼在 ＴＭＢ中用醋酸或三氟乙酸处
理，使络合物分解，得到 Ｃ＞７０或 Ｃ７０。络合法便于
操作，络合剂 ＤＢＵ价格也相对低廉，因此该法较
适宜于工业化推广，但由于操作过程中化学试剂

的加入，因此要特别注意工业废液、废渣的处理问

题。

ＤＢＵ络合法提纯富勒烯工艺流程如图 ８所

图７　络合过程富勒烯浓度与纯度变化

示。ＤＢＵ络合法提纯富勒烯工艺流程如图 ８所
示。

图８　络合法提纯富勒烯工艺流程图

Ｔｒｏｓｈｉｎ等［１９］报道了一种利用溴化 －脱溴作
用分离富勒烯的方法。该法将一定量的富勒烯混

合物投入液溴，置于 －５～０℃冰浴中，搅拌５ｍｉｎ，
再于室温下静置１０ｍｉｎ，将生成 Ｃ６０Ｂｒ８·ｎＢｒ２（ｎ＝
１，２）和Ｃ７０Ｂｒ８，其中Ｃ６０Ｂｒ８·ｎＢｒ２（ｎ＝１，２）在液溴
中的溶解度很低，而 Ｃ７０Ｂｒ８在液溴中溶解度高达
１５０～２００ｍｇ／ｍｌ－１。过滤后，Ｃ６０Ｂｒ８· ｎＢｒ２ 于
２００℃，１０"３Ｔｏｒｒ保持２０ｍｉｎ，脱溴，生成 Ｃ６０。过滤
后的溶液脱溶后，置于同样温度和真空下保持

４０ｍｉｎ，可得Ｃ７０富集物。此法所得Ｃ６０纯度为９４～
９７％，在对纯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该法可以用
作工业化提纯富勒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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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富勒烯Ｃ６０／Ｃ７０的精分提纯方法在近年来有一

定发展，但目前还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够做到大批

量、低成本精分提纯富勒烯Ｃ６０／Ｃ７０。
比较适宜工业化实施的有过滤法、重结晶法

和某些化学法，每一种方法都各有优劣。尚需进

一步改进、深化和拓展或加以综合运用，以使其更

加适应工业化提纯富勒烯的需要。

注：限于篇幅，本文参考文献未及全部列出，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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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博特将在拉脱维亚开设客服中心

　　美国卡博特公司近日表示，将在拉脱维亚里
加开设一个新的欧洲、中东和非洲（ＥＭＥＡ）共享客
户服务中心，并关闭该公司在比利时鲁汶的现有

服务设施。

这一计划是对在ＥＭＥＡ地区的共享服务能力
进行广泛评估后设计的。预计该项目将在 ２０１４
年底完成。卡博特补强材料全球营销副总裁约

翰·里斯表示，在里加创建新的客户服务中心将

使公司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质量最优异的服

务，此举有助于卡博特继续把客户服务作为其在

欧洲的一大竞争优势。

目前，卡博特在ＥＭＥＡ地区拥有２０处生产或

服务设施，包括在比利时、捷克、法国、德国、意大

利、荷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的生产工厂。

据称，该公司在全球２１个国家继续运营着４３个
生产工厂，包括不久前在我国河北邢台投入运营

的年产１３万吨炭黑的新工厂，刚在墨西哥阿尔塔
米拉实现全资控股的 Ｎｈｕｍｏ公司年产１４万吨炭
黑的工厂，以及近来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升级扩能

的两个炭黑工厂。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卡博特公司一直专注于通
过战略扩张和收购、推出新产品和实施业务创新，

不断提升其炭黑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朱永康）

６２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４年



紧盯研发热点　把握技术先机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专家观点

朱永康

　　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区域合作蓬勃推进，
中国炭黑工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结构性矛

盾依然突出，节能、环保和低碳的压力越来越大。

如何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国内炭黑工业界面

临的挑战，而技术优势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则成为

企业立足市场的关键。

日前，由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炭黑

分会、全国橡胶工业信息信息中心炭黑分中心主

办，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ＣＣＢＩ）承办的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在昆明召开，来自世界１０
个国家的１７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本届炭黑展望会上共有４０篇学术论文进行
交流，内容涉及炭黑技术经济、生产工艺与设备、

原材料、产品性能测试、应用和基础研究、白炭黑

及节能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业内专家围

绕炭黑界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关键技术问题，畅谈

了国内外炭黑技术发展方向，梳理了创新热点，介

绍了研究最新进展，以帮助炭黑企业在竞争中更

好地把握技术先机。

从基础入手研发导电炭黑
———中橡集团炭黑院李兵红博士

　　导电炭黑由于其特殊的性能和发展前景，成
为国内外大型炭黑公司竞相研发的重点产品。国

际上著名的大炭黑公司均有导电炭黑产品，但各

炭黑厂商对导电炭黑的开发生产和工艺技术实施

严格保密并互相封锁。由于对导电炭黑认识深度

不够导致开发滞后，国内动力锂电池、矿用管材、

高压电缆行业用高品质导电炭黑被迫采用进口产

品，导电炭黑的开发迫在眉睫。

导电炭黑的微观结构决定其应用性能，通过

对导电炭黑微观结构的剖析，建立其与调控技术

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指导高品质导电炭黑的生产

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重视导电炭黑微

观结构与调控技术的研究。我们研究团队借助多

种现代先进分析技术对与导电炭黑应用性能密切

相关的微晶结构、表面性质、粒子形貌、粒度分布

和纯净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这些微观结

构的调控方法，以期为指导高品质导电炭黑的生

产和应用奠定理论基础。研究表明，通过生产工

艺优化、活化剂的添加和高温纯化处理可以灵活

地对导电炭黑微观结构进行调控，生产出高品质

的导电炭黑。

开发超大规模炭黑反应器
———东营广北炭黑公司高工郭玉亮

　　随着控制技术的进步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技
术人员必须拓宽思路创新炭黑工程技术，超大规

模炭黑反应器由此渐入视野。所谓超大规模炭黑

反应器，是指年产３０万吨以上的炭黑反应装置，
它可以大大提升生产效率，改善制造环境，稳定产

品质量，为用户和制造商带来良好收益。目前，国

内超大规模炭黑反应器的研发尚在起步。

超大规模炭黑反应器的开发难度主要集中在

如何提高着色强度这一问题上，这是超大型炭黑

生产装置开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我们目前正

在开发一种提高着色强度的反应技术，包括产生

高温的燃烧技术及设备，以及能实现炭黑单元形

成到聚集体炭化过程的反应器，通过采用“组合燃

烧＋多管程技术”来实现这一技术构想。实现该
技术的关键因素有多点燃烧、高效雾化以及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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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料油枪插入方式。

推进双相炭黑的应用研究
———双钱集团股份公司总工蒋琦

　　“双相炭黑”是一种炭黑 －白炭黑双相填料，
对降低胶料的滚动阻力、改善牵引力、进而生产

“绿色轮胎”具有较好功效。由于双相炭黑的生产

成本较高，目前国内在这方面还鲜有研发。

美国卡博特公司的双相炭黑作为一种新型原

材料，目前还未正式商业化生产。我们对获得的

其中一个规格样品进行了若干应用研究，以探讨

其是否适用于绿色轮胎配方的开发。

通过对双相炭黑 ＣＲＸ２１２５的化学成分、粒径
分布、配方测试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对比了这种新

型炭黑与Ｎ２３４、白炭黑在动态性能等物性方面差
异。研究发现：ＣＲＸ２１２５的 ｐＨ值较低，会影响胶
料的焦烧时间；ＣＲＸ２１２５的粒径 Ｄ５０以下分布相
对较窄，补强效果优于 Ｎ２３４和白炭黑１６５Ｇ。在
动态性能方面，ＣＲＸ２１２５接近于 Ｎ２３４，但湿抓地
力不及白炭黑。

双相炭黑作为一种橡胶补强剂，特别适用于

轮胎补强，已证明它比传统填料有很大的优势。

此外，其优良的加工性能和相对少的胶料偶联剂

用量，可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随着对这种新材

料认识的加深，它在胶料加工和轮胎使用性能方

面的优越性会日趋明显，国内相关机构应加强其

研发工作。

主攻反应炉材质和能量回收
———美国Ｇａｎｐａｄｓ公司前副总裁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

　　当今炭黑行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改进反应
炉和喉管段设计及材质，提升原料收率，提高燃烧空

气温度、燃料温度和火焰温度，以及能量回收等方面。

目前大部分炭黑反应炉衬里采用耐火材料制

造，反应炉应用的苛刻性（高温、高流速）限制了耐

火材料的寿命，频繁更换价格昂贵的耐火材料成

为常态。为此，业界一直在努力提高耐火材料质

量，开发诸如高铝、氧化锆和氧化铬之类新型耐火

材料。作为炭黑制造大国，中国一直在围绕反应

炉和喉段不使用耐火材料开展攻关，曾尝试开发

出一种“全金属”反应炉。

炭黑尾气的能量回收是炭黑行业创新的另一

个主要方面。若将炭黑尾气脱水并除掉其中的腐

蚀性成分如硫化氢，便可预热后用作燃气轮机的

燃料；燃气轮机的排气进一步冷却回收蒸汽，可以

产生发电厂蒸汽涡轮发电机所需的蒸汽。这样的

联合循环运行将提高电力生产的效率，增加发电

量，同时可减少炭黑企业使用外来的公用电力，还

可帮助炭黑企业减排等量的大气污染物。

推广循环流化床煤气化技术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副研究员朱治平

　　循环流化床煤气化技术采用廉价的劣质粉煤
作为气化原料，工艺指标先进、装置运行稳定可

靠，生产成本显著降低，其在炭黑行业的应用前景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气炉法炭黑生产提供原料。研究表

明，气炉法炭黑装置具有规模较小，水、电用量和

运输量少，投资低，建设时间短等特点。循环流化

床煤气化技术为气炉法炭黑的生产提供原料，技

术可行，具有推广前景。

二是为炭黑生产提供燃料。近年来万吨级新

工艺炭黑生产技术普遍推广、应用，并不断进行技

术升级和创新，包括原料油品种的改变，以天然

气、焦炉煤气为反应炉燃料，单炉生产能力的扩

大，专用设备性能的改进和放大等。通过循环流

化床煤气化技术可以生产高品质的工业燃气，可

为炭黑生产提供燃料，这一举措符合我国的国情，

具有重要的经济、环境效益和实际应用意义。

“中国炭黑展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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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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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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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成为与“世界炭黑会议”、“亚太

炭黑展望会”比肩的三大国际炭黑盛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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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０６１　炭黑生产装置及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油炉法炭黑的生产装置及

方法。这种油炉法炭黑的特征在于在密闭式反应

炉内，通过热解所选炭黑烃类原料，可增大炭黑的

粒径。这种密闭反应炉的耐火内衬反应管由初级

反应区和次级反应区构成。反应炉上游端为带有

进气口的壳体部件，且由端板封闭。气缸外壳形

成的充气室与多孔空气扩散板相连。多孔空气扩

散板的中心孔齐平反应管安装。轴向燃烧器和喷

射组件从端板延伸到反应管。空气流经充气室，

经过扩散板与烃类燃料混合，再在初级反应区与

轴向导入的原料油混合燃烧。次级反应区位于反

应器下游，在此至少从三个隧道式燃烧器中导入

预热含氧气体，而隧道式燃烧器需延伸到反应炉

外壳和管道中的端口。燃烧器的轴线应调整在

１５°～７５°间，并与反应炉轴线相交。额外的预热
含氧气体和燃烧产物将导入次级反应区以便进一

步氧化反应产物和所得炭黑的表面条件。冷却含

有悬浮炭黑的燃烧产物，并从反应炉中回收、分离

炭黑。

２０１４０６２　用于高温性能的氟硅氧烷弹性体
本专利介绍了含稳定剂的氟硅氧烷弹性体基

础成分组合物。该稳定剂包括炭黑、碳酸钙、氧化

铁和任选的氧化锌。该稳定剂尤其可用于制备用

于Ｏ形环、连接器和构造机动车软管用的固化的
氟硅氧烷弹性体。

２０１４０６３　光稳定共聚醚酯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不含炭黑的光稳定共聚醚

酯组合物，该组合物包括，以该组合物的总重量

计：（ａ）约９１５％～９５４％的至少一种共聚醚酯、
（ｂ）约０１％～２％的至少一种受阻胺光稳定剂和
（ｃ）约４５％～６５％的至少一种矿物质填料，该矿

物质填料包括选自二氧化钛颗粒、氧化铈颗粒、氧

化锌颗粒和其任两种或更多种的组合的矿物质颗

粒。

２０１４０６４　炭黑生产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改进后的炉法炭黑的生产

工艺，尤其是半补强炉黑。通过不完全燃烧烃类

原料，可在不明显增大炭黑粒径的情况下降低炭

黑的结构特性。

２０１４０６５　离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及使用其的
燃料电池

本专利介绍了强度得以提高且其离子传导性

不受影响的离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以及使用

该离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制造的燃料电池。具

体介绍了一种质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该质子

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包含重量５％ ～８５％的电解
质，该电解质具有离子解离官能团并包含富勒烯

衍生物或磺化沥青；且该质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

膜另外包含粘合剂，该粘合剂的重均分子量５５０００
以上，对数粘度２ｄｌ／ｇ以上，且包含含氟聚合物如
聚偏二氟乙烯或聚偏二氟乙烯和六氟丙烯的共聚

物。

２０１４０６６　电化学反应器以及整合入该反应器中
的活性层

本专利介绍了电化学反应器的活性层，其包

括：非富勒烯的碳电子导体作为载体；以及由一种

或更多种金属和富勒烯构成的催化系统。本发明

还涉及整合有这种活性层的电化学反应器。

２０１４０６７　聚合物包裹碳纳米管近红外光伏器件
本专利介绍的光伏器件包括位于两个电极之

间且与它们电连接的光活性区域，其中该光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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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包括光活性聚合物包裹的碳纳米管，该光活

性聚合物包裹的碳纳米管在吸收约 ４００ｎｍ～
１４００ｎｍ范围内的光时产生激子。

２０１４０６８　氧化物表面上碳纳米管的选择性设置
本专利介绍一种在特定表面上选择性设置碳

纳米管的方法。更具体地说，本专利介绍了一种

方法，其中使用在未构图或构图金属氧化物表面

上形成的自组装单层，从包括碳纳米管的分散体

吸引或排斥碳纳米管。根据本发明，碳纳米管可

以被吸引到自组装单层以附着到金属氧化物表面

上，或它们可以被自组装单层排斥而接合到与包

括自组装单层的金属氧化物表面不同的预定表

面。

２０１４０６９　炭黑生产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低比表面积和低结构炭黑的生

产方法，在离原料进口的距离为“Ｌ”远的位置，将
蒸汽送入燃烧气流，这样，Ｌ／Ｄ的比率为０～小于
１０的范围，其中，Ｄ是位于原料进口处的反应区
直径。

２０１４０７０　三维增强多功能纳米复合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三维复合材料增强相和一

种三维增强多功能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这种三维增强相是在二维纤维布上生长几乎垂直

于纤维布平面的碳纳米管。纳米复合材料由这种

三维增强相和周围的基质材料组成。实施例说

明，与仅用两维纤维布来增强基线复合材料的方

法相比，纳米复合材料在厚度方向的机械、热以及

电学性能都有所提高．此外，当温度变化以及存在
振动阻尼的情况下，材料的几何稳定性取得了很

大的提高。纳米复合材料的实施例经过适当的设

计可以同时执行多种功能，例如同时承受热和机

械负担，或者在承受机械作用时监测纳米复合材

料内部的破坏情况。

２０１４０７１　作为阴极活性材料用于可再充锂电池
的锂金属磷酸盐／碳纳米复合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合成在可再充电化学

电池中作为阴极活性材料的锂金属磷酸盐／碳纳
米复合材料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锂的前体，一

种或多种过渡金属的前体和磷酸盐或酯的前体与

高表面积活性炭优选磷酸化碳混合并反应。

２０１４０７２　图案化碳纳米管器件中的接触
本专利介绍了图形化碳纳米管中的接触。更

具体而言，介绍了一种结构，其包括具有布置在表

面之上的碳纳米管的衬底。碳纳米管部分地布置

在保护性电绝缘层中。该结构还包括布置在衬底

之上的栅极堆。碳纳米管的没有被保护性电绝缘

层覆盖的长度的第一部分穿过栅极堆。源极接触

和漏极接触与栅极堆相邻布置，其中碳纳米管的

没有被保护性电绝缘层覆盖的长度的第二部分和

第三部分导电耦合到源极接触和漏极接触。还描

述了一种制造基于碳纳米管的晶体管的方法。

２０１４０７３　纳米材料增强树脂及相关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纳米材料增强的树脂组合物及

相关方法。组合物包含分散在树脂中的增强材料

如石墨烯、聚酰胺酸、碳纳米管或二甲基乙酰胺。

该增强材料在树脂中以重量的约０００１％ ～１０％
存在。本发明还介绍了制备这些组合物的方法和

调制组合物以实现特定组的机械性质的方法。

２０１４０７４　炭黑生产工艺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油炉法炭黑反应炉和工

艺，对第一次热输入、第二次热输入以及第一次和

第二次的比率进行控制，产出用于生产轮胎胎体

的炭黑，它具有粒径大、生热低、冲击回弹性高等

优越性能。

２０１４０７５　用于化学传感器应用的薄膜晶体管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化学传感器。该化学传感

器在一些具体实施方案中是包括第一晶体管和第

二晶体管的电子器件。第一晶体管包括由第一半

导体和碳纳米管制成的半导体层。第二晶体管包

括由第二半导体制成且不含有碳纳米管的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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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两个晶体管对于化学物质的响应不同，并且

不同的响应可用于确定某些化学物质的特征。该

化学传感器可用作爆炸性化合物如三硝基甲苯

（ＴＮＴ）的一次性传感器。

２０１４０７６　含有碳纳米管并入的纤维材料的防火
复合材料和制品

本专利介绍了含有碳纳米管的防火复合材

料。该防火复合材料包括分别包含第一聚合物基

体和第二聚合物基体的外层和至少一个内层。外

层具有外部表面和第一碳纳米管并入的纤维材

料，第一碳纳米管并入的纤维材料包含第一纤维

材料和长度大于约５０μｍ的第一组碳纳米管。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至少一个内层也包含第二纤维

材料和／或含有第二纤维材料和第二组碳纳米管
的第二碳纳米管并入的纤维材料。第二组碳纳米

管的长度通常短于第一组碳纳米管。碳纳米管在

外层中的排列可以将热传递得远离复合材料的内

层（一个或多个）。还介绍了含有碳纳米管并入的

纤维材料的防火制品。

２０１４０７７　碳纳米管的分散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分散碳纳米管的方

法，将纳米管与电子液体接触，在电子液体中，控

制电子液体中的金属原子与碳纳米管中的碳原子

的比率，并且还介绍了一种可通过这样的方法获

得的碳纳米管的溶液。

２０１４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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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环氧树脂、（ｂ）炭黑粒子、（ｃ）碳
纳米管和（ｄ）在 ２５℃下的蒸汽压低于 １３４×
１０３Ｐａ的溶剂的液状组合物。

２０１４０７９　含包覆热塑性树脂层碳纳米管微胶囊
的导电高分子填充剂及其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制造导电塑料的导电

高分子填充剂及其制造方法，特别是介绍了一种

含有外层包有热塑性树脂层的微胶囊状碳纳米管

的导电高分子填充剂及其制造方法。

２０１４０８０　炭黑生产的二次燃烧过程及装置
本专利生产的炭黑具有粒径相对较大，结构

较低的特点。本专利通过传统的方式将一次热量

应用于烃类原料油，然后再将二次热量以热燃烧

气体的方式输送到初级反应段下游。二次燃烧气

流与反应炉轴线相垂直，通过与二次燃烧区外围

接近的多柱气流，将二次燃烧气流输送到反应炉

内。只需在导入二次燃烧气体的下游点增大反应

炉的直径，这样才基本上不改变燃烧产物的浓度

和线型下游速度。

２０１４０８１　胎面含饱和热塑性弹性体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轮胎，该轮胎的胎面包含

弹性体组合物，该弹性体组合物包含：１０～６０ｐｃｅ
的聚丁二烯（ＢＲ）弹性体；１０～６０ｐｃｅ的饱和热塑
性苯乙烯（ＴＰＳ）弹性体；和增强填料。将饱和 ＴＰＳ
和ＢＲ弹性体结合使用，有可能提高该轮胎的刚
度，并由此改进该轮胎的道路性能，而不会降低轮

胎的滞后性和滚动阻力。

２０１４０８２　具有连续环状加强组件的结构支撑的
非充气车轮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可以支撑负荷且具有类似

于充气轮胎的性能的、具有连续环状加强组件的

非充气车轮。介绍了包括连续环状加强组件的变

型的非充气车轮的各种配置。一个或多个弹性间

隔件可以定位于连续环状加强组件并且可以配置

成用于接收基体材料。

２０１４０８３　用于重型土建工程车辆的轮胎胎圈
本专利介绍了通过阻止在胎体增强件的端部

卷边区域中产生并蔓延至相邻聚合物材料中的裂

缝，从而提高用于重型土建工程车辆的子午线轮

胎的胎圈的耐久性，该裂缝会导致胎圈在长时间

使用后会劣化。根据本专利，在胎体增强件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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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侧卷边表面（２１１ａ）上的第一接触点（Ａ２）（对
应于边缘元件的第一端部（Ｉ２））和胎体增强件的
轴向外侧卷边表面（２１１ｂ）上的最后接触点（Ｂ２）
之间，边缘元件（２３）与胎体增强件的卷边（２１１）连
续接触，边缘元件（２３）由至少两个边缘层组成，边
缘层由纺织材料增强元件形成。

２０１４０８４　胎面含氢化热塑性弹性体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轮胎，该轮胎的胎面含橡

胶组合物，该橡胶组合物包含至少一种二烯弹性

体（如ＳＢＲ和／或ＢＲ）、补强填料（如白炭黑和／或
炭黑）和１０ｐｈｒ以上（优选１５ｐｈｒ以上）的氢化苯乙
烯热塑性弹性体。该组合物在未加工状态下粘度

降低，能够降低轮胎胎面的滚动阻力，同时仍保持

良好的湿抓地力。

２０１４０８５　炭黑生产方法和应用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炭黑，其 ＣＴＡＢ比表面积

为１０～３５ｍ２／ｇ，ＤＢＰ吸收值为 ４０～１８０ｍｌ／１００ｇ，
ΔＤ５０值≥３４０ｎｍ。在反应炉内生产该炭黑，是将
液态炭黑生产原料和气态炭黑生产原料喷入反应

炉内。与其它类型炭黑相比，用本专利所生产出

的炭黑具有更加优越的性能，例如分散性能提高，

在胶料中的应用更加经济方便，尤其是在挤压型

材生产中性能更佳。

２０１４０８６　用于冷收缩制品的含氟弹性体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包括弹性体组合物的组合

物。该弹性体组合物可以包括含氟弹性体组合

物，并且弹性体组合物基本上不含环氧氯丙烷组

合物。该组合物还可以含有补强级炭黑的填充材

料。该组合物还可以含过氧化物固化剂。

２０１４０８７　包括具有切口的胎面的两轮车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两轮机动车的轮胎，

该轮胎胎面的表面由至少第一聚合物混合物和至

少一种第二聚合物混合物构成，第一聚合物混合

物在中央部分的至少一部分上延伸，而第二聚合

物混合物所具有的物理化学性质不同于第一聚合

物混合物，且覆盖胎面的轴向外部的至少一部分。

胎面的中央部分至少包括处于周向平面中的至少

一个切口（５），（５）的一个壁的至少一部分（７）由
至少两根直线（３７０、３７１）形成，至少两根直线的每
一根均与径向方向形成５°和６５°之间的角度，并且
两根直线的方向一起限定了３０°和１２０°之间的角
度。

２０１４０８８　碳纳米管的形成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碳纳米管的形成方法。该方法

包括：在基底上沉积电极；在电极上形成聚酰亚胺

层，通过刻蚀聚酰亚胺层和电极的表面在电极中

形成多个突出部分，在电极表面的突出部分之间

形成催化金属层，在催化金属层上形成碳纳米管。

２０１４０８９　制备合成碳纳米管的催化剂层和用其
合成碳纳米管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合成碳纳米管的催化

剂层的制备方法和使用其合成碳纳米管的方法。

该催化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在基底上涂覆由共

聚物形成的薄膜；热处理基底上的薄膜以形成规

则结构；去除形成该共聚物的嵌段共聚物的一部

分；在去除嵌段共聚物的一部分的薄膜上沉积催

化剂基体；以及去除该薄膜以形成有多个金属催

化剂点的催化剂层。

２０１４０９０　用于液体配制剂、特别是锂离子电池中
的碳基导电填料的母料

本专利介绍了附聚的固体形式的母料，包含：

ａ）碳纳米纤维和／或纳米管和／或炭黑，其含量相
对于母料的总重量为重量的１５％ ～４０％，优选为
重量的２０％ ～３５％；ｂ）至少一种溶剂；ｃ）至少一
种聚合物粘合剂，其相对于母料的总重量占重量

１％～４０％，优选重量的２％ ～３０％。本专利还介
绍了浓缩的母料，其特征在于其通过从母料中除

去全部或部分的溶剂而获得。还介绍了制备该母

料的方法和母料的用途，特别是在制造电极或电

极用复合材料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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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０６１　炭黑和白炭黑补强 ＮＲ动态性能的研
究

研究了炭黑和白炭黑用量对天然橡胶动态性

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炭黑和白黑分别填充ＮＲ的
弹性模量 Ｇ＇对动态应变振幅的响应不同，两者与
ＮＲ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和机理也不同；填料用量多
于３０份时才会形成明显的填料网络结构，硫化时交
联网络的形成能够促进填料网络的形成；硅烷偶联

剂改变了白炭黑与天然橡胶的作用方式，硫化胶动

态损耗降低；电镜扫描结果表明，在硅烷偶联剂作

用下，白炭黑与橡胶间产生的化学结合使白炭黑粒

子在动态变形条件下的团聚程度显著低于炭黑。

２０１４０６２　杜仲橡胶硫化胶交联密度与结晶性能
关系研究

采用差示扫描量热（ＤＳＣ）法分析杜仲橡胶硫
化胶交联密度对其物理性能和结晶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着硫黄用量的增大，杜仲橡胶硫化胶

的交联密度增大，邵尔 Ａ型硬度减小，１００％定伸
应力、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先增大后减小；消除

热历史后杜仲橡胶生胶的结晶特征减弱；随着交

联密度的增大，硫化胶的 ＤＳＣ特征熔融峰减弱直
至消失，结晶峰钝化，峰面积减小。

２０１４０６３　通过 ｐＨ值调控的氧化石墨烯片层尺
寸、表面化学和电化学性质

通过调节氧化石墨烯水溶胶的ｐＨ值，可以得
到尺寸和表面化学性质可控的氧化石墨烯片层。

由于氧化石墨烯片层上的羧基在酸性条件下质子

化，而在碱性条件下部分被脱除，因此可以通过调

控氧化石墨烯水溶胶的 ｐＨ值对具有不同片层大
小和官能团的氧化石墨烯进行筛选。研究发现，

羧基的存在可提高氧化石墨烯的电化学活性，而

且较大的片层也同样有利于电化学活性的提高。

另外氧化石墨烯对Ｈ２Ｏ２的检测具有较高的活性，
因而在生物传感器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２０１４０６４　混炼工艺对白炭黑填充橡胶性能的影
响

试验研究不同混炼工艺对白炭黑填充溶聚丁

苯橡胶（ＳＳＢＲ）或天然橡胶（ＮＲ）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无论是ＳＳＢＲ还是ＮＲ，采用开炼机混炼工
艺制备的胶料均具有较低的门尼粘度；而采用密

炼机混炼工艺制备的硫化胶均具有较高的定伸应

力和拉伸强度、较好的抗湿滑性能以及较低的压

缩生热。

２０１４０６５　碳纳米管／氧化硅整体式复合材料的制
备及其乙苯氧化脱氢性能

以商业的氧化硅球为载体，采用化学气相沉

积的方法将碳纳米管均匀地固载在宏观氧化硅球

表面，成功地制备出一种新型的碳纳米管／氧化硅
整体式复合材料，并考察了该复合材料在乙苯氧

化脱氢制苯乙烯反应中的催化性能。与商业的粉

末碳管相比，该复合材料能够有效地克服粉末碳

管在固定床反应器中使用时产生的压力降。该整

体式复合材料在乙苯氧化脱氢制苯乙烯反应中，

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苯乙烯收率，在催化领域中

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２０１４０６６　超临界ＣＯ２／甲醇流体制备ＰｔＲｕ／石墨
烯催化剂应用于甲醇催化

采用一种有效、方便和环境友好的超临界方

法将ＰｔＲｕ沉积在热解还原石墨烯上。在超临界
ＣＯ２作用下，以 Ｈ２ＰｔＣ１６和 ＲｕＣ１３作为前驱体的
铂钌纳米粒子均匀地分散在石墨烯表面，且平均

尺寸为２８７ｎｍ。生成的复合材料通过循环伏安
法、计时电流法和ＣＯ溶出实验来进行研究。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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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方法制备的 ＰｕＲｕ／炭黑（ＶｕｌｃａｎＸＣ－７２）
复合材料相比，ＰｔＲｕ／膨胀还原石墨烯对甲醇氧化
的电催化活性和对 ＣＯ电氧化活性有了很大的改
善。实验结果显示，利用超临界流体可以很容易

制备高活性的石墨烯负载型金属电催化剂。

２０１４０６７　石墨烯／硅橡胶复合材料性能的研究
分别采用热解还原法和溶液法制备石墨烯

（ＴｒＧ）和ＴｒＧ／硅橡胶（ＭＶＱ）复合材料，并对 ＴｒＧ／
ＭＶＱ复合材料的导电性能和物理性能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ＴｒＧ能够明显提高ＭＶＱ的导电性能，随
着ＴｒＧ用量的增大，ＴｒＧ／ＭＶＱ复合材料的体积电
阻率明显降低，ＴｒＧ的渗滤阀值为００１９４；ＴｒＧ对
ＭＶＱ具有补强作用，随着 ＴｒＧ用量的增大，ＴｒＧ／
ＭＶＱ复合材料的邵尔 Ａ型硬度和拉伸强度明显
提高；ＴｒＧ在ＭＶＱ基体中分散良好，部分互相交错
搭接在一起，形成了贯通的导电网络。

２０１４０６８　响应面法探讨氟硅酸制备超细白炭黑
工艺对ＤＢＰ值的影响

研究以氟硅酸和氨水为原料制备超细白炭

黑，采用响应面优化工艺并建立数学模型，探讨氨

水的滴加速率、底液量与总氨水体积比、氟硅酸与

氨水滴加体积比和反应温度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对白炭黑ＤＢＰ值的影响。确定最佳工艺条件：氨
水的滴加速率为３１ｍＬ／ｍｉｎ，底液量与总氨水体
积比０６１，氟硅酸与氨水滴加体积比１∶５７５，反应
温度 ７５℃，该条件下制得的白炭黑 ＤＢＰ值为
３１３００，与预测值３１２７６仅有０００２４的误差，证
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能够真实地反映各实

验因素对ＤＢＰ值的影响。

２０１４０６９　丁腈橡胶对白炭黑填充溶聚丁苯橡胶
体系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不同用量的丁腈橡胶（ＮＢＲ）和不同混
炼工艺对白炭黑填充溶聚丁苯橡胶（ＳＳＢＲ）性能
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相同工艺时，随着 ＮＢＲ
用量的增加，混炼胶的正硫化时间逐渐缩短，硫化

速率逐渐加快，拉伸强度逐渐减小，永久变形和压

缩温升呈增大的趋势；当 ＮＢＲ用量相同时，分别
采用工艺Ａ（ＮＢＲ与ＳＳＢＲ混炼）、工艺Ｂ（ＮＢＲ与
白炭黑先混炼后再与ＳＳＢＲ混炼）、工艺Ｃ（先溶解
ＮＢＲ改性白炭黑后与 ＳＳＢＲ混炼）制得混炼胶的
正硫化时间依次缩短，门尼黏度依次增大，Ｐａｙｎｅ
效应依次增强，采用工艺Ａ制得硫化胶的拉伸强度
和扯断伸长率明显大于工艺Ｂ和工艺Ｃ制得的硫
化胶，而ＤＩＮ磨耗值、永久变形和压缩生热按照工
艺Ａ、Ｂ、Ｃ呈增大的趋势；采用工艺 Ｂ制得硫化胶
在０℃的损耗因子值均是最大，硫化胶既可以获得
高的抗湿滑性，同时也可以获得较低的滚动阻力。

２０１４０７０　石墨烯在聚合物阻燃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介绍了石墨烯／聚合物阻燃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主要有溶液共混法、熔融共混法、原位聚合

法和乳液混合法，综述了石墨烯在聚合物阻燃中

的应用研究进展，阐述了石墨烯作为聚合物阻燃

剂的阻燃机理。

２０１４０７１　白炭黑填充丁苯橡胶中絮凝增强和玻
璃化转变行为之研究

硅烷可以改善填充白炭黑的橡胶物理性能及

加工性能，这就使得白炭黑作为填充剂，成功应用

于轮胎及其他橡胶制品。硅烷可增强聚合物 －填
料间的界面作用，限制渗滤填料网络的生长，同时

也会影响填充粒子附近聚合物链的流动性。白炭

黑的体积分数为０１９，同时再加入一定量的填料
－填料屏蔽剂正辛基三乙氧基硅烷和聚合物 －填
料偶联剂３－巯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经混炼后，制
得含白炭黑的丁苯橡胶胶料。在未硫化胶的二次

硫化处理过程中，上述２种类型的硅烷均可抑制
填料的絮凝过程，削弱Ｐａｙｎｅ效应。与剪切应力增
强相比，加入硅烷后 ＳＢＲ的静液压缩体积模量基
本不变。再使用偶联剂，聚合物 －填料间产生健
合，结合橡胶的量可高达７１％。量热法及黏弹性
能测定结果表明，结合橡胶显示出与 ＳＢＲ生胶相
似的玻璃化转变行为。改性聚合物 －填料的界面
对填料网络性质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对填料粒

子附近聚合物链段动力学的影响则很小。

４３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４０７２　电润湿作用下水在石墨烯表面流动的
边界滑移及界面摩擦

采用分子动力学方法结合流体边界滑移理论

对电润湿作用下水在石墨烯表面流动的边界滑移

及摩擦特性进行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采用石墨

烯－水Ｃｏｕｅｔｔｅ剪切模型，获取电润湿作用下和不
带电情况下的剪切速率轮廓、石墨烯表面的剪切

应力、边界滑移速率、滑移长度及界面摩擦系数，

着重研究界面滑移长度和界面摩擦系数与剪切应

变率之间的变化。结果表明：当剪切应变率超过

临界剪切应变率时，滑移长度迅速增加，且电润湿

作用下的临界剪切应变率明显高于不带电情况下

的临界剪切应变率，而界面摩擦系数随着剪切应

变率的增大而减小；石墨烯电润湿作用明显增强

了石墨烯－水界面的摩擦。无论在电润湿作用下
还是不带电情况下，石墨烯 －水 Ｃｏｕｅｔｔｅ模型中水
的黏性系数与剪切应变率无关。

２０１４０７３　半导体／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
其应用进展

综述半导体／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
其应用，评述了它们在应用领域，尤其是在先进储

能装置、光催化或传感器等领域表现出来的优异

性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它们在未来的

可能发展趋势将是进一步降低材料制备成本、深

入理解复合材料间相互作用机理及材料结构和组

成与性能间的关系等方面。

２０１４０７４　轮胎绿色化助推白炭黑产业发展
随着社会环保意识和节能意识的不断增强，尤

其是随着轮胎标签法规的逐步实施，对低滚动阻力

的节能环保型“绿色轮胎”的需求迅速增加，推动全

球对白炭黑的需求以每年４％ ～５％的速度增长。
而中国国内在轮胎业和制鞋业的带动下，对白炭黑

的需求更是以每年约１０％的速度快速攀升，现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白炭黑生产国。白炭黑在我国的发

展前景依然广阔，白炭黑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未来

白炭黑相关生产企业应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２０１４０７５　室温硫化硅橡胶／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
备与性能

采用溶液共混法制备了以石墨烯和氧化石墨

为填料的室温硫化硅橡胶复合材料，并对其导电

性能和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石墨

烯质量分数为３％时，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提高
２００％左右；体积电导率提高了９个数量级，复合
材料中石墨烯的逾渗阈值为１％。利用原位热还
原法处理氧化石墨／硅橡胶复合材料，当处理时间
为３０ｍｉｎ时，其体积电导率提高了３个数量级。

２０１４０７６　白炭黑填充溶聚丁苯橡胶并用胶复合
材料的性能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白炭黑填充溶聚丁苯橡胶（ＳＳＢＲ）
以及ＳＳＢＲ并用顺丁橡胶（ＢＲ）、异戊橡胶和反式
１，４－聚异戊二烯（ＴＰＩ）所制备复合材料的性能。
结果表明：经偶联剂 Ｓｉ６９改性的白炭黑填充 ＳＳ
ＢＲ／ＢＲ并用胶在低温下的损耗因子（ｔａｎδ）最大，
在６０℃下的 ｔａｎδ值最小，耐磨性能最好，抗切割
性能最差；白炭黑填充的ＳＳＢＲ／ＴＰＩ并用胶在６０℃
下的ｔａｎδ值最大。

２０１４０７７　石墨烯／ＡＴＯ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与
表征

以石墨烯、五水四氧化锡、三氯化锑为原料制

备了石墨烯／ＡＴＯ纳米复合材料，并通过 ＸＲＤ，ＦＴ
－ＩＲ，ＳＥＭ，ＴＥＭ等分析测试方法对合成的复合材
料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ＡＴＯ纳米粒子吸附在
石墨烯的表面，增加了导电结点、形成了导电网络

结构，有效地避免了石墨烯片的堆叠，同时增强了

石墨烯的导电性能。

２０１４０７８　天然胶乳 －纳米白炭黑复合材料的力
学性能

纳米白炭黑作为填料单独掺入天然胶乳基

质，通过共硫化法制备了相应的纳米复合材料。

测定了力学性能，并与相应的宏观胶乳 －白炭黑
复合材料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当在胶乳基质中

用纳米白炭黑作填料时，各项性能均明显提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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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胶乳 －纳米粒子间相互作用增强，纳米粒
子在胶乳基质中的分布更均匀的缘故。纳米层补

强的效果表现在受溶剂溶胀的溶胀率降低，以及

胶乳－纳米粒子复合材料的模量值提高。为了开
展特性研究，进行了差示扫描量热法（ＤＳＣ）、热重
分析（ＴＧＡ）和隧道电子显微镜（ＴＥＭ）测定。

２０１４０７９　还原氧化石墨烯负载极性面占优氧化
锌对亚甲基蓝的光催化降解

采用光还原方法将氧化石墨烯负载在极性面

占有的氧化锌六棱盘上合成出氧化锌 －还原石墨
烯复合光催化材料。在紫外 －可见光辐照下，该
复合材料的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活性得到明显提

高。光催化性能的提高主要归因于还原氧化石墨

烯对光生电子的捕获抑制了电子和空穴的复合以

及还原氧化石墨烯对亚甲基蓝分子的有效吸附。

还原氧化石墨烯的最优负载量约为２％，同时负载
的还原石墨烯对光的吸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复

合材料对光子的利用率。

２０１４０８０　乙炔炭黑填充氢化丁腈橡胶的导电性
研究

采用共混法制备了乙炔炭黑／氢化丁腈导电
橡胶，探讨了电阻率随乙炔炭黑及其他配合剂用

量变化的规律。结果表明，快压出炭黑和乙炔炭

黑的用量分别为１５份和３０份时，胶料力学性能
和电性能基本达到同一理想状态。在满足力学性

能的前提下，不宜过多使用过氧化二异丙苯

（ＤＣＰ）作为导电型氢化丁腈橡胶的硫化剂。

２０１４０８１　炭黑纳米管对填充矿物质次石墨的弹
性体材料综合性能的影响

比较详细分析了纳米炭黑对含次石墨的胶料

综合性能的影响。

２０１４０８２　环氧化天然橡胶对累托石／炭黑／天然
橡胶纳米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研究环氧化天然橡胶 （ＥＮＲ）对累托石
（ＲＥＣ）／炭黑／天然橡胶（ＮＲ）纳米复合材料性能

的影响。结果表明：ＲＥＣ／炭黑／ＮＲ纳米复合材料
中填料分散均匀，ＲＥＣ片层呈纳米级分散；ＥＮＲ改
善了ＲＥＣ与橡胶基体间的界面相互作用，增大了
复合材料交联密度，从而显著提高了复合材料的

力学性能、抗切割性能和耐磨性能，且各性能增幅

随ＥＮＲ用量的增大而增大。

２０１４０８３　纳米隔热涂料的研究进展
综述了近年来纳米隔热涂料的研究进展，以及

纳米热障涂层、纳米半导体隔热涂料、纳米孔隔热

涂料的特点和研究现状，介绍了纳米材料对于降低

涂料热导率方面的作用以及一些新型纳米材料在

隔热涂料研制中的应用状况，并对目前纳米隔热涂

料制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进行探讨总结。

２０１４０８４　炭黑预分散混炼工艺在全钢载重子午
线轮胎胎面胶生产中的应用

以预分散炭黑／天然橡胶母胶和一段混炼胶
的排胶温度、填充因数和转子转速为因子，采用正

交试验设计方法研究炭黑预分散混炼工艺在全钢

载重子午线轮胎胎面胶生产中的应用。结果表

明，与常规混炼工艺相比，采用炭黑预分散混炼工

艺胶料的炭黑分散性提高，物理性能和耐老化性

能改善，成品轮胎的耐久性能和高速性能提高，退

赔率下降。

２０１４０８５　石墨烯的功能化及其在聚合物改性中
的应用研究

石墨烯作为一种新型二维平面纳米材料，其

特殊的单原子层结构赋予了它许多新奇的物理性

质，如优异的力学性能、良好的导电和导热性能、

杰出的摩擦学性能等，在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显

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针对石墨烯在聚合物

中的分散性问题，对石墨烯表面修饰的研究进展

进行了综述，包括 π键和离子键非共价功能化以
及有机小分子、线型聚合物和超支化聚合物共价

功能化等，并总结了石墨烯对聚合物导电性能、热

学性能、机械性能以及摩擦学性能的影响，指出了

其今后的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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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０８６　中国白炭黑生产现状和规划建议
就中国白炭黑发展现状及改善白炭黑应用性

能做了介绍，针对白炭黑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并对今后的发展与规划提出了建议。

２０１４０８７　纳米二氧化硅改性水性聚氨酯分散液
的制备与表征

采用沉淀和萃取相结合，硅烷偶联剂 Ａ－１７４
包裹改性的方法，制备了改性的纳米二氧化硅含

量为１５％的聚氧化丙烯二醇分散液，并以其直接
作为原料，与聚丙二醇（ＰＰＧ）、异佛尔酮二异氰酸
酯（ＩＰＤＩ）、２，２－二羟甲基丙酸（ＤＭＰＡ）、三羟甲基
丙烷（ＴＭＰ）、三乙胺（ＴＥＡ）、乙二胺（ＥＤＡ）等其他
原料，制备了一系列纳米 ＳｉＯ２粒子改性 ＷＰＵ样
品。讨论了改性纳米ＳｉＯ２加入量对乳液和涂膜性
能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米 ＳｉＯ２聚醚二元醇分散
液与预聚物发生了反应，纳米 ＳｉＯ２均匀分散在预
聚物中，乳化后，纳米ＳｉＯ２粒子在水性聚氨酯中分
散性变好，纳米 ＳｉＯ２用量为预聚物质量的２０％
时，得到了稳定的纳米二氧化硅水性聚氨酯分散

液，复合涂膜的断裂伸长率为３００％，拉伸强度为
１３ＭＰａ，耐水性、硬度、热稳定性得到较大的提高。

２０１４０８８　ＰＢＴ用多层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导
电剂的制备

利用膨化石墨原位气相沉积制备多层石墨

烯／碳纳米管复合粉体。以膨胀石墨为基体，以硝
酸铁、碳酸铵等物质对其进行修饰，结合化学气相

沉积工艺，原位制备出多层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
粉体材料；探讨不同的修饰液相对复合粉体比例，

微观形貌及分散性的影响。利用扫描电镜对复合

粉体进行表征。结果表明：多层石墨烯／碳纳米管
复合粉体材料可批量制备；其中多层石墨烯为透

明薄片，其厚度为１０～３０ｎｍ；通过控制工艺参数，
可以实现多层石墨烯的质量比为１５％ ～５０％；复
合粉体中碳纳米管的分散性明显优于一般化学气

相沉积方法制备的碳纳米管；加入质量分数５％复
合粉体的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ＰＢＴ）的表面电

阻显著降低。

２０１４０８９　纳米硅溶胶改性聚硅氧烷微乳液的研究
采用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对纳米硅溶胶进行

表面改性，使其表面接枝上可以反应的乙烯基官

能团，以过硫酸钾作为引发剂，与乙烯基有机硅单

体、丙烯酸酯类单体进行原位聚合反应制备纳米

硅溶胶改性聚硅氧烷微乳液。系统研究了聚合温

度、乳化剂对聚合反应过程中乳液稳定性、乳胶膜

吸水率以及乳胶粒子粒径的影响，结果表明：聚合

过程中反应温度分别控制在８０℃、９０℃，转化率最
高；烷基聚氧乙烯醚（ＡＥＯ）与十二烷基苯碘酸钠
（ＬＡＳ）质量比为１５∶１～２∶１，乳化剂用量为１５％
～２０％时，制备的乳液稳定性最好，乳胶膜的吸
水率低于３％，与其他共混乳液、聚硅氧烷乳液相
比，吸水率显著降低；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观察
结果显示：乳液中存在以纳米ＳｉＯ２为核、聚硅氧烷
聚合物为壳的结构形态，与共混乳液相比，改性乳

液中游离的纳米ＳｉＯ２粒子数大大减少。

２０１４０９０　白炭黑填充不同牌号溶聚丁苯橡胶的
性能对比

在分析了不同牌号溶聚丁苯橡胶（ＳＳＢＲ５０２５
－２、７２６１２Ｓ、２５６４Ｓ）分子结构的基础上，研究了
白炭黑填充ＳＳＢＲ硫化胶的物理机械性能、动态力
学性能，并用橡胶加工分析仪探讨了白炭黑的网

络化结构及其与 ＳＳＢＲ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３
种ＳＳＢＲ生胶中，７２６１２Ｓ的数均分子量最大，分子
量分布指数最小，５０２５－２的数均分子量最小，分
子链柔顺性最好，２５６４Ｓ的分子链柔顺性最差；３
种ＳＳＢＲ硫化胶中，７２６１２Ｓ的拉伸强度和定伸应
力最大，扯断伸长率最低，耐磨性最好，滚动阻力

最小，抗湿润性能与２５６４Ｓ基本相当，而５０２５－２
的回弹性、生热和压缩永久变形最高，耐磨性和动

态力学性能最差，三者的撕裂强度和硬度相差不

大；白炭黑在７２６１２Ｓ中分散性最好且两者的相互
作用最强，而在５０２５－２中分散性最差，Ｐａｙｎｅ效
应强，与橡胶基体的相互作用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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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咨询机构一致看好炭黑市场

最近，国际上一些市场咨询公司或产业情报

机构的预测表明，炭黑在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未来

几年将持续增长。

在日前举行的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上，美国
Ｎｏｔｃｈ咨询集团总裁ＰａｕｌＩｔａ预测，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２０
年全球炭黑产量将逐年递增４％，在２０２０年有望达到
１５４５万吨。这一增长将是由亚洲（特别是中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及俄罗斯来拖动的。

该机构进一步表示，同一时期内，炭黑生产能

力预计将逐年递增２９％，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８５０万
吨。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２０年，炭黑需求预计将逐年增
长３９％，在 ２０２０年或达到 １５４５万吨。炭黑产
能、产量及需求的稳步增长是受轮胎市场的拖动，

与对几乎所有的轮胎领域（尤其是轿车用子午线

轮胎）扩大生产能力进行的大量投资有密切关系。

２０１３年，全球炭黑产量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１２８万
吨上升到１１５４万吨，增长２２％。不过，２０１３年的
新增产量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去年中国炭黑产量

增长率估计约为 ６３％）。如果不把中国包括在
内，那么２０１３年全球炭黑总产量实际上相比上年
略有下降。

此前，英国ＩｎｔｅｒｔｅｃｈＰｉｒａ国际咨询公司公布的
一份市场报告称，全世界每年的炭黑消耗量约为

９００万吨，预计２０１５年将达到１３００万吨。未来５
年，全球炭黑消耗量的平均增速将可能超过４％；
中国、印度、中欧和东欧的需求则更高，而为了满

足市场需求，炭黑产能将会转移到这些地方，近期

亚洲的产量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

美国市场调研机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Ｍａｒｋｅｔ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司也表示，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
家的汽车和轮胎产业的增长，预计必将会拉动炭

黑的需求。此外，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

进程的不断延伸，炭黑在形形色色的行业，包括传

送带、防振垫和吸热器件等其它非轮胎制品领域，

以及电子、塑料、涂料、树脂、薄膜中的需求激增。

爱尔兰市场研究公司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发
布的报告中则预测，从现在起到２０１８年，全球特
种炭黑市场销量将以 ５％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这类特种炭黑是经过高度精制加工而成，也称之

为＂颜料炭黑＂。特种炭黑代表了一类高度纯净、
晶体形式更多的炭黑。不过，特种炭黑由于其技

术门槛较高，仅有为数不多的厂商参与全球市场

竞争。 （朱永康）

青岛平度建高分子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

　　青岛市日前对《全市工业产业集聚区布局规
划》进行局部调整，新增了三个工业产业集聚区。

其中的平度高分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位于平度明

村镇，总规划面积 １５８０公顷，已开发 １７０公顷。
其主导产业为全钢轮胎、半钢轮胎、炭黑、白炭黑、

顺丁橡胶、溶聚丁苯橡胶、异戊橡胶等橡胶及高分

子材料。

据悉，目前平度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已入驻格

锐达轮胎、七洲橡胶等规模以上企业１１家，２０１３
年总产值５０亿元。龙头项目为国家橡胶与轮胎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投资６８亿元的橡胶新材料绿
色联合体项目，包括年产１６万吨高性能炭黑、１２
万吨新型高分散性白炭黑、５０万吨液相混炼胶、
２００万套高性能卡车胎、２０００万套高性能轿车胎
以及清洁能源中心等１０个项目。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实现年产值３００亿元，税收２０５亿元。预计
２０１５年，该集聚区规划工业总产值达到３５０亿元，
开发面积５００公顷，新增规模以上企业１０家。

（清风）

２０１４世界炭黑会议将在巴塞罗那举行

２０１４世界炭黑会议将于今年１０月２０～２２日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本次会议可将原料生产

商、炭黑制造商，设备供应商，以及轮胎和色素最

终用户之间更深层次地联系起来，共同探索一些

关键性问题，如原料、最终用户的发展前景、技术

进步和最新的研究课题。２０１４年的会议，旨在对
催化裂化油浆／澄清油／煤焦油／乙烯焦油等原料
市场、原材料的质量评估、炭黑工艺理论和应用研

究、机械设备的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循环利用等方

面的关键问题发表演讲和展开讨论。世界炭黑会

议
"

两年举行一次，今年的会议是第 １３届，由
ＳｍｉｔｈｅｒｓＲａｐｒａ公司主办。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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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院获国家级工业产品质量

控制实验室授牌

　　国家工信部日前颁布了《关于公布第三批工
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名单的通告》，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榜上有名，被工信

部授予“工业（炭黑）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

验室”称号。

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是指产

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能力居全国领先水平，并

在推动产业开发品种、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改善

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业产品质量检验与评价

技术服务机构。

工业（炭黑）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是在国家炭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基础上成立

的。该实验室及时跟踪国际先进炭黑质量标准，

并适时转化为我国标准，保持我国炭黑行业的技

术水平与国际一致。每年采用炭黑质量普查的方

式掌握国内炭黑产品质量动向。 （安琪）

金能科技８万吨炭黑扩建项目
顺利投产

　　 近日，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８万吨炭黑扩
建项目５＃、６＃生产线第一批产品顺利下线，经检测
全部合格，生产线一次开车成功。为实现企业的

持续发展，２０１３年，该公司启动了精细化工四期技
改工程的建设，主要建设了８０万吨／年干熄焦、１０
万吨／年甲醇、８万吨／年炭黑扩建等项目。炭黑扩
建项目工艺是在总结现有生产线多年运行的基础

上优化后确定，工艺和技术装备水平先进。项目

建设过程遵循“安全、优质、高效、低耗”的方针，确

保项目顺利推进。

该公司自２００８年涉足炭黑以来，持续改造升
级，目前拥有炭黑生产线６条，黑白炭黑产能达３２
万吨，经过五年多的运营，金狮炭黑出口跻身行业

前四，并与全球轮胎前１０强的普利司通、固特异、
横滨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阿枫）

赢创泰国白炭黑工厂扩建装置投产

美国“橡胶世界网”消息，赢创工业集团在泰

国罗勇府扩建的沉淀法白炭黑工厂日前举行投产

仪式。

赢创通过此项投资提高了其应用于汽车行

业、食品和动物饲料行业，以及油漆和涂料行业使

用的沉淀法白炭黑的产能。轮胎制造商将白炭黑

与硅烷并用，能够生产出滚动阻力低得多的轮胎，

从而可使总体燃油消耗比传统轮胎降低８％。该
白炭黑生产工厂系赢创与成立于１９９０年的东方
暹罗公司合资企业。据称，此次扩建采用了赢创

的最新技术，包括强化生产过程以最大程度地确

保安全、生产效率和整体生产质量。

赢创是当今世界主要的白炭黑制造商之一，

其沉淀法白炭黑、气相法白炭黑和消光剂的全球

产能约５０万吨／年。 （宇虹）

龙星化工拟在焦作建软质生产线

龙星化工日前公告称，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

焦作龙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１１８亿元人民
币建设年产 ３５万吨软质炭黑生产线及配套设
施。该项目计划于２０１４年三季度建成。项目达
产后预期新增销售收入 ２４亿元，可为该子公司
每年新增净利润约 １９００万元，主体投资回收期约
６年。

据悉，焦作龙星的设计规模为３×３５万吨硬
质炭黑生产线、３５万吨软质炭黑生产线及配 套
尾气发电装置，２０１２年７月已经建成２×３５万吨
硬质炭黑生产线及尾气发电装置。

目前，焦作龙星存在三方面问题：只有硬质产

品而没有软质产品；产能不足也造成公共配套设

施折旧成本居高不下；尾气发生量不足造成蒸汽

供应和发电量不足。 （艾迪）

东海炭素完成对坎卡博的收购

据美国《ＲｕｂｂｅｒＷｏｒｌｄ》报道，日本东海炭
素公司在 ４月 １５日以 １９亿加元完成了对加
拿大坎卡博公司的收购，实现了无缝过渡。原

坎卡博公司的所有员工都得以保留，将继续生

产 Ｔｈｅｒｍａｘ品牌的热裂黑。坎卡博公司董事长
ＤａｖｅＰｅｔｒｉｅ说：“我们非常期待东海炭素在炭黑
行业中的优势和对研究和开发工作的高度关

注；我们对这项收购抱有信心，Ｔｈｅｒｍａｘ热裂黑
的生产和应用技术将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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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奥炭黑通过ＴＳ１６９４９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山东青州博奥炭黑公司的 ＴＳ１６９４９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工作，经过一年的认真准备，顺利通过了

ＮＱＡ的审核，并于 ２０１４年 ２月中旬收到了
ＴＳ１６９４９认证证书，成为炭黑行业为数不多获得此
项认证的中国企业。该公司依据 ＴＳ１６９４９技术规
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取得 ＴＳ１６９４９认证，从而才
可进入国际、国内汽车生产及供应商的采购供应

链。ＴＳ１６９４９技术规范不仅对企业的质量管理体
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规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

控制程序和方法，如质量先期策划、生产件批准程

序等，合理地使用这些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

率和质量水平。另外，通过运行 ＴＳ１６９４９体系预
防产品缺陷，减少不合格品的产生。 （袁丁）

苏威、赢创相继上调白炭黑价格

综合海外媒体消息，比利时苏威化工公司宣

布，其在拉丁美洲销售的大部分白炭黑系列产品

（Ｚｅｏｓｉｌ、Ｔｉｘｏｓｉｌ和Ｔｉｘｏｌｅｘ），自３月３日起每吨价格
上调９％，或依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执行。该公司表
示，巴西的劳动力价格节节看涨，能源和运输成本

不断攀升，对整个地区的价值链造成了重大而持

续的成本压力。此次价格调整实属无奈之举，有

助于抵消不断增加的生产成本和分销成本。

而德国赢创工业集团日前也宣布，从２０１４年
６月１日起，其无机材料业务部将提高其各类白炭
黑产品、金属氧化物和消光剂的全球销售价格。

以 Ａｅｒｏｓｉｌ和 Ａｅｒｏｘｉｄｅ商标名销售的气相法白炭
黑、金属氧化物，以Ｕｌｔｒａｓｉｌ、Ｓｉｐｅｒｎａｔ、ＳｉｄｅｎｔＡｃｅｍａｔｔ
商标名销售的沉淀法白炭黑，其价格上调的幅度

最高可达８％，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尹强）

韩国奥瑟亚在枣庄建２０万吨
炭黑项目

　　韩国奥瑟亚（ＯＣＩ）公司与山东枣庄矿业集团
公司合资组建山东奥瑟亚建阳炭黑公司，将建设

年产２０万吨炭黑项目。该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
６１００万美元，其中韩方股权占５１％，中方占４９％。
该工厂建在山东枣庄市薛城经济开发区，占地约

１２０亩，采用韩国奥瑟亚的生产技术。
该项目分两期建成，其中的一期工程，总投资

为９８００万美元（约合人民币６０２亿元）兴建３条

生产线，合计产能为１２万吨，其中包括２条４万吨
硬质炭黑生产线和一条４万吨软质炭黑生产线，
预计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建成投产。

奥瑟亚公司总部位于韩国首尔，是一家从事

化工和绿色能源企业，具有３０多年的炭黑生产历
史。该公司在韩国拥有两家炭黑工厂，年产能力

约为２７万吨。该公司业务范围也包括多晶硅、太
阳能、ＬＥＤ蓝宝石、无机化学品、炼油和煤炭化学
品、精细化学品，以及隔热节能产品等。 （袁丁）

一季度我国炭黑出口逾２０万吨

中国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１４年３月，
中国出口炭黑 ７３１万吨，出口均价为每吨
１０４４７４美元。出口量环比增长２４９８％，同比减
少６６９％；２０１４年一季度炭黑出口２０６６万吨，比
去年同期增长１３４０％。
２０１４年３月中国进口炭黑９２０千吨，进口均

价为每吨 ２２４７５９美元。进口量环比增加
１４８７％，同比增长１７２８％；２０１４年１～３月累计
进口为２２６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４７２２％。

（袁丁）

唐山黑猫新技术获省级
科技成果鉴定

　　近日，唐山黑猫炭黑公司的“新型硬质炭黑双
炉头反应炉研制开发”和“年产３０万吨煤焦油精
致技术优化”两项新技术获得河北省新技术鉴定

证书。鉴定机构认为，这两项新技术均已达到国

内领先、与国际同比相近的技术水平。

唐山黑猫炭黑公司始建于２０１２年，是江西黑
猫炭黑公司和唐山胜利集团实业公司合资兴建

的；其中，江西黑猫公司出资１７６亿元，占８８％股
权，目前的炭黑产能为１６万吨。 （袁丁）

阳光华泰４万吨炭黑生产线投产

今年４月底，山西阳光华泰炭黑公司有一条
新建的４万吨硬质炭黑生产线投产，目前该公司
的炭黑年产能力已达到１２万吨。山西阳光华泰
炭黑公司隶属于山西阳光焦化集团，目前有３条
生产线，年产能为８万吨。据悉，该公司的另外两
条生产线正在建设当中，设备正在安装，预计今年

６月份和７月份将会陆续投产，届时该公司年产能
力将达到２０万吨。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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