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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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炭黑原料油综览

李炳炎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１　炭黑原料油的需求
炭黑原料油取决于炭黑产量。

炭黑产量取决于国内炭黑需求量和炭黑进出

口量。在炭黑需求量中，约 ６７．５％用于轮胎，
９５％用于汽车橡胶制品。因此，炭黑的需求量主
要随着汽车和轮胎的需求增长而增长。

近几年来，炭黑出口量增长较快，２０１３年中国
炭黑出口量约占中国炭黑产量的１５％，因此，中国
生产的炭黑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还要满足

国外市场的需求。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为此，有必要在充分了解汽车和轮胎市场现

状和发展趋势基础上，预测中国炭黑生产和炭黑

原料油供求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对策。

１１　中国汽车产量和保有量
近几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的提高，汽车、特别是家用汽车的需求日益增加。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汽车产量增长很快，２００８年受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比上年增长仅５２％，在政府
推出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汽
车产量猛增，２０１１年停止了鼓励政策，比上年增长
仅０８％，２０１２年的增速上升为５５％，见表１。
２０１３年汽车需求旺盛，１～９月累计产量１５９４

万辆、销售量 １５８８万辆，同比增长 １２７８％和
１２７０％。月产量走势见图１，可以看出３～７月产
量逐步下降，７～９月又逐步回升，预计全年产量将
超过２１００万辆。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汽车产量，百万辆
年　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预计

汽车产量 ９３５ １３７９ １８２７ １８４２ １９２８ ２１００
增长率，％ ５２ ４７５ ３２５ ０８ ５５ ８９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中国汽车月产量走势

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汽车保

有量快速增加，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汽车保有量见表２。
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汽车的产量和销售量增加，

但因保有量的基数增加，保有量的增长率逐步下

降。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汽车保有量，百万辆
年　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预计

汽车保有量 ５１００６２８１７８０２９３５０１０９４２ １２５００
增长率，％ ５０ ２３２ ２４２ １９８ １７０ １４２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每千人只有
８０８辆（２００８年全球平均水平为１４４辆），正处于
需求旺盛期；但受到能源、环境、交通拥堵、停车

难、道路交通安全等条件制约，一些大城市已实行

限购、限行政策，汽车产量和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将

会减缓。

据有关专家预测，２０２０年中国汽车产量将达
２７７０万辆，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年均增长约为４０％，
汽车保有量将达２亿辆。
１２　中国汽车轮胎产量

中国汽车轮胎有三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和国

内汽车产量相关的需求、即原配胎，二是和国内汽

车保有量相关的需求、即替换胎，三是出口的需

１第４期　　　　　　 　　　　　　李炳炎．中国炭黑原料油综览



求、目前轮胎的出口量，约占轮胎产量的４０％。
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３年中国汽车轮胎的产量见表

３，如将表１和表３中的增长率进行比较，汽车轮
胎产量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速，而不像汽车产量那

样大起大落，这是因为替换胎的需求量逐步增加，

轮胎出口量相对稳定的缘故。

如果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汽车产量年均增长
４０％，由于汽车保有量的增加，汽车轮胎产量的
增速，预测将能保持年均增长５％，２０２０年将达７
亿条左右。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汽车轮胎产量，百万条
年　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预计

轮胎产量 ３５０ ３８０ ４２０ ４５６ ４７０ ５０３
增长率，％ ６１ ８６ １０５ ７１ ６７ ７０
　　来源：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１３　中国炭黑产量
近几年，随着中国汽车产量、保有量和轮胎产

量的较快增长和炭黑出口量的增长，炭黑产量也

较快增长，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３年炭黑产量和出口量见
表４和表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由于汽车和轮胎产量的增速

快，炭黑增速也快；２０１１年炭黑出口的猛增，抵消
了轮胎产量增速的下降，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速。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轮胎的增速平稳，炭黑出口增速下
降、并趋于平稳，因此炭黑产量增速也下降并趋于

平稳。预测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年均增长６％，２０２０年
产量将达７２０万吨。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炭黑产量，百万吨
年　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预计

炭黑产量 ２４２８２８３１３３７５３８５４４３０８ ４７７０
增长率，％ ５６ １６６ １９２ １４０ １１８ １０８
　　来源：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

表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炭黑出口量，千吨
年　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预计

炭黑出口量 １８２ １６２ ２２５ ４８８ ６５８ ７２０
增长率，％ ２３８ －１００３８９ １１７０ ３４８ ９４
　　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１４　中国炭黑原料油需求量
按照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统计的会员

单位的平均油耗，估算的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３年中国炭
黑原料油消费量见表６。如炭黑产量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６％，平均油耗按１６５吨估算，
２０２０年炭黑原料油需求量将达１２００万吨。

表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炭黑原料油消费量，百万吨
年　别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预计

平均油耗，ｔ／ｔ １８０ １７８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６７ １６６
原料油消费量 ４３７０５０３９５７７１６５９０７２１２ ７９３７

２　炭黑原料油的供应
我国有丰富的煤焦油资源，炭黑生产主要使

用煤焦油基炭黑原料油包括未经加工的煤焦油、

和煤焦油的馏分油，即蒽油（煤焦油的３００～３６０℃
馏分）和“炭黑油”（煤焦油的３００～４３０℃馏分）；
同时也使用少量的乙烯焦油。

２１　炭黑原料油的消费比例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对会员企业

原料油消费量的统计，计算出的炭黑原料油消费

的品种比例，见表７。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随
着炭黑油消费量逐步增长、蒽油的消费比例相应

降低，乙烯焦油的消费比例逐年下降。

２０１３年预计炭黑产量为４７７万吨，原料油总
消费量约８００万吨，其中煤焦油、蒽油、炭黑油和
乙烯焦油的消费量分别为４６０万吨、１３７万吨、１５９
万吨和３８万吨，见表７。

表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炭黑原料油的消费比例，％
年　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ｆ ２０１３

煤焦油 ４９７ ５６０ ５９１ ５８９ ５８０ ４６０
蒽油 ２９２ ２５０ ２６５ ２３５ １７３ １３７
炭黑油 ８０ １１０ ６５ １０３ ２００ １５９
乙烯焦油 １３１ ８０ ８０ ７３ ４８ ３８

　　 按２０１３年上半年的用量比估算；预计消费量，万吨。

２２　煤焦油基炭黑原料油
２２１　焦炭产量

煤焦油是焦炭生产过程中回收的副产品，其

产量取决于焦炭产量。

近年来，我国的焦炭产量随着钢铁工业的快

速发展而发展，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我国粗钢产量由
５０１亿吨增加到７１７亿吨，年均增长９４％。由
于轨道交通、环境保护、机械制造、保障房建设、汽

车和家用电器等行业仍然保持较快发展速度，钢

材需求增速也较快，２０１３年１～９月，全国粗钢产
量５８７亿吨，同比增长８％，预计全年将达到７８
亿吨。

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焦炭产量随着粗钢产量的
增长，由 ３２８亿吨增加到 ４４３亿吨，年均增长
７８％。２０１３年 １～９月焦炭产量累计 ３５６２７万

２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４年



吨，增长８２％，后３个月，如保持平均月产 ３９００
万吨的水平，预计全年将达４７３亿吨，同比增长
约７％。

我国焦炭产量占世界焦炭产量的比例已达

６０％以上，见图２。因此，中国的煤焦油资源十分
丰富，为中国的炭黑工业的较快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２０１３年中国焦炭产量虽然创造了历史新高。
但因受到ＧＤＰ、房地产和高铁建设增速将减缓的
影响，今后几年增速趋于降低。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和世界焦炭产量，单位：百万吨
来源：中国炼焦工业协会（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世界焦炭产量是估计数）

２２２　煤焦油产量
煤焦油的产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数字：一种

是根据装炉煤量（或机焦产量）和煤焦油的回收率

测算出的应回收量，另一种是中国炼焦工业协会

的统计数字，由于中国的焦化厂太多，协会统计

的、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的产量，这个数字是不完全

的，实际回收量当在两种数字之间并接近应回收

量，见表８。
表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煤焦油应回收量和

统计产量，百万吨

年　别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预计

年均递

增％
应回收量 １２９０１３１６１４０１１５４５１６００１７０７ ５８
统计产量 ８２６ ８８１ ９９４ １１２９１１９０１２８０ ９２
　　来源：中国炼焦工业协会

２２３　煤焦油的加工
煤焦油是多种芳烃和杂环化合物的混合

物，可以通过蒸馏和精制生产多种化工产品，煤

焦油初加工是蒸馏，通过蒸馏可以得到苯、萘、

酚、蒽油和煤沥青等多种产品，本文中的煤焦油

加工能力和加工量是指蒸馏装置的加工能力和

加工量。

煤沥青主要用于制造电解铝的碳素电极，市

场需求有限，制约了煤焦油加工装置的开工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大中型煤焦油加工企业的
能力和加工量、见表 ９。和煤焦油的统计产量
一样，统计加工量也是不完全的；而加工能力相

对准确，因此开工率不到 ５０％。但据中国炼焦
行业协会对 ３２家煤焦油大中型加工企业的统
计设备开工率约为 ６０％，实际加工量将大于统
计回收量。

表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煤焦油应回收量和
统计产量，百万吨

年 　别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均增长

％
加工能力 １２８０ １３１０ １５９０ １７２０ ２０８７ １１５
统计加工量 ５１８ ６３２ ７０８ ７４０ ８８３ １１１
开工率 ４０５ ４８２ ４４５ ４３０ ４２３

　　来源：中国炼焦工业协会

２２４　煤焦油的需求
煤焦油除了用于加工以外，还被直接用做炭

黑原料和玻璃、陶瓷行业的燃料。并有少量用于

出口，见图３。图中统计产量减去统计加工量、再
减去用于炭黑原料量为用于燃料量。用于燃料量

没有人统计，但不可能是负数，因此煤焦油的实际

产量应该多于统计产量。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煤焦油加工量和用于原、燃料量

煤焦油进出口量，见表１０，煤焦油的出口量，
２００５年曾达 ２４万吨，２００８年还有 １４１万吨。
２００９年开始征收１５％的关税，下降到０９万吨；由
于国内外油价差距较大，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３年煤焦油
出口量又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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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煤焦油进出口量，千吨

年别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１～９月

进口量 ３ ３４ ２５ ２５ ９ １
出口量 １４１ ９ ３４ ２８ ５３ ８７

　　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高温煤焦油加氢生产汽油和柴油是煤焦油加

工的新方向，我国首套１０万吨／年高温煤焦油加
氢装置平稳运行已近３年，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
的高温煤焦油加氢技术已经走向成熟。２０１２年５
月，与１０万吨／年高温煤焦油加氢装置配套的３０
万吨／年高温煤焦油深加工项目已开工建设，包括
３０万吨／年煤焦油预处理项目和５万吨／年针状焦
项目，如加氢装置投产后的经济效益好，将会较快

推广，这将导致煤焦油的供应趋紧。

２２５　蒽油和炭黑油
蒽油是煤焦油的３００～３６０℃馏分，芳烃含量

高、粘度适中、几乎没有水分和杂质，是炭黑的优

质原料（有些加工企业已开始从蒽油中提取价格

较高的粗蒽），但因煤焦油加工产出的沥青供过于

求，加工企业趋于将煤焦油的３００～４３０℃馏分，相
当于蒽油和软沥青混配的“炭黑油”出售，炭黑油

的煤沥青含量和粘度虽较高，但水分和杂质较少，

只要在炭黑生产工艺上采取适当措施，单独使用，

可以生产出部分品种合格的炭黑产品。

常规的蒸馏加工模式，蒽油产量为加工量的

２６％～２８％，煤沥青产量为加工量的４４％～４８％；
而以炭黑油为主的蒸馏加工模式，炭黑油的产量

可达加工量的４６％～４８％，煤沥青产量相应减少。
在炭黑原料油偏紧，煤沥青过剩的形势下，以炭黑

油为主的煤焦油加工模式正在较快发展。

２２６　煤焦油的价格
图４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中国煤焦油的年均价

格，从 ２００７年的 ２２７４元／吨，上升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２７４８元／吨，２００９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
２２３４元／吨，２０１０年猛升到３１８６元／吨，然后逐步
回落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７２２元／吨。２０１３年１～１０月
的平均价格为２７３８元／吨，和２０１２年持平。

图５是２０１３年１～１０月中国炭黑原料油的分
月价格，可以看出：油价走势前高后低，蒽油和煤

焦油的差价逐步减少，７月以前炭黑油价格略高于
煤焦油。

图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中国煤焦油年平均价格

图５　２０１３年中国炭黑原料油分月价格

图６是２０１３年１～１０月分月的中国煤焦油价
（出厂含税价、干基）折算为美元／吨后，和布伦特
原油及美国优质高硫澄清油（ＨＳＣＢＯ－ＴｏｐＱｕａｌｉ
ｔｙ）价格的对比。可以看出，美国澄清油及中国煤
焦油的价格变化和原油价格大体呈同样的趋势，

比中国煤焦油价高１００美元左右。这是中国炭黑
价格较低、出口较多的主要原因。

图６　２０１３年１～１０月布伦特原油、美国高硫澄清油和
中国煤焦油分月油价
来源：ＣＴ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ａｌ

２３　乙烯焦油
乙烯焦油是乙烯裂解装置副产的 Ｃ１０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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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底油，亦称乙烯裂解燃料油。其芳烃含量高、粘

度适中、沥青质和杂质少，适于生产着色强度和橡

胶物理性能要求高的炭黑品种。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３年中国乙烯产量见表 １１。
２０１３年１～９月我国乙烯产量累计１１７９万吨，同
比增长６４％，预计全年产量将达１５８０万吨。

表１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乙烯产量，百万吨
年别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预计
产量 ９９８ １０６６ １４１９ １５２８ １４８７ １５８０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乙烯焦油的产量应随乙烯产量的增加而增

加，但其大部分用作乙烯工厂的厂内燃料，提供市

场的商品量很少。２０１３年用于炭黑原料的不足
４０万吨。
２４　催化裂化油浆

表１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原油加工量，百万吨
年别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加工量 ３４２ ３７４ ４２３ ４４８ ４６８ ４７５

　　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催化裂化油浆的产量随着原油加工量和催化

裂化系数的增加而增加。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３年中国
原油加工量见表１２。
２０１２年中国原油加工能力约６亿吨，其中催

化裂化装置产能１６亿吨，按此估算，催化裂化系
数已上升为２７％（美国为３２％）。
２０１３年全国油浆估算产量约７００万吨，至少

有３０家炼油厂，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由于其中含
有０２％ ～１５％的催化剂，主要用途是和渣油掺
混为燃料油。

中国的油浆芳烃含量较低（约 ４０％ ～５０％）
灰分高（≥０２％）价格（以２０１３年７月为例）平均

约４０００元／吨，比燃料油（５３００元／吨）低、比煤焦油
（２６５０元／吨）、蒽油（３１００元／吨）和乙烯焦油（３３００
元／吨）都高，因此没有被炭黑生产企业采用。

３　小　结
① 近几年，我国焦炭产量增长快速，为炭黑生

产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煤焦油基炭

黑原料油供应时紧时松，价格时高时低，仍然较好

的满足了炭黑产量较快增长的需求。

② 和国外炭黑原料油比，我国炭黑原料油价
格相对低，有利于炭黑出口，近两年在汽车、轮胎

产量增速降低、炭黑内需增长不快的情况下，由于

出口增幅较大，炭黑产量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③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粗钢产量增速将降低，焦
炭和煤焦油产量的增幅趋于降低，可供炭黑原料

油增速将降低。而炭黑原料油需求量将从 ２０１３
年的８００万吨，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２００万吨左右，
年均递增约６％；因此，炭黑原料油的供应将趋于
紧张，价格也趋于上升。如果高温煤焦油加氢技

术迅速推广，煤焦油的供应将更紧张。

④ 煤焦油加工企业，采用以炭黑油为主的模
式，是增产煤焦油基炭黑原料油的有效措施，建议

政府从政策上给以鼓励。

⑤ 炭黑生产企业要努力改进炭黑生产工艺，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增加炭黑油的使用比

例，降低单位炭黑产品原料油消耗，以缓解炭黑原

料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使炭黑产量的增长速度能

够满足国内橡胶和轮胎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炭黑

出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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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桑吉夫·戈恩卡将在埃及建炭黑厂

　　据海外媒体报道，埃及印度聚酯公司（ＥＩＰＣ）
董事会一成员日前透露，印度桑吉夫·戈恩卡集

团（ＲＰ－Ｓａｎｊｉｖ）计划投资１７亿美元，在埃及的亚
历山大市兴建一座炭黑工厂。

据介绍，项目地址位于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博

格厄尔阿拉伯（ＢｏｒｇＥｌＡｒａｂ），占地２０万平方米。
一期工程将年产１４万吨轮胎用炭黑，预计于２０１６
年初开始生产。该工厂约２０％的产量用于满足埃

及国内需求，其余８０％则面向出口市场。届时可为
当地提供１４００余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

桑吉夫·戈恩卡集团是一家从事电力、炭黑、零

售和媒体等多元化业务的大型综合性企业，旗下的菲

利浦炭黑公司（ＰＣＢＬ）系印度国内最大的炭黑生产
商，据称是世界上第六大炭黑生产商。该公司已完成

与项目相关的所有技术和财务研究，并向埃及各主管

部门提交了该工厂开工所需的报批文件。 （朱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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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法导电炭黑微观结构及其调控技术研究

李兵红，张　质，范正平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导电炭黑是一类重要的特种炭黑，具有较低的电阻率，是电子、电器和电缆行业所用导电／半导电／抗静电材料

中最常见的导电添加剂，还可以用作电池电极材料的导电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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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的剖析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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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Ｘ－射线

衍射、傅立叶红外光谱、透射电镜、激光粒度和Ｘ－射线荧光光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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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炉法

导电炭黑具有石墨化程度高、表面含氧官能团含量低、粒子细、分布宽和纯度高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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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微观结构进行调控，生产出高品质导电炭黑。

关键词：导电炭黑；微观结构；现代分析技术；调控技术

１　引　言
炭黑是一种具有广泛用途的化工原料，其基

本粒子尺寸在１０～１００ｎｍ之间，是人类最早开发
和应用的纳米材料。根据炭黑的用途和使用特

点，分为橡胶用炭黑和非橡胶用炭黑（亦称专用炭

黑或特种炭黑）两类。特种炭黑主要包括色素炭

黑、导电炭黑、塑料用炭黑以及其他专用炭黑等。

从消费总量来看，特种炭黑不到全球炭黑总需求

的１０％，但需求量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橡胶用炭黑。
特种炭黑产品附加值高，因此炭黑制造商把更多

的投资用于特种炭黑产品的开发。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导电炭黑是特种炭黑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因其导电性能较好、价格相对低廉，在导电和防静

电制品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３］。炭黑填充型导电

高分子材料已逐步形成一个新兴的化工产业，包

括功能高分子材料、新型涂料、辐射交联材料、新

型橡胶塑料制品等，应用于矿用管材、电缆屏蔽、

航天航空、电子电器、石油化工、交通车辆等国民

经济诸多领域。此外，导电炭黑在能源领域，如

（动力）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和超级电容器中的

应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４－５］。

导电炭黑产品主要有三类［６－８］。一类是重油

造气副产炭黑，具有高比表面积、高吸油和优良的

导电性，但由于是副产物，纯度不高、技术指标波动

较大。第二类是乙炔炭黑，乙炔炭黑是以乙炔气体

为原料生产的具有高吸油和导电性好的炭黑，但能

耗高、污染大，其初始原料电石废渣不易处理，因而

成本过高。第三类是炉法导电炭黑，这类导电炭黑

具有品种多样，生产工艺灵活的特点，是最有发展

前景的导电炭黑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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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重点产品。国际上

著名的炭黑公司均有导电炭黑产品，但国外各炭

黑公司对导电炭黑的开发生产和工艺技术严格保

密并互相封锁，各品种间技术指标也存在较大差

异，甚至某些品种即使具有相似的技术指标，但

应用效果却相差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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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先进分析测

试方法出现并成功运用到炭黑领域，人们对炭黑

的研究也深入到微观领域，认识到导电炭黑的微

观结构决定其应用性能。本文通过对导电炭黑微

观结构的剖析，建立了炭黑微观结构与调控技术

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指导高品质导电炭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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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２　试　验
以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生产的牌号

为Ｌｉ－７０的炉法导电炭黑、Ｎ３３０橡胶用炭黑和
Ｒ３色素炭黑为研究对象。炭黑的理化指标根据
ＧＢ／Ｔ３７８０－２００７进行测试，样品的晶体结构表征
在荷兰 ＰｈｉｌｉｐｓＸ＇ＰｅｒｔＰｒｏ型 Ｘ－射线衍射仪上进
行，测试条件为：工作电压 ４０ｋＶ，电流３０ｍＡ，扫描
角度为１０～９０°，扫描速度为００４°／ｓ。采用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的ＮＩＣＯＬＥＴ６７００ＦＴ－ＩＲ系统对样品
进行红外光谱分析。炭黑样品的微观形貌分析在

日本电子公司（ＪＥＯＬ）ＪＥＭ－１００ＣＸ型透射电镜上
进行，粒度分析采用ＢＴ－９３００Ｈ激光粒度分析仪，
炭黑样品的成分分析在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Ｓ４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Ｘ
－射线荧光光谱仪上进行。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理化性能

表１为根据ＧＢ／Ｔ３７８０－２００７测试得到的橡
胶用炭黑Ｎ３３０、色素炭黑 Ｒ３和 Ｌｉ－７０导电炭黑
的主要理化指标。从表１可见这三类炭黑技术指
标具有很大差异，相比橡胶用炭黑Ｎ３３０和色素炭
黑Ｒ３，Ｌｉ－７０导电炭黑 ＤＢＰ吸收值较高，比表面
积也较大，高的比表面积使得炭黑在生产过程中

易于吸收水分，因而加热减量也较高。一般而言，

高比表面积和高ＤＢＰ吸收值的炭黑具有优良的导
电性能，而这两个宏观的指标都与炭黑的微观结

构密切相关。

表１　三种炭黑的主要理化指标
　　　项　目 Ｎ３３０ Ｒ３ Ｌｉ－７０

氮吸附比表面积，ｍ２／ｇ ８０ １２８ ７５２
ＤＢＰ吸油值，ｍｌ／１００ｇ １００ ６５ ２０６
加热减量，％ ０６ ０９ １２
灰分，％ ０２ ０２ ０２
杂质，％ 无 无 无

３２　微观结构
炭黑在应用中的导电机理主要有导电通道、

隧道效应和场致发射效应。当导电填料含量高，

导电粒子间间距小时，容易形成链状导电通道，主

要传导方式为导电通道，即渗流理论作用显著；当

导电填料含量较低，外加电压较小时，导电粒子间

间隙较大，不易形成链状导电通道，热振动促使电

子跃迁而形成隧道电流，隧道效应理论起主导作

用；当导电填料含量较低，外加电压较大时，导电

粒子内部电场很强，场致发射效应理论起主要作

用。材料对外导电性能的表现是这三个效应综合

作用的结果。根据其导电机理可知导电炭黑应用

效果的好坏一方面与其自身的导电性能有关，另

一方面也与其服役条件密切相关。炭黑的微晶结

构、表面性质、聚集体结构和纯净度是影响炭黑自

身导电性能的重要因素［６，９－１３］。因此，下面分别从

这四个方面对炭黑进行系统研究。

３２１　微晶结构
Ｘ－射线衍射（ＸＲＤ）是测试碳材料微晶结构

的普遍方法［１１］，通过 ＸＲＤ图谱分析，可以获得碳
材料的晶粒尺寸和石墨化程度信息。图１为橡胶
用炭黑Ｎ３３０与炉法导电炭黑 Ｌｉ－７０的 ＸＲＤ图
谱。从图１可以看出，导电炭黑 Ｌｉ－７０的特征衍
射峰（００２）和橡胶用炭黑 Ｎ３３０的衍射峰都较宽，
具有纳米材料典型的馒头峰的特征，微晶呈“乱层

结构”。但导电炭黑 Ｌｉ－７０的特征衍射峰（００２）
比橡胶用炭黑Ｎ３３０的衍射峰更宽。因此，导电炭
黑应具有更小的粒径。

目前广泛采用法国科学家 Ｊ．Ｍｅｒｉｎｇ和 Ｊ．
Ｍａｉｒｅ提出的数学模型石墨化度 Ｇ参数来描述碳
材料的石墨化程度［１４］，即不同过渡状态碳的结构

接近理想石墨晶体的程度。Ｊ．Ｍｅｒｉｎｇ等认为碳材
料层间距ｄ００２与Ｇ的关系为：

　　Ｇ＝
０３４４－ｄ００２
０３４４－０３３５４ （１）

式中，０３４４ｎｍ是完全未石墨化碳材料的层间距；
０３３５４ｎｍ是理想单晶石墨的层间距；ｄ００２是 ＸＲＤ
图谱上由碳材料主要特征峰（００２）计算出的层间
距。

通过Ｎ３３０炭黑与Ｌｉ－７０炭黑的ＸＲＤ图谱计
算得到它们的（００２）特征峰的层间距分别为
０３４０３３ｎｍ和０３４３６７ｎｍ，由公式（１）计算得到
它们的石墨化度分别为 ３８３７％和 ４２６７％。因
此，导电炭黑拥有较高的石墨化程度，自身的导电

性更好。

另外，根据 Ｄｅｂｙｅ－Ｓｃｈｅｒｒｅｒ公式可以计算出
碳材料的晶粒尺寸［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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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橡胶用炭黑Ｎ３３０（ａ）与炉法导电炭黑Ｌｉ－７０
（ｂ）的ＸＲＤ图谱

　　　Ｄｈｋｌ＝
ｋλ
βｃｏｓθ

（２）

式中，Ｄｈｋｌ为沿垂直于晶面（ｈｋｌ）方向的晶粒直径，
ｋ为Ｓｃｈｅｒｒｅｒ常数（通常为０８９），λ为入射 Ｘ射
线波长（Ｃｕｋα波长为０１５４０６ｎｍ），θ为布拉格衍
射角（°），β为衍射峰的半高峰宽（ｒａｄ）。根据图１
中Ｌｉ－７０炭黑和 Ｎ３３０炭黑的 Ｘ－射线衍射数据
计算得到 Ｌｉ－７０炭黑的平均晶粒尺寸为 ２１４
ｎｍ，小于 Ｎ３３０炭黑的４２１ｎｍ。炭黑粒子越小，
在相同添加量下，炭黑粒子数量就越多，炭黑粒子

间接触的几率越大和粒子间间距越小，因此电阻

越小，导电性越好。

３２２　表面结构
炭黑的表面官能团对炭黑的理化性能及其在

橡胶、塑料、涂料等领域中的应用性能都有影响。

红外吸收光谱是物质的分子吸收了红外辐射后，

引起分子的振动 －转动能级的跃迁而形成的光
谱，因为出现在红外区，所以称之为红外光谱。由

于物质具有选择性吸收红外光的性质，不同物质

具有不同的红外吸收光谱图，据此可判断物质的

种类［１２，１３，１６］。

图２为导电炭黑 Ｌｉ－７０和色素炭黑 Ｒ３的傅
立叶红外光谱（ＦＴ－ＩＲ）曲线。从色素炭黑 Ｒ３样
品的红外光谱图上可以看出，其吸收峰的数量较

多，在波数 ３７４４１ｃｍ－１、３４７３８ｃｍ－１、３０２２８
ｃｍ－１、２８８３６ｃｍ－１、２８２６３ｃｍ－１、２３６０６ｃｍ－１、
１７０３８ｃｍ－１、１６３８９ｃｍ－１、１５１６９ｃｍ－１、１２１７９
ｃｍ－１和９４４４ｃｍ－１处出现了较强的吸收峰；而 Ｌｉ

－７０导电炭黑样品吸收峰的数量较少，仅在波数
３４４８８ｃｍ－１、２９２０８ｃｍ－１、２３６０４ｃｍ－１和１６３７２
ｃｍ－１处出现较强的吸收峰。在 ３４４８８ｃｍ－１处为
－ＯＨ、－ＮＨ或 －ＳＨ的伸缩振动峰，由于 Ｌｉ－７０
炭黑比表面积较大，吸水性较强，因此此处主要是

炭黑吸附水以及表面存在的酚羟基的吸收峰；

２９２０８ｃｍ－１附近是炭黑表面－ＣＨ２的反对称伸缩
和对称伸缩振动峰；２３６０４ｃｍ－１附近是三键和累
积双键（－Ｎ＝Ｃ＝Ｏ，－Ｎ＝Ｃ＝Ｏ等）的伸缩振动
区；１６３７２ｃｍ－１附近的吸收峰是炭黑表面羧基上
的Ｃ＝Ｏ基的特征吸收峰，与芳香羧酸的羰基吸收
峰（１６９０～１６６０ｃｍ－１）相比较它向低波数移动 ３０
～６０ｃｍ－１。另外，Ｒ３炭黑的红外吸收峰中，
１２１７９ｃｍ－１和９４４４ｃｍ－１处为醚键 Ｃ－Ｏ－Ｃ的
伸缩和对称振动峰。

图２　炉法导电炭黑Ｌｉ－７０（ａ）与色素炭黑Ｒ３
（ｂ）的ＦＴ－ＩＲ图谱

相同的官能团或相同的键型往往具有相同的

红外吸收特征频率，而通过吸收峰的强弱可以判

定相应的官能团或键型的含量。Ｒ３炭黑除
３４４８８ｃｍ－１处的吸收峰强度低于Ｌｉ－７０炭黑外，
其它吸收峰的强度均高于 Ｌｉ－７０炭黑，而且吸收
峰的数量也更多。因此，色素炭黑 Ｒ３表面官能团
更复杂，含有更多的含氧官能团。含氧官能团自

身导电性差，这将降低炭黑的导电性。

３２３　聚集体结构
炭黑的聚集体结构包含两个层面的信息，一

是炭黑的一次结构，即单个炭黑粒子的形貌和尺

寸，二是炭黑的二次结构，即炭黑聚集体的形貌和

尺寸分布［７］。由于炭黑粒子尺寸通常在纳米范

围，因此通过透射电镜（ＴＥＭ）分析可以获得炭黑
粒子的直观信息。图３为炉法导电炭黑Ｌｉ－７０与

８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４年



橡胶用炭黑 Ｎ３３０的 ＴＥＭ照片，从图３可以看出
炭黑粒子呈近球形，炭黑粒子熔聚在一起形成聚

集体，聚集体呈“葡萄串”结构。Ｌｉ－７０导电炭黑
粒径约为２０ｎｍ，明显小于常见的橡胶用 Ｎ３３０炭

黑的粒径（约４０ｎｍ），这与 ＸＲＤ分析的结果基本
一致。另外，从图３还可以看出，导电炭黑具有更
发达的支链和孔隙结构，有利于在应用中形成导

电通道而导电。

图３　炉法导电炭黑Ｌｉ－７０（ａ）与橡胶用炭黑Ｎ３３０（ｂ）的ＴＥＭ照片

　　炭黑聚集体尺寸分布可以由激光粒度仪分析
测得。图４为炉法导电炭黑Ｌｉ－７０和橡胶用炭黑
Ｎ３３０聚集体的激光粒度分析曲线。从图 ４可以
看出，Ｎ３３０炭黑的聚集体尺寸明显大于导电炭黑
Ｌｉ－７０：Ｌｉ－７０炭黑聚集体的平均尺寸为４７μｍ，
而 Ｎ３３０炭黑聚集体的平均尺寸为 ８７８μｍ。另
外，从图４还可与看出，Ｎ３３０聚集体分布相对较
窄，Ｌｉ－７０炭黑聚集体尺寸分布相对较宽，这与
ＴＥＭ观察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宽的聚集体分布有
利于炭黑在不同尺寸基体材料中的填充，提高导

电性能［１７］。

图４　炉法导电炭黑Ｌｉ－７０（ａ）与橡胶用炭黑Ｎ３３０
（ｂ）的尺寸分布曲线

３２４　纯净度
炭黑中的灰分和 Ｓ、Ｃｌ、Ｐ等杂质会降低炭黑

的导电性能，金属杂质元素会给炭黑在动力锂离

子电池中的应用带来安全隐患［１８］。受生产工艺和

设备的影响，炉法导电炭黑经进一步纯化可以满

足动力锂离子电池的要求。本文采用高温净化处

理技术对导电炭黑进行了纯化，纯化前后炭黑的

成分分析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以看出，经高温
净化后，样品的纯净度大大提升，灰分（主要含Ａｌ、
Ｓｉ、Ｃａ元素）含量从４８９ｐｐｍ下降到１７５ｐｐｍ，金属
杂质（主要是 Ｃｒ、Ｎｉ、Ｆｅ元素）的含量从 ７８０ｐｐｍ
下降到３５ｐｐｍ。此外，Ｓ、Ｃｌ、Ｐ等非金属杂质的含
量也有明显降低。

表２　高温净化前后样品的成分分析结果

成分
含量，％

高温净化前 高温净化后

Ｃ ９９４２００ ９９９４００

Ａｌ ０００４０ 未测出

Ｓｉ ０００９０ 未测出

Ｐ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３１９

Ｓ ０３９００ ０００３０

Ｃｌ ００１４０ 未测出

Ｋ ０００７０ 未测出

Ｃａ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１７５

Ｃｒ ０００３０ 未测出

Ｎｉ ０００３０ 未测出

Ｆｅ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０３５

３３　微观结构调控
由于导电炭黑微观结构的特殊性，生产常规

炭黑的调控技术已不能满足高品质导电炭黑的生

产，必须采用特殊的生产工艺才能达到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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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上主要引入富含羟基成分的高效活

化剂，其活化机理为［１９］：利用羟基与炭黑（Ｃ）在高
温下发生化学反应，其反应过程为：－ＯＨ ＋Ｃ→
Ｈ２＋ＣＯ，一方面利用－ＯＨ对炭黑的刻蚀，在炭黑
表面形成多孔结构；另一方面炭黑被刻蚀后，炭黑

粒径减小，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均使炭黑比表面积

得到提高。

另外，利用羟基与原料中稠环芳烃的作用和

控制活化剂的温度、浓度和活化引入的炉体位置

等一系列手段，以使原料在反应初期迅速产生大

量的微晶，有效的提高炭黑结晶度，形成更开放的

结构，生成高结构的炭黑聚集体。新型多段式反

应器具有更大的反应空间以便活化剂充分参与反

应，而在反应的尾段活化剂会在高温下对炭黑有

效活化，进一步去除非晶体成分和降低表面官能

团含量，提高产品表面洁净度。

导电炭黑石墨化程度的高低与石墨化动力学

条件有关，石墨化反应速度常数与温度的关系为：

　　　　ｄｌｎＫｄＴ ＝ Ｅ
ＲＴ２

（３）

式中Ｋ为温度 Ｔ下的反应速度常数，Ｅ为表观活
化能，Ｒ为气体常数，Ｔ为绝对温度。从式（３）可
见，ＩｎＫ随Ｔ的变化率与 Ｅ成正比，即随着温度的
升高，石墨化速度愈快。

另外，石墨化度与保温时间和速度常数的关

系如下：

　　　　ｒ＝１－ｅ－ｋｔ （４）
式中ｒ为石墨化度，ｋ为速度常数，ｔ为保温时间。
从式（４）可以发现，在温度一定，即 ｋ一定的情况
下，保温时间越长，石墨化程度越高。

由于导电炭黑石墨化程度的高低主要与生成

温度有关，在生产工艺上通过提高反应段的温度

和延长炭黑粒子在反应段的停留时间来调控，反

应温度越高，停留时间越长，炭黑的石墨化程度越

高。橡胶用炭黑Ｎ３３０反应段温度在１３５０℃左右，
而导电炭黑 Ｌｉ－７０反应段温度在 １４００℃以上。
炭黑粒子在反应段的停留时间通过调整急冷水的

位置来控制，橡胶用炭黑Ｎ３３０急冷水的位置更靠
近喉管，停留时间更短，而导电炭黑Ｌｉ－７０急冷水
的位置在反应段尾部，停留时间更长。因此，Ｌｉ－

７０导电炭黑石墨化程度更高。
３３２　后处理

后处理是对炭黑纯净度和表面官能团进行调

控的有效手段。日本Ｌｉｏｎ公司采用有机酸处理副
产炭黑［２０］，得到了满足动力锂离子电池使用的高纯

导电炭黑，但该法存在效率低、能耗高、潜在环境污

染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本文采用高温气相净化处理

技术纯化炭黑，其纯化机理如图５所示。

图５　高温纯化机理示意图［２１］

由于碳在高温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机和

无机杂质在高温下被气化并通过载气带出炉体。

具体来讲，一方面有机组分挥发或分解，另一方面

金属杂质以金属氯化物的形式被带出炉体。在

１０００～１４５０℃，以及在比焙烧最高温度更高的温
度下，产品进一步排除挥发分，所有残留的脂肪族

碳链，Ｃ－Ｈ、Ｃ＝Ｏ键都在此温度范围内先后断
裂，乱层结构层间的Ｃ、Ｈ、Ｏ、Ｎ、Ｓ等原子或简单分
子（ＣＨ４、ＣＯ、ＣＯ２等）也在这时排出。

另外，在８００～１０００℃也有利于炭黑样品中金
属杂质的氯化，因为氯气与金属在高温下具有很

强的反应活性。铁是本样品中的主要金属杂质，

金属氯化物具有较低的熔点，金属氯化物一旦形

成，它们就会被气化离开炭黑从而促进氯化的继

续进行［２１］。因为有载气的推动作用，所以热力学

条件也有利于金属氯化物的自发去除。同理，其

它金属杂质也得以去除。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Ｘ－射线衍射、傅立叶红外光谱、透

射电镜、激光粒度和 Ｘ－射线荧光光谱等现代分
析方法对与炉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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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炉法导电炭黑

０１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４年



相比橡胶用炭黑和色素炭黑具有石墨化程度高、

表面含氧官能团含量低、粒子细、分布宽和纯度高

的特点。通过添加富含羟基的活化剂、提高反应

段温度、延长炭黑停留时间和高温纯化处理技术

的综合运用，可以灵活地对导电炭黑的微观结构

进行调控，生产出高品质导电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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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继续对中国工程轮胎征收反倾销税

　　据美国《橡胶和塑料网》报道，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决定继续对中国工程车轮胎（ＯＴＲ）征收自
２００８年以来的反倾销税和反贴补税。对此，受双
关税影响的中国公司也提出声明，２０１２法案允许
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贴补税存在违宪问题。

２００８年，为响应帝坦轮胎公司（ＴｉｔａｎＴｉｒｅ
Ｃｏｒｐ）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起的诉讼，ＩＴＣ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了中国进口商销售的

ＯＴＲ轮胎价格低于公平市价以及这些进口产品会
对美国造成实质损害的裁决。就此，ＩＴＣ制定了反
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且要求 ＩＴＣ每年都应就双关
税进行复审，确定取消双关税政策是否会对美国

工业造成实质损害。

（唐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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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工厂节能减排管理

李坚才

（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广东 茂名　５２５０２４）

摘　要：根据目前国内炭黑工厂耗能及环境污染的现状，简述了炭黑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导纲要中提出的节能减

排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推行精细化及创新管理是实现清洁、低耗生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炭黑工厂；节能；减排；精细化；创新；低耗；清洁

１　前　言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作为橡胶补强

材料的炭黑需求量也不断增长。２０００年全国炭黑
总产量仅６８６万吨，至２０１０年猛增至３３７５３万
吨，而生产炭黑的原料油消耗量约６５０万吨。炭黑
生产中，燃烧是其重要的一环，所以，燃烧的废气排

放量也是惊人的。因此，炭黑工厂历来被认为是高

能耗，高污染行业。在当前资源日益稀缺，油价不

断上涨，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炭黑工业

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原料油中的

碳元素只有不到三分之二转化为炭黑，其余的碳元

素则以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形式被排放，从炭黑

生产的工艺来看节能的潜力很大。因此，人们一直

在致力于降低炭黑生产油耗，到目前为止，炭黑生

产油耗由原３吨／吨以上降至２吨／吨以下，相应废
弃物排放量也得到降低。但距离我国“十二五”规

划纲要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１６％，二
氧化碳排放降低１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８％～１０％目标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炭黑工厂必
须通过设备创新，工艺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等手

段，以实现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目标。

２０１２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２　节能管理
２１　提高反应炉效能

反应炉是炭黑生产的核心设备，炭黑生成主

要是在反应炉内完成。炭黑生成过程中需要耗用

大量的能源，主要有约９０％原料油，１０％燃烧油和
水、电、汽等。而原料油中的碳元素只有不到三分

之二转化为炭黑，其余的碳元素则以一氧化碳和

二氧化碳的形式被排放。因此，通过工艺和设备

改进，提高其单台生产装量的产量，提高反应炉效

能，提高炭黑生产原料油的利用率，达到减少排放

的目的。

———合理选用原料油；

———尽可能提高燃烧段的温度；

———选用合适的过剩空气系数；

———燃烧油良好的雾化程度，保证燃料充分

燃烧；

———尽可能提高原料油和燃烧油的入炉温

度；

———降低原料油的含水量；

———提高入炉空气和油的预热温度；

———选用合适的炉型来保证燃烧的完全稳

定；

———减少炉体的热量损失。

２２　回收炭黑生产中的物理热和化学热
炭黑生产过程中，炭黑生产所需的能量是由

燃料供给的，炭黑反应炉的热量包括：原料油和燃

料油的化学热及物理热、入炉空气的物理热。反

应炉排出的热量包括：炭黑和炭黑尾气的化学热

及物理热，急冷水汽化时吸收热量和反应炉表面

散发到环境的热量。能量在反应炉的转换过程中

是平衡的，作为炭黑生产来说，炭黑化学热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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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是我们的产品，是有效利用的能量。然

而，炭黑的化学能只约占输入能量的４０％，排出炭
黑反应炉的物料不仅温度高，而且量也很大，所以

生产中的余热资源是很丰富的，早期的炭黑生产

由于工艺、技术落后以及节能观念淡薄，对排出的

炭黑反应炉的余热利用有限。随着人们对节能的

重视及工艺技术的不断进步，这部分余热的利用

程度越来越高。

———利用空气预热器来回收炭黑烟气中的物

理热；

———利用燃烧炉及锅炉回收烟气的化学能。

２３　加强能源利用管理
炭黑生产除消耗大量油类能源外，还要消耗

水、电、汽等能源，虽然与油量比较少，但对降低单

位能耗的效果不容勿视。为了提高能效，要从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不放过任何节能降耗机会。

———完善计量管理工作，有效监测水、电、汽

消耗，防止浪费；

———稳定工艺，减少甚至杜绝次品出现；

———根据不同客户要求合理调制原料油配

比；

———充分利用国家品质等级标准，避免质量

过剩；

———缩短转产时间，减少次品出现；

———合理安排批次，实现转产零次品；

———改进脱水方式，减少原料油有效成分挥

发；

———减少原料油及成品泄漏；

———做好设备的预防性检修，减少设备故障

及停产次数。

３　减排管理
炭黑工厂的主要污染物有：从收集滤袋分离

出来的尾气，油脱水分离的废气，清洁卫生及清洗

粘合剂罐废水，以及粉尘等。废气除含有大量Ｈ２、
ＣＯ、ＣＯ２外，还有少量硫化物和氮化物，虽然含量
较少，但十分有害。不仅有毒且对大气造成柒污，

同时对设备也有腐蚀损害。废水除含有油污、炭黑

粉尘且水较黑外，ＣＯＤ非常高，对环境污染严重。
废气中硫化物及清洗粘合剂罐废水处理难度最大，

且又不可避免产生，因此既要从源头做好废气废水

排泄，也要做好后续处理。之前，炭黑工厂废气燃

烧废水沉淀后立即排放。随着节能减排的新技术

在炭黑工厂应用，治理废气废水已收到良好效果。

３１　减少废水产生
［１］脱水机应用
原料油中含有约４％水分，使用传统蒸汽加温

脱水方法，既消耗大量能源，油中的酚、萘等有害

物质挥发到大气中，水汽也直排到大气中造成污

染。使用脱水机既保存了油的有效成分，污水又

可回收在炭黑工艺中使用，可达到节能减排目的。

［２］粘合剂罐清洗液循环利用
炭黑工厂废水成分并不多，但造成的污染是

非常大的，废水中以粘结剂罐清洗水危害最大，此

废水的特点是ＣＯＤ非高，定期排放对水源造成污
染严重，目前，我公司通过技改已实现粘结剂罐清

洗水零排放，收到了只排渣不排水的功效。

３２　烟气脱硫除尘，达标排放
炭黑生产中排放的尾气，虽经过焚烧处理，使

其中可燃的有害气体大部分转化为无害的氧化

物，但其中的硫反应生成的硫化物是一种有毒有

害的气体，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同时形成硫

酸雾，对生态环境有很大危害。炭黑生产排放气

体中的硫的化合物都是来自炭黑生产的原料油，能

从原料中脱硫固然最好，但从技术和成本上考虑，

该方法不适合炭黑工厂。脱硫除尘装置应用，使烟

气净化成为可能。烟气脱硫除尘方法，主要通过对

烟气淋洗，吸收、氧化过程。脱硫除尘装置可以有

效地净化烟气，达到国家规定允许排放浓度。

３２　加强排放物管理工作
炭黑工厂生产，污染是不可避免产生的，但是

如果管理上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完全可以实现

少排放，甚至零排放。

———杜绝废水废气跑、冒、滴、漏现象，使废水

废气有序排放，集中处理。

———采购低含硫原料油，减少硫化物生成。

———适当调整燃烧炉、锅炉空气量，使尾气完

全燃烧。

———做好设备的预防性检修工作，减少设备

故障。

———定期更换滤袋，防止滤袋破袋。

———回收所有冷却水。 （下转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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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生产节能环保标准化体系的建立

王定友，李炳炎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就如何建立我国炭黑生产的节能环保体系及其重要意义进行了全面描述。主要介绍了已经公布的“炭黑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指标构成与技术特点、正在制定的“炭黑中有毒有害成分检测方法”标准、计划制定的“可能排放颗粒或

其它环境颗粒的测定方法”等标准和将来应该制定的“炭黑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额”等标准，以期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关注

并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炭黑；节能；环保；标准化

１　前　言
炭黑是用烃类物质经不完全燃烧和热裂解生

成的、主要由碳元素组成、以近似于球体的胶体粒

子及具胶体大小的聚集体形式存在的物质。炭黑

生产主要消耗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材料，如催化裂

化澄清油、乙烯焦油、煤焦油、天然气、乙炔气等，因

而被视为高耗能产业。随着全球经济规模的不断

扩大，能源需求日益紧张，催化裂化澄清油、乙烯焦

油、煤焦油等传统的炭黑生产用油，同时也被用作

燃料油。分离出的中高温沥青主要用作电解铝的

电极、针状焦、筑路和防腐等的原材料。炭黑行业

要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改进

现有工艺和研究开发炭黑生产新工艺，将现有碳资

源尽量转化成炭黑产品；二是开发新的原料，如近

年来开发使用在煤焦油蒸馏过程中的 ３６０℃ －
４３０℃的蒽油和软沥青馏分，即“炭黑油”，既增加了
炭黑原料油的供应量又解决了国内沥青产品过剩

的问题；三是开发替代炭黑的新材料，如白炭黑等。

显然，三条路都涉及到节能与碳排放问题，同时，国

家作出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调整

的战略布署，我国的标准化工作者及时跟进，在世

界上率先着手开展了炭黑生产节能环保标准化体

系的建设工作，引导行业积极开发、推广先进技术，

普惠社会、造福国家，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２　节能标准
２１　炭黑生产的节能实践

在节能方面，我国炭黑行业近十来年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技术攻关，取得一系列成果，具体表

现为空气预热温度从４５０℃快速提升至８５０℃
左右，单套生产装置产能从 １５０００ｔ／ａ提高到
６００００ｔ／ａ，余热锅炉、尾气发电等一系列技术已
得到广泛推广应用，急冷锅炉、尾气回用正在开

发试用，从而显著降低了单位产品原料油消耗和

综合能耗，行业的原料油消耗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８４ｔ／ｔ，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６７ｔ／ｔ，每吨炭黑产品
耗油降低了０１７吨，如按２０１２年全国炭黑产量
４３０万吨计算，节油量达７３万吨，相当于可多产
炭黑４３７万吨。

国家标准化主管单位及时组织开展研究工

作，建立了我国乃至世界首个炭黑生产能耗标准，

进行炭黑能耗的量化评价和管理，有利于行业健

康、稳定地发展。

２２　炭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首次发布了ＧＢ２９４４０－２０１２《炭黑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同时规定该强制性国家标准定于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０１日实施。

该标准自２００８年立项，因为首次制定，涉及
企业众多、事关行业发展，项目承担单位和标准起

草人员、参与审查人员、主管单位均投入了大量精

力，历时４年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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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标准的技术特点
该标准涉及 ＧＢ３７７８－２０１１《橡胶用炭黑》列

入的４４个品种。在炭黑生产过程中，不同品种的
生产工艺参数和原料油消耗不同，有些品种间差

距还很大，因此，不同品种的单位产品能耗值肯定

不同，需要逐一分别计算各品种的能耗值。另一

方面，炭黑作为成分比较单一的一种流程性产品，

企业实际生产时会根据需要在不停车的情况下进

行品种间切换、转产，此时，要将过程中消耗的水、

电、气、油等消耗准确分配到具体品种，又是一件

工作量巨大、准确性很差的工作，不具备现实的可

操作性。

标准起草人经过反复研究、根据１４个工厂连
续３年的统计数据，结合产品特点，选择产量最大
的Ｎ３３０炭黑为基准、得出了其余炭黑品种的产量
换算系数（见表１），极大地简化了计算，使标准具
有了很强的可操作性，便于推广应用。

表１　炭黑产品单位能耗以Ｎ３３０为基准的
产量换算系数

炭黑品种 系数

Ｎ３３０ １０００

Ｎ１００ １４３８

Ｎ２００ １２４３

Ｎ２２０ １１３０

Ｎ２３４ １２３３

Ｎ３００ １１２５

Ｎ３２６ １０８６

Ｎ３３９ １０２７

Ｎ５００ ０９５６

Ｎ５３９ ０９４６

Ｎ５５０ ０９６７

Ｎ６００ ０９２５

Ｎ６６０ ０９３６

Ｎ７００ ０９５８

天燃气半补强炭黑 ３２５０

　　按照 ＧＢ１２７２３－２００８《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编制通则》的规定，标准给出了炭黑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的三个限额值，见表２。
先进值：炭黑企业通过技术更新，可能达到的

炭黑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上限值。

准入值：新建炭黑企业运行考核时，炭黑单

位产品能耗的上限值，相当于炭黑企业的平均

水平。

限定值：正常炭黑企业炭黑单位产品能耗的

上限值。

表２　炭黑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
项　目 指标，ｔｃｅ／ｔ

先进值 ≤１９９

准入值 ≤２２５

限定值 ≤２４０

２２２　指标适用性评价
制定标准时项目组从１４个单位获取了基础

数据，计算后综合能耗见表３。
表３　各有关生产企业综合能耗值，ｔｃｅ／ｔ

生产企业
年　　度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达到水平

１ ２１８９ ２２７９ １８６４ 先进

２ ２０６０ ２０２２ １９９１ 先进

３ ２２９２ ２０３４ ２０５２ 准入

４ ２１０２ ２０９８ ２１０６ 准入

５ ２０９６ ２１７０ ２１０３ 准入

６ — — ２１７０ 准入

７ ２２２６ ２１７０ ２１８２ 准入

８ ２２２３ ２２２８ ２１９５ 准入

９ ２３８６ ２３６８ ２３６８ 限定

１０ ２４１１ ２３８３ ２３５７ 限定

１１ ２３７６ ２２９６ ２４２５ 额外

１２ ２４６４ ２４３３ ２４２２ 额外

１３ ２４７４ ２４５８ ２４４０ 额外

１４ — ２４６ ２５１０ 额外

　　从表３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共有１０个单位可以达到限定值≤２４０ｔｃｅ／ｔ

要求，占７１４％，其中：
有６个单位可以达到准入值≤２２５ｔｃｅ／ｔ要

求，占４２８％；
有２个单位可以达到先进值≤１９９ｔｃｅ／ｔ要

求，占１４３％；
提供数据的单位在行业内生产规模相对较

大、管理比较精细、开工率较高，其单位产品能耗

控制水平也较高，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１００％企
业达标，因此，标准规定的能耗限额值具有一定的

先进性，可促使行业中相对落后的单位迎头赶上。

从已有国外工程报价数据看，我国炭黑装置的能

源消耗已经优于国外公司水平，炭黑产品能耗新

国标的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炭黑生产的技

术进步和装置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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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炭黑生产环保标准的建立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和炭黑行业发展需要，应

制定“炭黑生产中可能的排放颗粒或其它环境颗

粒的测定”等一系列国家标准。

３１　炭黑中镉、铅、汞含量的测定
炭黑能赋予塑料制品特别有效的抗老化性

能，故在电子产品黑色塑料外壳中被广泛使用，同

时，也成为该类塑料制品中铅，汞，镉的主要来源

之一。

欧盟《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

有害物质指令》（ＲｏＨＳ指令）规定从２００６年７月
１日起禁止铅，汞，镉，六价铬和两种溴化物阻燃
剂：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等物质超过规定限值

的电子电气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我国信息产业部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颁布了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规定限制使用

上述同样的有害物质，已于 ２００７年 ７月开始实
施。

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已制定《电子电气产品
中限用的六种物质（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浓度的测定程序》。

我国已制定 ＧＢ／Ｔ２９６１２－２０１３《炭黑中镉、
铅、汞含量的测定》国家标准，该标准于２０１３－１２
－０１正式实施。该标准技术内容采用了 ＩＥＣ
６２３２１／２标准，可以满足炭黑生产和应用各行业发
展的需要。

３２　炭黑生产中可能的排放微粒或其它环境微
粒的测定

炭黑产品是典型的粉体材料，其微粒极易飞

扬，进入空气造成环境污染。炭黑的最小单元是

聚集体（直径约５０～５００ｎｍ），进入大气中的炭黑
微粒则为其附聚体（直径约１～８μｍ）。炭黑虽无
毒、无味，但易附着，污染特征显著，对人和周围环

境的影响还是需要高度重视的。炭黑工艺流程中

虽已增加了湿法造粒工序，即在炭黑中添加水和

粘结剂、、造粒和干燥使其成为直径约１～２ｍｍ的
颗粒，以解决在包装、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炭黑飞

扬问题。但是，由于使用炭黑时，需要在橡胶、漆料

等介质中良好分散（尽可能将其分散为聚集体），颗

粒的强度不能太大，因此还会有些炭黑微粒进入大

气。另外，在炭黑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故障检修、

滤袋破损等原因，也会导致炭黑微粒或其它环境微

粒进入空气，形成污染源。因此，非常有必要尽快

建立测定炭黑生产中可能的排放微粒或其它环境

微粒的方法，为进一步定量描述污染程度、采取相

应措施控制污染源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持。

我国已立项制定《炭黑 第２３部分：炭黑生产
中可能的排放颗粒物或其它环境颗粒物的测定》

（国标计划号２０１３１５１１－Ｔ－６０６），计划于２０１５年
完成报批稿。

３３　炭黑多环芳烃含量测定
我国的橡胶用炭黑主要采用未加工的煤焦

油、蒽油和富含软沥青的炭黑油制成，在原料油裂

解生成炭黑后，容易残留微量的多环芳烃

（ＰＡＨｓ）。随着欧盟 ＲＥＡＣＨ法规的正式实施，我
国出口欧美的轮胎越来越多地被要求测试或提供

多环芳烃含量数据，而且商家已有多次发生超标

退货，推而广之，炭黑作为轮胎最重要的原料和有

可能引入多环芳烃的组份，也被轮胎制造商或贸

易商要求进行多环芳烃测试。因此，制定炭黑多

环芳烃含量测定的国家标准非常必要。

制定的标准将采用 ＩＳＯ１８２８７：２００６标准，拟
于２０１４年完成报批稿。
３４　炭黑苯并－ａ－芘（ＢａＰ）含量的测定

多环芳烃（ＰＡＨｓ）常见化合物主要有 １８种，
分别是萘、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ａ）
蒽、屈、苯并（ｂ）荧蒽、苯并（ｋ）荧蒽、苯并（ａ）芘、
茚并（１，２，３－ｃｄ）芘、二苯并（ａ，ｈ）蒽和苯并（ｇ，
ｈ，ｉ）

"

、１－甲基萘、２－甲基萘。其中苯并（ａ）芘
第一个被发现的环境化学致癌物，而且致癌性很

强，故常以苯并（ａ）芘作为多环芳烃的代表，它占
全部致癌性多环芳烃１％ ～２０％。该标准可以看
作多环芳烃测定的简化程序，便于用户快速作出

判断。

制定的标准将采用ＡＳＴＭＤ７７７１－１１标准，拟
于２０１４年完成报批稿。
３５　碳排放标准

炭黑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煤焦油系、石油系芳

烃重油及天然气等原料，通过不完全燃烧和热裂

解，大部分碳转化为炭黑，小部分碳转化为二氧化

碳排入大气。以炭黑油为例，其含碳一般为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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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生产Ｎ３３０炭黑的水平，将有６７％左右碳转化
为炭黑、３３％左右碳进入大气。

炭黑生产又是一个高温过程，获取高温环境

的途径既有烃的有效燃烧，还有过程中各种显热、

潜热的回收利用，因此，提高能量的利用水平，也

可以使更多的碳元素转化成有用的炭黑。建立碳

排放标准，便能实现装置运行效能的量化评价，引

领行业进一步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技术，强化经营管理，以提高炭黑的收率、

充分利用烟气的显热和尾气的化学热，走节能和

碳减排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碳排放标准将促进行业加快推广应用以下节

能和碳减排技术：

● ４万吨生产装置技术日渐成熟并成为主流
型号。装置大型化可降低系统的热损失率，提高

驱动设备的效率，运行稳定，同时有利于余热和尾

气利用。

● 原料油脱水脱渣，减少水在反应过程中汽
化和升温对热量的无效消耗、降低设备腐蚀速度，

提高产品一次合格率。

● 采用８００～９００℃空气预热器，提高入炉空
气温度，减少燃料用量。

● 流程中设置余热锅炉，生产蒸汽满足装置
自身需求；

● 充分利用尾气显热和化学热（含氢、一氧
化碳），配置尾气发电锅炉，满足装置自用电的基

础上，还可适量外供汽、电。

● 使用变频设备，降低电力消耗。
● 生产污水处理回用，实现污水零排放。
碳排放标准还将催生以下节能和碳减排技

术：

行业正在研发的节能和碳减排技术：

● 开发利用耐高温的筑炉耐火材料，制造温
度更高的反应室，改善燃料燃烧效率，降低无效空

气用量，提高裂解效率和炭黑收率。

● 优化急冷锅炉技术，在保证炭黑产品质量、
提高产能的同时，生产蒸汽。

● 开发６万吨生产装置，实现装置运行经济
性的最优化。

● 金属喉管反应器，提高反应器寿命，减少开

停车次数。

目前世界上还无炭黑生产的碳排放标准可

循，建标的基础工作量巨大，需调动行业集体力量

来完成。

３６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炭黑生产中高达 ２０００℃的燃烧、热裂解过

程，以及尾气锅炉的再次燃烧，除了产生大量二

氧化碳气体外，原料中约一半的硫，将转化为二

氧化硫、三氧化硫气体，同时，原料中的杂环芳烃

所含氮元素及部分空气中的氮气也将转化成氮

的氧化物。

按２０１２年全国４３０万吨炭黑产量估算，炭黑
生产排入大气的碳、硫和氮的氧化物总量约１０００
万吨！其中硫和氮的氧化物各约数万吨。

受原料产地和装置水平的不同，炭黑厂尾气

的硫和氮的氧化物含量差别较大。我国部分先进

发达地区，如浙江、河北、山东等省，已参照国家制

定的 ＧＢ１３２７１《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ＧＢ１３２２３《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进入
炭黑企业排入大气的尾气，提出了检测和控制硫、

硝（含氮氧化物）含量的要求。随着国家关于生产

向“环境友好”型方式转变的战略布署的推进，炭

黑行业应及时研究、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使

相关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这既是国家、社会的要

求，也是企业应尽的责任。

４　结　语
行业要发展，标准应先行。炭黑行业要以较

快的速度向节能环保型生产方式转型，必须建立

一系列节能环保标准并形成体系。目前国家和部

分省市的标准化主管部门、炭黑标准化技术归口

单位和相关企业已积极行动起来，《炭黑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已经制定并开始实施、部

分标准已列入了“十二五”标准化制修订计划，还

有一部份标准列入了标准化体系，预计在今后３～
５年内，炭黑行业节能环保标准化体系将基本形
成，炭黑生产方式必定有根本性转变。

参 考 文 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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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炭黑对橡胶补强性能的影响研究

孟春财，陈　建，金永中，张敬雨，伍雅峰，谢　纯
（四川理工学院 材料腐蚀与防护重点实验室，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本实验通过不同温度下热处理炭黑表面官能团，研究了炭黑原样和热处理后炭黑制备的结合胶产率变化，利

用酸碱滴定法定量分析了炭黑表面官能团的变化，讨论了其官能团的变化与结合胶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普通炭黑Ｎ３３０

和Ｎ５５０经过４００℃热处理后表面官能团脱落，６００℃处理后再次结合；高结构炭黑ＤＺ－１３经２００℃热处理后表面官能团脱

落，４００℃处理后再次结合，而炭黑ＤＺ－２０在２００℃表面官能团结合，６００℃再次脱落。炭黑ＤＺ２０和 Ｎ５５０补强作用主要分

别受到内酯基及羧基的影响，而炭黑Ｎ３３０以及ＤＺ－１３表面的酚羟基对橡胶补强作用影响最大。

关键词：高结构；炭黑；热处理；结合胶；补强性

１　前　言
炭黑作为橡胶工业中一种应用广泛的补强

剂，自从它在橡胶工业中应用以

来，炭黑对橡胶补强机理一直是人们研究的

热点之一［１］，随着人们对橡胶补强本质的不断研

究，形成代表性的补强理论主要有：分子链滑动理

论［２～３］、结合胶理论［４～８］和填料网格理论［９～１２］等。

目前，一般认为，炭黑与橡胶补强是物理结合和化

学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文献中关于橡胶补

强的物理结合［１３～１４］报道较多、研究也更为深入，

但是，关于橡胶补强化学结合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因此，深入研究炭黑化学结合对于补充橡胶补强

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２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炭黑表面含有羧基、羟基和内酯基等官能团，

这些表面官能团含量的变化是影响炭黑与橡胶化

学结合的主要因素，本实验主要通过不同温度下

热处理炭黑表面官能团，定量分析炭黑表面官能

团的变化对橡胶补强性能的影响。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实验药品和仪器
２２　实验步骤

（１）炭黑品种ＤＺ１３、ＤＺ２０、Ｎ３３０、Ｎ５５０放入石
墨坩埚中，分别在 ２００℃、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和
１０００℃温度下处理，备用。

表１　实验材料
药品名称 规　格 生产产地

低滞后炭黑ＤＺ－１３ 合格级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

低滞后炭黑ＤＺ－２０ 合格级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

炭黑Ｎ５５０ 合格级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炭黑Ｎ３３０ 合格级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橡胶 一级烟片胶 云南

表２　实验仪器
仪器名称 型　号 生产单位

数显恒温水浴锅 ＨＨ－２ 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ＳＨＢ－ＩＩＩ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超声清洗器 ＵＰ３２００Ｈ 熊猫集团南京电子

计量有限公司

　　（２）将２克天然橡胶放入干燥的三口烧瓶中，
量取１００ｍｌ的甲苯倒入三口烧瓶，装置固定好后
在５０℃的恒温水浴锅中反应。当橡胶完全溶解
后，准确称取１００００克炭黑（１２５℃下烘干１小时
的原样或热处理样品）倒入到三口烧瓶，恒温反应

１０小时制备结合胶。
（３）分 别 配 制 ００５ｍｏｌ／Ｌ 的 ＮａＨＣＯ３、

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ＯＨ碱溶液，取２５ｍｌ三种碱液分别倒
入装有０５ｇ炭黑（原样和热处理样品）的三个锥
形瓶中，在１００℃反应１５小时后，利用００５ｍｏｌ／Ｌ
盐酸标准溶液滴定，测定炭黑表面官能团的变化。

３　结果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结合胶产率分析

结合胶量是反映炭黑补强性的一个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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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热处理影响炭黑表面官能团含量，通过热处

理炭黑与天然橡胶制备的结合胶量不同，从而直

接反映炭黑对橡胶补强性能的变化。

（１）Ｎ３３０在不同温度下结合胶产率分析
从图 １分析得出：Ｎ３３０炭黑在经过热处理

后，从原样到 ２００℃结合胶的产率是在增大，到
２００℃左右达到最大值；从２００℃到４００℃范围内产
率一直在减小，在４００℃时 Ｎ３３０结合胶产率达到
最小值，说明 Ｎ３３０炭黑在４００℃进行热处理后的
补强性最差。当温度为４００℃到６００℃时，产率呈
上升趋势，但６００℃后再次降低。

图１　Ｎ３３０在不同温度下结合胶的产率

图２　Ｎ５５０在不同温度下结合胶的产率

（２）Ｎ５５０在不同温度下结合胶产率分析
由图２可知：当温度为４００℃时，结合胶的产

率最低，可能是由于热处理使得炭黑表面的基团

脱落，使得炭黑与橡胶分子链结合减弱；但从

４００℃到６００℃左右时逐渐升高，可能是此过程中
炭黑表面表面官能团的量增加。到了８００℃结合
胶的产率变化很小，基本趋于稳定。

炭黑ＤＺ－１３和ＤＺ－２０结合胶产率分析方法
与炭黑Ｎ３３０、Ｎ５５０一致，它们的温度 －结合胶产

率曲线（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图３　ＤＺ－１３在不同温度下结合胶的产率

图４　ＤＺ－２０在不同温度下结合胶的产率

３２　炭黑表面官能团分析
炭黑表面官能团主要有羧基、羟基以及内酯

基，因此，这三种基团是影响炭黑化学结合的主要

官能团，通过酸碱滴定准确判断炭黑表面官能团

的变化，从而定量分析炭黑表面基团含量对橡胶

补强性能的影响。

（１）炭黑Ｎ３３０的表面含氧基团与补强关系曲
线

　　从图５中对比分析可以得到：当２００℃左右结
合胶的产率为最大时，羧基和酚羟基的含量相当，

含量最小的为内酯基，约有００３ｍｏｌ／ｇ，此时 Ｎ３３０
的补强作用最好，据此推断化学结合中起主要作

用的官能团为羧基和酚羟基。当温度４００℃时，结
合胶的产率最小；此时，羧基和酚羟基含量较小，

内酯基的含量相对较大。当温度达到６００℃左右
时，结合胶的产率再次达到最大值，同时酚羟基的

含量也为最大；而羧基和内酯基的含量却接近最

小值。因此，炭黑Ｎ３３０的表面酚羟可能是影响补
强作用主要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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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炭黑Ｎ３３０表面基团含量与结合胶产率图

图６　炭黑Ｎ５５０表面基团含量以及结合胶产率图

　　（２）炭黑Ｎ５５０的表面含氧基团与补强关系曲
线分析

从图６中得出：当温度为４００℃时，结合胶的
产率最低。内酯基与酚羟基的含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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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ｍｏｌ／ｇ和００８ｍｏｌ／ｇ，羧基的含量接近最大值；
原因可能此时三个官能团发生了协同作用。当热

处理温度达到６００℃左右，结合胶的产率很高，此
时的羧基的含量趋于最大值，内酯基为最小，酚羟

基的值居中，由此推导出：羧基可能是炭黑 Ｎ５５０
的补强作用影响最大的官能团。

（３）炭黑ＤＺ－１３的表面含氧基团与补强关系
曲线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当温度为 ２００℃左右的
时，结合胶的产率最低。此时羧基和酚羟基的含

量都较小，内酯基的含量相对较大，此时含量较大

的内酯基基本没有参与制备结合胶时所发生的化

学结合。当温度为４００℃左右时，结合胶的产率达
到最大。此时，酚羟基的为最大，羧基和内酯基的

基本相同，而不同温度下同种官能团的含量相比，

酚羟基的为最大，羧基和内酯基的含量都为中间

值。推断此时影响炭黑补强作用的主要为酚羟

基。当温度达到８００℃左右的时候，结合胶的产率
基本稳定，羧基和酚羟基的含量在升高，但是内酯

基的含量在降低，并且酚羟基含量为最小。可能

是由于三种基团对所发生的化学结合具有相互的

补充作用，使得结合胶的产率相对稳定。但是，酚

羟基对结合胶的产率影响是最大的。

图７　炭黑ＤＺ－１３表面基团含量与结合胶产率图

　　（４）炭黑ＤＺ－２０的表面含氧基团与补强关系
曲线分析

从图８中可以得到：当温度为２００℃的时候，
结合胶的产率最高。此时，羧基和酚羟基含量都

较小，内酯基的含量较大。当温度为４００℃左右，
结合胶的产率最小。内酯基和酚羟基的含量相

当，羧基的为最小，三种基团可能发生了协同作

用，使得结合胶的产率最小。而８００℃热处理后的
炭黑制备的结合胶产率达到一峰值，对比官能团

的含量图，炭黑ＤＺ－２０的内酯基含量比羧基和酚
羟基都高。因此，内酯基可能是影响ＤＺ－２０补强
作用主要因素。

４　结束语
本文采用对炭黑进行热处理的方法改变炭黑

表面官能团的含量。同时用酸碱滴定确定炭黑官

能团的变化量，从而研究结合胶产量与炭黑表面

官能团含量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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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炭黑ＤＺ－２０表面基团含量与结合胶产率图

　　① 不同结构的炭黑，其表面基团的脱落温度
不同。普通炭黑 Ｎ３３０、Ｎ５５０在４００℃时基团已经
脱落。ＤＺ－１３的在２００℃时就已经脱落，而 ＤＺ－
２０的却是在６００℃才把官能团脱落。

② 普通炭黑 Ｎ３３０和高结构炭黑 ＤＺ－１３的
酚羟基的变化对结合胶的产率影响最大，普通炭

黑Ｎ５５０的羧基对结合胶的影响最大；而 ＤＺ－２０
的是内酯基含量对结合胶的产率影响最大。

③ 炭黑表面官能团对橡胶补强是单一作用还
是协同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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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炭黑的研发理论与实践

黄敬彬

（青州市博奥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青州　２６２５００）

摘　要：阐述了绿色炭黑、节能环保轮胎的定义，论述了研发绿色炭黑的理论基础、研发的技术路径、技术措施和目前

达到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推动我国炭黑、轮胎产业逐渐由跟随者演变成领导者，成为世界炭黑、轮胎产业新格局的中坚力量

的建议。

关键词：绿色炭黑；多环芳烃；研发技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化学品
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影响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

注，从而提出了冠以“绿色”、“环保”定语的各类

产品。绿色炭黑和节能环保轮胎也应运而生。

１　“绿色炭黑”
符合６６１／２００９／ＥＣ《ＲＥＡＣＨ限值法规》炭黑

环保要求且符合 ２００５／６１８／ＥＣＲＯＨＳ指令重金属
含量环保要求的炭黑称之为“绿色炭黑”。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２日，欧盟议会和理事会通过

６６１／２００９／ＥＣ《ＲＥＡＣＨ限值法规》（５２类限制物
质增加到 ５８类）；在 ６６１／２００９／ＥＣ中，修改了
５５２／２００９／ＥＣＲＥＡＣＨ附件ＸⅦ中规定：

“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如果填充物含有以
下质量浓度物质，不得投放市场或用于制造轮胎

或部件：ＢａＰ＞００００１％（１ｐｐｍ），或 表１中的８种
ＰＡＨＳ总量＞０００１％（１０ｐｐｍ）。

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轮胎或翻新轮胎胎面中使用
的填充物如果超过上述规定，则不得进入欧盟市场。”

ＲＥＡＣＨ限值法规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ＲＥＡＣＨ限值法规

（对轮胎中填充物所含多环芳烃物含量进行限制的法规）

　　物质、物质群组或混合物名称 　　　　　　　　限制条件

５０．多环芳烃（ＰＡＨ）
（ａ）Ｂｅｎｚｏ［ａ］ｐｙｒｅｎｅ（ＢａＰ）ＣＡＳＮｏ５０－３２－８
（ｂ）Ｂｅｎｚｏ［ｅ］ｐｙｒｅｎｅ（ＢｅＰ）
ＣＡＳＮｏ１９２－９７－２
（ｃ）Ｂｅｎｚｏ［ａ］ａｎｔｈｒａｃｅｎｅ（ＢａＡ）
ＣＡＳＣＡＳＮｏ５６－５５－３

１、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如果填充物含有以下质量浓度物质，不得
投放市场或用于制造轮胎或部件：

———ＢａＰ＞００００１％；或
———列表中８种ＰＡＨＳ总量＞０００１％。
２、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轮胎或翻新轮胎胎面中使用的填充物如果
超过第１条规定，则不得投放市场；

（ｄ）Ｃｈｒｙｓｅｎ（ＣＨＲ）
ＣＡＳＮｏ２１８－０１－９
（ｅ）Ｂｅｎｚｏ［ｂ］ｆｌｕｏｒａｎｔｈｅｎｅ（ＢｂＦＡ）
ＣＡＳＮｏ２０５－９９－２
（ｆ）Ｂｅｎｚｏ［ｊ］ｆｌｕｏｒａｎｔｈｅｎｅ（ＢｊＦＡ）
ＣＡＳＮｏ２０５－８２－３
（ｇ）ｅｎｚｏ［ｋ］ｆｌｕｏｒａｎｔｈｅｎｅ（ＢｋＦＡ）
ＣＡＳＮｏ２０７－０８－９
（ｈ）Ｄｉｂｅｎｚｏ［ａ，ｈ］ａｎｔｈｒａｃｅｎｅ
ＣＡＳＮｏ５３－７０－３

２０１２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２００５／６１８／ＥＣＲＯＨ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指令的目的在于消除产品中的铅、汞、
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共６项物质，
并重点规定了铅的含量不能超过０１％。该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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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开始正式实施。ＲＯＨＳ中对
６种有害物规定的上限浓度见表２。

国内轮胎企业对占有４０％比份的炭黑提出了
等值采用 ６６１／２００９／ＥＣ、２００５／６１８／ＥＣ的炭黑环
保要求。

国内轮胎企业对环保炭黑的要求见表３。

表２　ＲＯＨＳ中对六种有害物规定的上限浓度
　　物质名称 上限浓度

铅（Ｐｂ） 小于ｌ０００ｐｐｍ
汞（Ｈｇ） 小于ｌ０００ｐｐｍ
六价铬（Ｃｒ６＋） 小于ｌ０００ｐｐｍ
镉（ｃｄ） 小于１００ｐｐｍ
多溴联苯（ＰＢＢ） 小于ｌ０００ｐｐｍ
多溴二苯醚（ＰＢＤＥ） 小于ｌ０００ｐｐｍ

表３　国内轮胎企业典型的炭黑环保技术指标 单位：ｐｐｍ

项　目 杭州中策橡胶

有限公司

三角轮胎橡胶

有限公司

风神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正新轮胎

有限公司

ＢａＰ ＜３０ ＜１ ＜１
８项ＰＡＨＳ之和 ＜３０ ＜１０ ＜１０
１６项ＰＡＨＳ总和 ＜２００  ＜２００

重金属含量

镉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铅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汞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六价铬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欧盟第二批ＳＶＨＣ 每种物质＜１０００

　注：表示企业对该项指标尚未提出要求。

１１　节能环保轮胎
符合６６１／２００９／ＥＣＲＥＡＣＨ限值法规和１２２２／

２００９／ＥＣ标签法规的轮胎称为“节能环保轮胎”。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２日，欧盟议会和理事会通过

６６１／２００９／ＥＣ《ＲＥＡＣＨ限值法规》（对轮胎填充物
所含多环芳烃物含量进行限制的法规）。该法规自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在欧盟国家出售的轮胎中执行。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欧盟议会和理事会通过

了１２２２／２００９／ＥＣ７７９号指令《欧盟议会理事会关
于燃料效率和其它必要的轮胎标签指令》，指令规

定未来３年内所有进口欧盟轮胎都要在标签上标
注轮胎关键参数：燃料效率级别（基于轮胎滚动阻

力）、湿地抓着性能以及外部滚动噪声。该标签将

轮胎燃料效率分为 Ａ、Ｂ、Ｃ、Ｄ、Ｅ、Ｆ、Ｇ共 ７个等
级，按最佳到最差以绿“Ａ”直至红“Ｇ”标志标识。
７７９号指令要求欧盟各成员国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
日起正式实施。即在欧盟国家出售的轮胎必须进

行分类，并贴上燃油效率、湿地抓着性能及外部滚

动噪声的标签。

２　研发绿色炭黑的理论基础
２１　研发目标

减少作为轮胎中占４０％比份补强剂和填充剂
的炭黑多环芳烃物含量，达到符合（轮胎中填充物

所含多环芳烃物含量进行限制的）ＲＥＡＣＨ限值法

规要求。

２２　研发方向
２２１　多环芳烃物、苯并芘（ＢａＰ）的物理化学性
质

苯并芘又称苯并（а）芘，是一类具有明显致癌
作用的有机化合物，其分子式为 Ｃ２０Ｈ１２。外观与
性状：无色至淡黄色、针状、晶体（纯品）。化学结

构式如下：

苯并芘的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

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燃烧（分解）产物：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和黑色烟雾。苯并芘的ＣＡＳ号（危
险品货物编号）为５０－３２－８。
２２２　研发方向

（１）减少带ＢａＰ的物料进入炭黑生产系统；
（２）研发环保炭黑反应技术（利用ＢａＰ的高热

可燃性和可裂解性减少或消除炭黑产品中的

ＢａＰ）。
２３　理论基础

（１）燃烧与裂解技术———理论燃烧温度与过
剩空气系数的相关性

理论燃烧温度与过剩空气系数的相关性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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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理论燃烧温度与过剩空气系数的相关性
注：ａ—空气过剩系数，定义为：过程空气流率与完
全燃烧所需空气量（理论空气量）的比；Ｋ—空气
消耗因数，定义为：完全燃烧所需空气量（理论空

气量）与过程空气流率的比；或表述为燃料完全燃

烧消耗的过程空气的总含氧量的百分数。

（２）过剩空气系数与燃烧气体生成量的相关性
过剩空气系数与燃烧气体生成量的相关性见

图２。

图２　过剩空气系数与燃烧气体生成量的相关性
注：ＣＯ２—对应于一个过剩空气系数下的每 ｋｇ燃料油
燃烧生成燃烧气体中二氧化碳（ＣＯ２）量；Ｈ２Ｏ—对应于
一个过剩空气系数下的每 ｋｇ燃料油燃烧生成燃烧气
体中水蒸气（Ｈ２Ｏ）量；ＳＯ２—对应于一个过剩空气系数
下的每ｋｇ燃料油燃烧生成燃烧气体中二氧化硫（ＳＯ２）
量；Ｏ２—对应于一个过剩空气系数下的每ｋｇ燃料油燃
烧生成燃烧气体中氧（Ｏ２）量；Ｎ２—对应于一个过剩空
气系数下的每ｋｇ燃料油燃烧生成燃烧气体中氮（Ｎ２）
量；Ｑ—炭黑反应器中对应于一个过剩空气系数下的每
ｋｇ燃料油燃烧生成燃烧气体的总量。

（３）过剩空气系数与生成气体含量的相关性
过剩空气系数与生成气体含量的相关性见

图３。

图３　过剩空气系数与生成气体含量的相关性
注：ＣＯ２—对应于一个过剩空气系数下的每 ｋｇ燃料

油燃烧生成燃烧气体中二氧化碳（ＣＯ２）百分含量；

其它亦然。

３　研发绿色炭黑的技术路径
３１　减少带ＢａＰ物料的进入炭黑生产系统
３１１　炭黑中ＢａＰ的来源

（１）进入炭黑生产系统的燃料（煤焦油／天然

气）和原料油（煤焦油、蒽油、炭黑油；乙烯焦油等）

中的ＢａＰ是主要来源 ；
（２）进入炭黑生产系统的水（一次急冷水、二

次急冷水、添加剂水、造粒水）；

（３）进入炭黑生产系统的燃烧空气；
（４）进入炭黑生产系统的添加剂、粘结剂；
进入炭黑生产系统（２）水、（３）燃烧空气、（４）

添加剂、粘结剂等的ＮＤ级ＢａＰ物质。
注：ＮＤ级———不得检测到级（≤０２ｍｇ／ｋｇ，

≤０２ｐｐｍ）。
３２　研发环保炭黑反应技术

３２１符合环保制造氛围的炭黑反应技术
（１）提高炭黑反应器的热负荷强度和热负荷

截面密度的均匀性；

（２）提高炭黑反应器转化段（喉管段）的原料
油蒸汽截面密度的均匀性；

（３）提高炭黑反应器反应段的反应物料截面
分布密度的均匀性。

４　研发绿色炭黑的技术措施
４１　减少进入炭黑生产系统中的物料带入的
ＢａＰ
４１１　把好原材料关

（１）使用天然气代替燃料油。减少 ８％ ～
１５％的进入炭黑生产系统的油料；

５２第４期　　　　　 　　　　　　黄敬彬．绿色炭黑的研发理论与实践



（２）把好原料关。
———精选原料油的产地；

———对原料油进行了分类存放；

———对原料油进行精制；

———合理配比原料油，形成工艺油配比标准；

———强化燃烧空气（主供风机进口、尾气燃烧

炉空气风机进口）过滤；

———杜绝添加剂、粘结剂运输、储运过程的污染。

４１２　把好水关
采用多介质过滤器－加阻垢剂装置 －精密过

滤器－ＲＯ反渗透装置制备 ＮＤ级 ＢａＰ水，用作生
产系统用水（一次急冷水、二次急冷水、添加剂水、

造粒水）（注４）。生产系统用水的质量情况见表４。
表４　生产系统的水的质量情况

项　目 单位 数值

给水电导率 μｓ／ｃｍ ８１７
产水电导率 μｓ／ｃｍ １０３
脱盐率 ％ ９９

　　原水通过上述水处理设备，较好地清除了原
水中的悬浮物质（含动植物的有机残骸）、胶体物

质（含动植物分解后的产物）、和溶解物质（构成水

硬度的呈离子状态的杂质）。

当ＲＯ膜被无机物、有机物、胶体、微生物、金
属氧化物等污染或阻塞，情况严重甚至结垢。这

些物质沉积在膜表面上，将会引起ＲＯ膜透水性下
降及脱盐率降低。因此，为了恢复膜的透水量和

脱盐性能，需要对ＲＯ进行化学清洗。
ＲＯ系统在运行中，受运行压力、水温等参数

的影响，膜的清洗条件应综合全面考虑。只要出

现下列现象之一，就表明ＲＯ需要化学清洗：
（１）产水的脱盐率降低１０％～１５％；
（２）产水量降低１０％～１５％；
（３）高压泵后压力增加１０％～１５％；
（４）高压泵后压力与浓水压力差增加１０％～１５％。

４２　改进炭黑制造工艺
改进炭黑反应炉结构，适度提高进入反应炉

燃烧气的温度和热动能，使原料油达到更快速、充

分强化反应。

（１）采用强化燃烧的燃烧段
（２）采用强化原料油雾化的多束喷孔固定结

构尺寸的过渡段（喉管段）

（３）采用强化炭黑反应的反应段

（４）通过调整急冷位置，合理控制反应时间；
各种炭黑调整急冷位置见表５

（５）采用强化急冷、改进急冷水急冷效果的急
冷段

提高炭黑反应器急冷段的急冷水蒸汽截面分

布密度的均匀性，强化炭黑反应段滞留段喷水汽

化功效。

（６）利用ＤＣＳ系统应炉温度精确控制，有效
保证油完全裂解，稳定炭黑产品质量

———将入炉原料油流量偏差缩小至±２％；
———通过燃烧数学模型，稳定工艺控制，确保炭

黑反应所需能量的稳定性。燃烧模型种类见表６；
———强化原料油预热，将原料油预热至

２００℃；
———适当提高雾化空气的流量与压力。

表５　各种炭黑调整急冷位置示意数据
品种 Ｎ５５０ Ｎ６６０ Ｎ２２０ Ｎ３３０ Ｎ３７５ Ｎ３３９

ＮＴＤ ４Ｃ－２ ５Ｃ－２ 短ＮＴＤ 短ＮＴＤ 短ＮＴＤ 短ＮＴＤ
　注：ＮＴＤ指一次急冷水枪距炭黑反应器转化段的距离；４Ｃ－２指
软质炉４Ｃ段第２排水枪位置；５Ｃ－２指软质炉５Ｃ段第２排水枪
位置。

表６　燃烧模型种类
软质炭黑燃烧模型种类

１６８０℃ １５６０℃ １４８０℃
硬质炭黑燃烧模型种类

２１００℃ ２０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００℃ １８６０℃ １７６０℃

４３　强化制度管理
（１）积极同有资质的技术服务公司签订长期

技术服务协议，定期进行外委检测。

（２）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根据客户的要求，结合生产实际制定了

《环保炭黑制造程序》及相关的作业指导书；

———认真学习法规、专业培训制度化并积极

同客户沟通；

———产品外委检测定期化，制度化；

———严格原材料的准入机制；

———认真履行原料油的分类存放制度。

５　已达到的技术水平
博奥公司已摸索出一条使用炭黑油达到４０％也

能生产出环保炭黑制造技术。在工艺油中，当炭黑油

比例高达４０％时，多环芳烃的１６项ＰＡＨＳ总和介于
２７ｐｐｍ～５３ｐｐｍ之间，完全能够达到客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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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杭州中策橡胶公司的抽检取样外送和

检测中，不仅始终符合客户要求，而且检测指标中

ＢａＰ、８项ＰＡＨＳ之和均为“ＮＤ”，１６项ＰＡＨＳ总和也
非常低，并且比较稳定，得到了客户的好评与信赖。

经过近几年的生产控制，博奥公司各品种炭

黑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的外委检测结果数据见表７。
表７　博奥各品种炭黑多环芳烃检测统计

单位：ｐｐｍ
品种 ＢａＰ ８项ＰＡＨＳ之和 １６项ＰＡＨＳ之和
Ｎ５５０ ＮＤ ＮＤ ３１～８０
Ｎ６５０ ＮＤ ＮＤ ４８３以下
Ｎ６６０ ＮＤ ＮＤ ３２１
Ｎ２３４ ＮＤ ＮＤ １４４
Ｎ２２０ ＮＤ ＮＤ
Ｎ３３０ ＮＤ ＮＤ ２２５
Ｎ３２６ ＮＤ ＮＤ ８５～５３０
Ｎ３３９ ＮＤ ＮＤ ７０～２９６
Ｎ３７５ ＮＤ ＮＤ １４～２１０

　注：ＮＤ级———不得检测到级（≤０２ｍｇ／ｋｇ≤０２ｐｐｍ）；

博奥公司Ｎ５５０炭黑重金属测试结果见表８。
表８　Ｎ５５０炭黑重金属测试结果

单位：ｐｐｍ

　　　项　目 限值
２００７００４
测试结果

２０１００２１０
测试结果

镉 １００ ＮＤ ＮＤ
铅 １０００ ３０ ５２
汞 １０００ ＮＤ ＮＤ
六价铬 １０００ ＮＤ ＮＤ
多溴联苯之和（ＰＢＢＳ） １０００ ＮＤ ＮＤ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博奥炭黑环保指标完
全能够达到客户的技术要求，其中Ｎ５５０产品的１６
项ＰＡＨＳ总和为３１ｐｐｍ～８０ｐｐｍ之间，多环芳烃
含量很低。

６　结语和建议
① 提高对“绿色环保法规”的认识，不可“雾

里看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在国民

生产总值（ＧＤＰ）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对外贸易
也取得了飞速发展。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关税壁

垒，而是技术壁垒。欧盟及其成员国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关于限制有毒有害物质的环保法规，引起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响，它牵动着

全球制造业的神经！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

也是产品出口大国，出口总量的７０％以上涉及到
这些环保法规，因此我们务必高度重视，积极应

对，早作研究，早有准备，生产出符合最新环保要

求的新产品，否则将会痛失市场，枉然后悔。

② 炭黑作为橡胶补强填充剂，仅次于生胶的
第二位橡胶原材料，应积极研发生产出“绿色炭

黑”产品，提供给橡胶、轮胎企业，支持他们生产出

节能环保轮胎和橡胶制品，保持现有的国际市场

份额，并扩大市场占有率。

③ 应用“绿色炭黑”的研发理论、技术路径、
技术措施，生产的“绿色炭黑”，经过检验和轮胎企

业的考核证明是成功的，可供同行借鉴。

④ 国外炭黑、轮胎制造业的“绿色”相关技术及
经验带来的启示，值得我国企业更多的关注和借鉴。

当前的“绿色壁垒”终将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

⑤ 目前，我国的炭黑、轮胎企业在技术上和经
济上都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当今社会节能环保

因素已经成为产品竞争的重要因素，这是企业面

临的新挑战。面对咄咄逼人的绿色壁垒，企业必

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创新能力，重视专

利的“基本建设”，把专利变成标准，成为技术优

势。在品牌、品质、技术和方向四个要素上有所突

破，推动我国炭黑、轮胎产业逐渐由跟随者演变成

领导者，走在时代的前沿，成为世界炭黑、轮胎产

业新格局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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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接第１３页）
———废水再利用。

———减少冲洗地面次数，减少清洁卫生用

水，做到能擦干净不冲洗，清洁前清理干净固状

物。

４　结　论
节能与减排既有区别，又具有密切联系，相互

促进的作用，节能的同时就实现了减排。因此，炭

黑工厂通过工艺创新、设备创新及推行精细化管

理，完全可以实现节能减排。同时，要改变观念，

抛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留下污染环境的后患，实

际上是得不偿失。要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做到全

方位实施，全员参与，全过程推进节能减排管理工

作，完全可以摘掉炭黑工厂高能耗、高污染的帽

子，实现低耗、清洁生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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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炭 黑 文 摘

２０１４０９１　炭黑和金属的复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炭黑和金属的复合物，该

组合物包含一种或多种金属离子源和炭黑纳米颗

粒。炭黑纳米颗粒与多种金属离子混合在一起形

成实质上均匀的溶液或分散体。炭黑纳米颗粒和

金属离子作为一种或多种金属和和实质上均匀地

分散在金属中的炭黑纳米颗粒的组合物，电镀到

各种类型的基底上。

２０１４０９２　具有更好气密性和抗疲劳性的橡胶混
合物及车辆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橡胶混合物（特别是用于

车辆充气轮胎、带形件、条形件和内胎）、以及一种

车辆充气轮胎，其中，该车辆充气轮胎的至少两个

内部部件是由在质量和数量上相同的这种橡胶混

合物制成。该橡胶混合物具有如下组成：１０～
６０ｐｈｒ的至少一种天然的或合成的聚异戊二烯；
２０～６０ｐｈｒ的至少一种聚丁二烯橡胶；０～６０ｐｈｒ
的至少一种苯乙烯－丁二烯橡胶；０～３０ｐｈｒ的至
少一种卤化丁基橡胶；４０～１００ｐｈｒ的至少一种炭
黑，根据ＡＳＴＭ－Ｄ６５５６，该炭黑的ＳＴＳＡ表面积为
１０～１００ｍ２／ｇ，ＤＢＰ吸油值根据 ＡＳＴＭ－Ｄ２４１４
为５０～１６０ｍＬ／１００ｇ；以及５～８０ｐｈｒ的至少一种
层离的滑石和／或高岭石，以及其它多种添加剂。

２０１４０９３　制备和使用电极组合物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正极组合物，该正极组合

物含有至少一种电活性金属、至少一种碱金属卤

化物和炭黑的颗粒。本专利也介绍了能量储存装

置和不间断电源装置。还介绍了制备正极和能量

储存装置的相关方法。

２０１４０９４　纳米纤维的制造方法、碳复合物及其制
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可以减少品质偏差且高效率地

制造高导电性的碳纳米纤维的制造方法。还介绍

了分散性和导电性优异的碳复合物及其制造方

法。本专利介绍了使用电石炉气作为原料并使催

化剂与原料接触的碳纳米纤维的制造方法；还介

绍了具有炭黑颗粒或聚集颗粒作为核，且炭黑与

碳纳米纤维连结而成的炭黑／碳纳米纤维碳复合
物以及将碳纳米纤维生成用催化剂用在炭黑上并

使其与电石炉气接触的碳复合物的制造方法。

２０１４０９５　混炼胶料装置
专利介绍了一种混炼胶料装置，即使在母胶

的供应方向是与橡胶材料的压出方向大致一致时

也能够抑制母胶流动，能够进行良好的橡胶混炼。

混炼胶料装置使母胶沿料斗的倾斜壁面流向橡胶

材料的压出方向并流进流入口，该流入口和／或料
斗口俯视下的形状是椭圆形状，并且椭圆的短轴

方向与该橡胶材料的压出方向一致，该椭圆的短

轴长度 ａ与长轴长度 ｂ之比 ａ／ｂ是 ０７≤ａ／ｂ≤
０９５。另外，混炼胶料装置流入口的椭圆的长轴
与上述橡胶材料的压出方向一致，椭圆的长轴长

度ｂ与短轴长度ａ之比ｂ／ａ是１０５≤ｂ／ａ≤１３。

２０１４０９６　包含三烷氧基巯基烷基硅烷的胶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生产轮胎胶料的方法，包

括第一混炼步骤，其中胶料含有至少一种交联性

不饱和链聚合物基质、１０～１００ｐｈｒ白炭黑和１～
２０ｐｈｒ在三烷氧基巯基烷基硅烷中的硅烷结合
剂；和最终混炼步骤，其中将硫化体系加至胶料。

硅烷结合剂以吸附于０５～２ｐｈｒ氧化锌和５～１５
ｐｈｒ炭黑上的形式使用。在第一混炼步骤，胶料含
有１～５ｐｈｒ一种或多种脂肪酸衍生物，并且在最
终混炼步骤，将１～２ｐｈｒ氧化锌加至胶料。脂肪
酸衍生物来源于碳数为１６～２０的脂肪酸与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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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６的醇、或与碳数为２～６的伯胺或仲胺的
缩合。

２０１４０９７　用于生产抗菌性纤维的母胶料和组合
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生产抗菌性纤维的母

胶料和组合物，该母胶料和组合物为颗粒形式，特

征是含有抗菌性玻璃、无机分散填充剂和树脂，并

且在成型等工序中不易产生二次凝聚。

２０１４０９８　胶料挤出机
该挤出机包括一开在机壳内的圆柱形内孔，

内孔周围是加热或冷却介质的外围通道。一根螺

杆装在内孔中并轴向装在机壳内且适于在内孔中

旋转。螺杆的螺纹在内孔中形成胶料的螺旋槽通

道。一些突出部分从机壳伸入螺旋槽通道，螺纹

上加工有一些缺口，用来在螺杆旋转时通过突出

部分。在机壳中装有支承突出部分的圆柱形衬

套。机壳和衬套被分为或剖开成至少两部分，在

机壳上设有锁紧装置，以便操作时把几部分锁紧。

２０１４０９９　用于火焰中合成富勒烯的多环芳香族
碳氢化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合成碳纳米材料（包括富

勒烯）的方法。该法选用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作为燃料，提高了得到可萃取富勒烯的碳转化率。

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燃料包括那些含多环芳香

族碳氢化合物的燃料。更具体的说，多环芳香族

碳氢化合物燃料含相当数量的茚、甲基萘或两者

的混合物。煤焦油和石油馏出物馏分提供了低成

本碳氢化合物燃料，它含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包括但不仅限于，茚、甲基萘或两者的混合物。

２０１４１００　合成金属纳米簇富勒烯化物的方法和
含金属纳米簇富勒烯化物的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合成金属纳米簇富勒烯化物的

方法和含金属纳米簇富勒烯化物的材料。具体地

讲，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合成金属纳米簇富勒烯化

物的方法。该方法的特征在于使金属纳米簇和富

勒烯型簇机械合金化。在金属纳米簇的富勒烯化

物中的富勒烯分子得以保留。

２０１４１０１　橡胶组分中含有锡／氨基功能化橡胶和
反向炭黑的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的充气轮胎的橡胶组分包括：

（Ａ）含有与橡胶相连接的氨基和至少４０％的共聚
物终端用锡混合物改性或与锡混合物连接的共聚

物橡胶（Ｂ）１０～１５０重量份的反向炭黑。

２０１４１０２　带材上的金属／碳纳米管和／或富勒烯
－复合材料－涂层
本专利介绍了金属带材或经预冲压的金属带

材上的金属／碳纳米管 －和／或富勒烯 －复合物涂
层，该金属带材或经预冲压的金属带材的摩擦系

数得到改善，和／或良好的接点过渡电阻和／或良
好的耐摩擦腐蚀性和／或良好的耐磨损性和／或良
好的成形性。还介绍了本发明中涂布的金属带材

的制备方法。

２０１４１０３　轮胎精炼工序中的胎面胶料搬运传送
带装置

本专利介绍了轮胎精炼工序中的胎面胶料搬

运传送带装置，其在轮胎制造过程中，在第一工序

即精炼工序中向轮胎使用的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

中投入各种化学原料和加硫剂等、并由辗轮式混

料机混合生产胎面胶料的半制品时，运送该胎面

胶料。各种药品由进料器投入到辗轮式混料机

中，为了运送经过该辗轮式混料机的胎面胶料，胎

面胶料搬运传送带装置由具有张紧辊子的第一传

送带和具有另一张紧辊子的第二传送带构成。其

中，上述第一、二传送带是通过单一驱动部传送动

力分别驱动的。

２０１４１０４　生产弹性体胶料的方法与装置
专利介绍了生产弹性体胶料的方法，该方法

包括：将至少一种弹性体聚合物（１０２）和至少一种
增强填料（１０３）喂料到含至少一个分批式混炼器
件（１０１ａ）的混炼装置内；在至少一个混炼装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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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炼并分散至少一种增强填料到至少一种弹性体

聚合物内，以便获得第一弹性体胶料（１０４）；从至
少一个混炼装置中排放第一弹性体胶料；将第一

弹性体胶料喂入到至少一个连续混炼器件（１０６）
内，连续混炼器件包括至少两个旋转螺杆；混炼第

一弹性体胶料到至少一个连续混炼器件内，以便

获得第二弹性体胶料（１０８）；从至少一个连续混炼
器件中排放第二弹性体胶料。　

２０１４１０５　从含橡胶废品生产炭黑、烃燃料的组分
和用于化学工业的原料

本专利所介绍的方法是在含有超临界烷基芳

香烃的竖直流中，在流化层中进行橡胶屑的热解。

橡胶屑的热解在反应器中进行，溶剂和残渣之间

的质量比小于０１。溶剂也以流化剂、热载体及用
于从反应器中除去反应产物的除去剂的形式使

用，从而使溶剂以这样的方式流动，即所有由橡胶

屑的热解制备的产物在与溶剂的主流中完全从反

应器除去。

２０１４１０６　用于胎面沟槽增强件的橡胶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用于胎面沟槽增强件的橡胶组

合物，其包含至少一种橡胶组分，约５０ｐｈｒ～１２０ｐｈｒ
的填料，其中至少２０ｐｈｒ的填料为高表面积炭黑。
另外，该组合物还包含 １０ｐｈｒ～３０ｐｈｒ的酚树脂。
本专利还介绍了包含该组合物的轮胎胎面或轮

胎。

２０１４１０７　官能化聚合物、橡胶组合物和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式Ｉ的官能化弹性体，其中

Ｒ１、Ｒ２和Ｒ３单独地为 Ｃ１～Ｃ８烷基或 Ｃ１～Ｃ８烷
氧基，但是Ｒ１、Ｒ２和 Ｒ３中至少两个为 Ｃ１～Ｃ８烷
氧基；Ｒ４为Ｃ１～Ｃ８亚烷基、Ｃ１～Ｃ８亚芳基、Ｃ１～
Ｃ８烷基亚芳基、Ｃ１～Ｃ８芳基亚烷基或者共价键；
Ｒ５为Ｃ２亚烷基；Ｓｉ为硅；Ｘ为硫或氧；Ｐ为二烯基
弹性体，且ｎ为１或者２。

２０１４１０８　由工程回收橡胶粉末制备的热固性组
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热固性组合物材料，用于

制造包括铁路枕轨的结构组分，它包括一定量硫

化橡胶颗粒的基本上均匀的混合物，该橡胶颗粒

包括预定比例的不同颗粒尺寸，以及一种热固性

弹性粘结剂，加入到硫化橡胶颗粒中。该混合物

可以包括大约３０％～９０％重量百分比的硫化橡胶
颗粒，混合物在预定温度和压力下模压一段停留

时间，形成该组合物材料。选择不同颗粒尺寸的

橡胶颗粒的比例，以使该组合物材料具有期望的

密度或者在期望的密度范围内。

２０１４１０９　含改性妥尔油树脂的轮胎用橡胶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含橡胶复合物和加工油的

轮胎用橡胶组合物，其中，加工油包含改性妥尔油

树脂。还介绍了由这种组合物制造轮胎的方法，

以及包含这种组合物的轮胎。

２０１４１１０　充气轮胎和含有双聚合结构的橡胶组
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充气轮胎，该轮胎组分包

括橡胶组合物，橡胶组合物包括二烯基弹性体和１
～１００ｐｈｒ的下列物质∶Ａ）甲硅烷基醚的双聚合
反应产物；或 Ｂ）硼酸酯的双聚合反应产物；或 Ｃ）
衍生自原钛酸四乙酯和糠醇的钛化合物的双聚合

反应产物；或 Ｄ）钨化合物的双聚合反应产物；本
发明还进一步介绍相应的橡胶组合物。

２０１４１１１　电化学特性增强的碳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包含一种优化的孔隙结构的碳

材料。这些碳材料具有增强的电化学特性并且能

在许多电学装置中应用，例如作为超级电容器中

的电极材料。还介绍了制备该碳材料的方法。

２０１４１１２　含碳材料的溶解以及转化成烃和其它
有用的产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由含碳材料生产有用的产

物如烃和其他可用作燃料的分子的方法。该方法

包括，从沉积层获得含碳材料如煤，单独或组合地

用一种或多种化学品，包括乙酸、乙酸盐、乙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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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氧化物和过氧化物，处理该含碳材料以溶解该

材料为进一步加工如生物转化做准备，从而生产

有用的产物，或者使用该化学品将该含碳材料溶

解于地层中，将溶解的材料从地层中移除并将其

生物转化以生产有用的产物，或者在地层中使用

该化学品溶解该材料并生物转化至少一部分溶解

的材料，然后从地层中回收有用的产物。

２０１４１１３　用于橡胶补强的改性炭黑的生产工艺
和含改性炭黑的胶料的生产工艺

本专利介绍了以更低成本生产用于补强橡胶

的改性炭黑的工艺，它具有优秀的ｔａｎδ二氧化硅
温度依存性和极好的耐磨性能，并且不会因为导

电率低而出现问题。在本用于橡胶补强的改性炭

黑的生产工艺中，在使炭黑粒化的步骤中，将水分

散二氧化硅加入到炭黑中，用成粒机使炭黑成粒

状，用于橡胶补强的含表面处理炭黑的胶料的生

产工艺包括有，用凝固剂凝固由以下成分所组成

的混合物：（ａ）１００重量份的二烯橡胶组分固体成
分和（ｂ）１０～２５０重量份的含橡胶补强用炭黑的
浆液或（ｂ＇）１０～２５０重量份的用以上方法所生产
的改性炭黑。

２０１４１１４　生产用于纳米工程碳材料的前体溶液
和溶胶凝胶的方法以及由其形成的纳米工程碳材

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制造纳米工程碳材料（如

碳气凝胶和碳干凝胶）的方法，以及制造用于制备

该纳米工程碳材料的前体溶液和溶胶凝胶的方

法。该用于制备前体溶液的方法是将一种交联剂

加入到一种包含间苯二酚化合物的组分混合物

中。一种用于制备溶胶凝胶的方法是对前体溶液

进行至少一种热处理。还介绍了用前体溶液以及

溶胶凝胶生产纳米工程碳材料的方法和使用这些

纳米工程碳材料的方法。所得到的纳米工程碳材

料可以在一系列产品（包括超级电容器应用、高表

面积电极、燃料电池、和脱盐系统）中使用。

２０１４１１５　制备含碳材料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由前体制备含碳材料或涂

层的方法。烃氧化形成前体在将氧化剂加入前体

和前体的溶剂的混合物中时发生。烃的氧化得到

不溶于溶剂中且不可熔融的组分。如果混合物中

有固体颗粒，则不溶于溶剂中的组分可进一步涂

覆固体颗粒。通过与混合物中的液体分离而回收

的固体的碳化提高了不溶于溶剂中的组分的碳重

量百分比。用该方法能生产具有含碳材料或涂层

且适用于电极中的产物。

２０１４１１６　超纯合成碳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具有高表面积和高孔隙率

的超纯的合成碳材料、超纯的聚合物凝胶以及包

含该超纯的合成碳材料和超纯的聚合物凝胶的装

置。该超纯的合成碳材料在许多装置中得到应

用，例如在双电层电容器装置和电池中。还介绍

了制备该超纯的合成碳材料和超纯的聚合物凝胶

的方法。

２０１４１１７　用于能量储存的中孔径碳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形成于能量储存装置中的

电极表面上的中孔径碳材料以及形成该中孔径碳

材料的方法。该中孔径碳材料用作能量储存装置

中的高表面积离子夹层介质，且该中孔径碳材料

由ＣＶＤ沉积的碳富勒体“洋葱状物”以及碳纳米
管所组成，这二者在富勒体／碳纳米管混合基质中
互连。富勒体／碳纳米管混合基质是高孔隙度材
料，这种高孔隙度材料可将锂离子保留在可用于

储存大量电能的浓度中。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

例，该方法包含气化高分子量碳氢前体并且将该

蒸气引导至导电基片上，以在该导电基片上形成

中孔径碳材料。

２０１４１１８　具有改进的小孔结构的含碳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增加多孔活性碳的间隙孔

体积的方法，该方法包括用金属氧化物或金属氧

化物前体涂覆多孔活性碳以形成处理过的活性

碳；以及在干燥的气氛中煅烧处理过的活性碳，持

续一定时间并在足以提高处理过的活性碳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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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体积的温度下进行煅烧。本发明还介绍了这样

一种活性碳，其总间隙孔体积约为０１０ｃｍ３／ｇ～
０２５ｃｍ３／ｇ，每总孔体积中的间隙孔的体积百分比
至少约为１５％～３５％。还介绍了根据本发明生产
的得以改进的活性碳、含这种活性碳的卷烟过滤

嘴。

２０１４１１９　微孔碳材料及其形成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微孔碳材料的形成方法，

它结合固体形式的碳前体和固体形式的活化反应

剂，以形成混合物，球磨混合物以形成一种复合

物，并在球磨之后，同时活化和碳化该复合物以形

成微孔碳材料。微孔碳材料包括固体形式的碳前

体和固体形式的活化反应剂的反应产物。微孔碳

材料限定了许多微孔、许多中孔和许多大孔。其

中，基于１００体积份的微孔碳材料，微孔碳材料中
的许多微孔的存在量为大于或等于约９０体积份。
该微孔碳材料的表面积为约１４００～３４００ｍ２／ｇ。

２０１４１２０　炭黑、橡胶组合物和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炭黑，其特征在于通过使

用紫外线的光散射法获得的炭黑的聚集体尺寸分

布的标准偏差 σ满足表达式（１）：σ＜－４８７×
（２４Ｍ４ＤＢＰ／Ｄｓｔ）＋１６１８（１）。在式 （１）中，
２４Ｍ４ＤＢＰ表示压缩样品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吸收
量（ｃｍ３／１００ｇ），Ｄｓｔ（ｎｍ）表示对应于通过离心沉
降法获得的聚集体分布中的最频值的斯托克斯当

量直径。该炭黑能够改进轮胎的耐磨耗性和低滚

动阻力。本发明还介绍了共混有该炭黑的橡胶组

合物和使用该橡胶组合物的充气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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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博特推出塑料用及轮胎用炭黑新品

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卡博特公司近期推出了

一系列塑料用特种炭黑，以及两款轮胎用炭黑新

品种。

ＶｕｌｃａｎＸＣｍａｘ系列高导电特种炭黑应用于
塑料行业，用户要求炭黑配合量尽可能低，而同

时又具有高导电性。卡博特表示，这些产品基

于公司专有的炉法炭黑工艺，被专门设计成为

具有独特的粒子形态。据称，该产品可提供炭

黑所能实现的最高导电率范围，以及极好的纯

净度和质量一致性。另外，卡博特还推出了一

系列新的导电浓缩料，补充其现有的 Ｃａｂｅｌｅｃ导
电复合料产品。

卡博特新推出的两款轮胎用炭黑是ＰｒｏｐｅｌＥ７
和ＰｒｏｐｅｌＤ１１。据称，ＰｒｏｐｅｌＥ７炭黑旨在降低轮胎
的滚动阻力，提高车辆的燃油经济性。卡博特的

实验室测试表明，与该公司对卡博特 Ｖｕｌｃａｎ７炭
黑的同一测试相比，ＰｒｏｐｅｌＥ７炭黑可使典型胎面
胶料的滞后（能量损失）降低 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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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ｅｌＤ１１炭黑旨在提供
高度的胎面耐久性，能够赋予橡胶高度的补强作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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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ｅｌＤ１１炭黑
相对于卡博特 Ｖｕｌｃａｎ１０Ｈ炭黑，其在天然橡胶胶
料内的耐磨性提高１０％。该产品非常适合用于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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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罗投资升级印度两家轮胎厂

据英国《轮胎及配件》７月２日消息，阿波罗
轮胎公司董事会已批准向印度两家轮胎工厂投资

３４亿美元的项目。
这些资金将用于对泰米尔纳德邦钦奈的子午

线卡车轮胎厂扩产和现代化，以及于喀拉拉邦卡

拉玛瑟里（Ｋａｌａｍａｓｓｅｒｙ）的斜交卡车轮胎厂转产特
种／工业轮胎。据悉，已建成４年的钦奈工厂产能
将提升近５０％至８９００条，这反映出了市场需求改
善的乐观前景，该工厂的投资回报好于迄今的预

期。

阿波罗未透露卡拉玛瑟里工厂转产计划的细

节。两年前，该公司宣布拟向１９年前建立的工厂
投资５５００万美元，生产越野轮胎并提高其生产能
力。董事会还授权公司通过增发筹集２亿美元的
资金，此计划尚需得到股东大会批准。 （阿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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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０９１　橡胶用沉淀法白炭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介绍橡胶用沉淀法白炭黑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沉淀法白炭黑聚集结构的控制方式有添加表

面活性剂、用合适的酸作沉淀剂、二次法沉淀和减

少白炭黑表面羟基等。沉淀法白炭黑分散性的测

试方法有光学显微镜法和粒径分布测定法。轮胎

用白炭黑主要为易分散性白炭黑和高分散性白炭

黑。白炭黑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淘汰落后产能，

开发补强性和分散性更好的新品种，尤其是能显著

降低轮胎滚动阻力的高分散性沉淀法白炭黑。

２０１４０９２　不同粒径炭黑对宽温域高阻尼橡胶材
料阻尼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炭黑的粒径和用量对硫黄硫化的天然

橡胶／异戌橡胶／顺丁橡胶（质量比 ５０／３０／２０）宽
温域高阻尼橡胶材料结合胶含量、阻尼性能和力

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炭黑的粒径越大，其形

成的结合胶含量越少，宽温域高阻尼橡胶材料硫

化胶的损耗因子最大值越大，阻尼性能就越好。

随着炭黑粒径的增大，硫化胶的拉伸强度、扯断伸

长率、邵尔Ａ硬度逐渐减小，力学性能有所降低；
在填充相同粒径炭黑的情况下，随着炭黑用量的

增加，硫化胶的拉伸强度、扯断伸长率、邵尔 Ａ硬
度逐渐增大，力学性能有所提高。

２０１４０９３　硫化胶中防焦剂ＣＴＰ的高效液相色谱
检测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分散防焦剂 ＣＴＰ
及其在硫化胶中的分解产物，并采用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ＧＣ／ＭＳ）分析方法确定硫化胶中防焦剂
ＣＴＰ分解产物，建立硫化胶中防焦剂ＣＴＰ的ＨＰＬＣ
分析方法。

２０１４０９４　纳米 ＳｉＯ２／聚丙烯酸酯复合防锈乳液

的合成研究

采用原位无皂乳液聚合法，以改性纳米二氧

化硅粒子为反应活性中心，取代传统乳液聚合中

的乳化剂，以磷酸酯为功能单体合成了纳米二氧

化硅／聚丙烯酸酯复合防锈乳液。结果表明：所制
备的乳液反应体系稳定，乳液粒径约为１００ｎｍ，当
纳米二氧化硅用量为主单体质量的４％ ～６％，磷
酸酯功能单体用量为主单体质量的２％ ～４％时，
乳液综合性能最佳。以该乳液为基料制备的水性

防锈涂料防锈性能优异，经 ２４０ｈ耐盐雾试验测
试，钢板表面无泡无锈蚀产生。

２０１４０９５　高结构炭黑表面自由能的研究
采用反相气相色谱法分别对高结构炭黑

ＣＤ２１１７和ＣＲＸ２１２５以及普通炭黑 Ｎ３３０和 Ｎ５５０
的表面自由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炭黑比

表面积的增大，其色散自由能也增大。炭黑比表

面积与其色散自由能的线性相关因数为０８３９３２，
两者间的相关性较好。经过不同温度热处理的高

结构炭黑，其表面含氧官能团脱落，色散自由能变

大；而经过氧化处理的高结构炭黑，其表面含氧官

能团增多，氧化处理后的色散自由能减小，说明含

氧官能团并非吸附橡胶的活性中心。

２０１４０９６　微孔刚玉的制备及其对铝镁浇注料性
能的影响

在采用多孔介质模型进行微孔骨料孔径数值

模拟设计的基础上，分别以 α－Ａｌ２Ｏ３微粉、工业
Ａｌ２Ｏ３细粉、α－Ａｌ２Ｏ３微粉 ＋ＣａＣＯ３细粉为原
料，通过湿磨工艺分别制备了三种微孔刚玉骨料

Ａ１、Ａ２、Ａ３，并分别以平均孔径约０６μｍ的Ａ１和
Ａ３两种微孔刚玉为骨料制成轻质铝镁浇注料，与
采用板状刚玉骨料制备的普通铝镁浇注料进行了

性能对比。结果表明；１）以 α－Ａｌ２Ｏ３微粉、工业

３３第４期　　　　　　　　　 　　　　　　馆　藏　文　献



Ａｌ２Ｏ３细粉等为主要原料，在１８００℃以上烧结可
获得体积密度为 ３１～３５ｇ·ｃｍ－３、显气孔率约
５％、闭口气孔率为８％～１３％的微孔刚玉骨料，其
８００℃的热导率比板状刚玉的小；２）与普通铝镁
浇注料相比，两种轻质铝镁浇注料的显气孔率较

大，体积密度较小，１５００℃处理后的强度较高，线
变化率较小，在６００和８００℃时的热导率明显较
小；３）与普通铝镁浇注料相比，含 Ａ１骨料的铝镁
浇注料渗透指数偏大，含Ａ３骨料的铝镁浇注料的
侵蚀指数稍大，但渗透指数小。

２０１４０９７　绿色轮胎用橡胶材料的研究进展
介绍绿色轮胎用橡胶材料的研究进展。天然

橡胶改性、溶聚丁苯橡胶改性、乳聚丁苯橡胶改

性、稀土顺丁橡胶结构调整、聚氨酯和改性卤化丁

基橡胶应用等对发展绿色轮胎意义重大。

２０１４０９８　茂名油页岩渣制备白炭黑的实验研究
以茂名油页岩灰渣为原料，采用酸碱离法成

功地制备了白炭黑。实验研究了影响白炭黑产率

各种因素，确定了白炭黑的制备最佳工艺为：７０％
Ｈ２ＳＯ４、反应温度９０℃、反应时间３ｈ，ＳｉＯ２的产率
为２８８％。白炭黑产品中的ＳｉＯ２纯度为９０４％，
经ＦＴ－ＩＲ检测化学结构为水合二氧化硅，经ＴＥＭ
观察形貌为无定型状态，粒径在６０μｍ以下，产品
比表面积为１０５ｍ２／ｇ，ｐＨ值为５～６，加热减量为
５７５％，１０００℃灼烧量为６１％，制备的白炭黑质
量符合行业标准ＨＧ／Ｔ３０６１－１９９９的要求。

２０１４０９９　富勒烯烟灰萃余物的二氧化碳活化及
其电化学性能

以富勒烯烟灰萃余物（ＤＦＳ）为前驱体，ＣＯ２为
活化剂，制备出高比表面积纳米级颗粒炭

（ＡＤＦＳ）。采用 ＴＥＭ、ＸＲＤ、氮气吸附技术对材料
进行结构表征。研究产品作为电化学电容器电极

材料的性能，考察制备工艺及条件对材料性能的

影响。结果表明：活化温度和时间是影响产品比

表面积和孔结构的主要因素。ＡＤＦＳ作为电化学
电容器电极材料表现出理想的双电层性能和优异

的快速充放电性能：经１１７３Ｋ，ＣＯ２活化２ｈ的样

品，在４００ｍＶ·ｓ－１扫描速率下，循环伏安曲线依然
表现为准矩形特性，在４Ａ·ｇ－１的电流密度下材料
的质量比电容为１２６Ｆ·ｇ－１。

２０１４１００　炭黑／酚醛树脂增强丁腈橡胶／氯丁橡
胶并用胶的性能

采用炭黑与酚醛树脂复合增强体系对丁腈橡

胶／氯丁橡胶（ＮＢＲ／ＣＲ）并用胶进行增强，研究了
其用量对并用胶硫化特性、力学性能及动态力学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保持炭黑与树脂总量不

变，用酚醛树脂代替部分炭黑后，ＮＢＲ／ＣＲ并用胶
的加工性能提高，硫化速率降低，硫化时间延长。

当酚醛树脂代替１０份炭黑时，并用硫化胶的拉伸
强度最大，说明炭黑与树脂具有协同作用。树脂

用量相同时，随着炭黑用量的增加，ＮＢＲ／ＣＲ并用
硫化胶的Ｐａｙｎｅ效应增强。

２０１４１０１　表面改性白炭黑增强溶聚丁苯橡胶的
性能

研究了增强剂种类、普通白炭黑及硅烷偶联

剂双（γ－三乙氧基硅基丙基）四硫化物（Ｓｉ６９）改
性白炭黑对溶聚丁苯橡胶（ＳＳＢＲ）性能的影响，并
对白炭黑表面改性的２种方法进行了对比。结果
表明，普通白炭黑对 ＳＳＢＲ的增强作用不如炭黑。
填充硅烷偶联剂 Ｓｉ６９表面改性白炭黑，与填充未
改性白炭黑相比，ＳＳＢＲ混炼胶的加工安全性提
高，硫化速率加快；ＳＳＢＲ硫化胶的力学性能、回弹
性、耐磨性和抗湿滑性提高。与直接加入法改性

白炭黑相比，预处理法改性白炭黑填充ＳＳＢＲ的力
学性能更好，且胶料具有更好的硫化特性和耐磨

性能以及更低的滚动阻力。

２０１４１０２　炭黑在橡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新进展
概述了炭黑的增强作用机理，介绍了炭黑在

橡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新进展，提出了其今后的

发展建议。

２０１４１０３　不同粒径和结构度炭黑填充集成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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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研究

研究不同粒径和结构度炭黑填充集成橡胶

（ＳＩＢＲ）的性能。结果表明：高结构度的ＢＬ系列炭
黑和大粒径的炭黑Ｎ７７４均使ＳＩＢＲ胶料的焦烧时
间和硫化时间延长；随着炭黑结构度的提高，胶料

的门尼粘度和交联密度增大；结构度最高的炭黑

ＢＬ３０２填充硫化胶的定伸应力最大，耐老化性能最
好；结构度大、粒径小的炭黑 ＢＬ２０１填充胶料的
Ｐａｙｎｅ效应最强，生热也较大；在０℃下炭黑 Ｎ７７４，
Ｎ６６０，Ｎ５５０，Ｎ３３０，Ｎ２２０，ＢＬ２０１，ＢＬ１０１，ＢＬ３０２填充
硫化胶的损耗因子依次减小，抗湿滑性能下降。

２０１４１０４　白炭黑／炭黑并用对溶聚丁苯橡胶／顺
丁橡胶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白炭黑分别与３种不同牌号的炭黑并
用对溶聚丁苯橡胶／顺丁橡胶（ＳＳＢＲ／ＢＲ）复合材
料硫化特性、力学性能、压缩生热、耐切割性能、耐

磨性能、抗湿滑性能以及动态力学性能等的影响。

结果表明，白炭黑与炭黑并用后，胶料的焦烧时间

缩短，填料网络结构增强，生热和滚动阻力升高，

力学性能提高，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耐切割性能

和抗湿滑性能下降；随着并用炭黑粒径的增大，胶

料的焦烧时间缩短，生热和滚动阻力降低，耐磨性

能和抗湿滑性能下降。

２０１４１０５　ＳｉＯ２微粉悬浮液的流变性能
利用流变仪按旋转法研究了高固含量ＳｉＯ２微

粉悬浮液的流变性，考察了固含量（其质量分数分

别为５０％、６０％）、分散剂（六偏磷酸钠、高效减水
剂ＦＳ２０）和悬浮液温度（分别为２０、４０、６０、８０℃）
对 ＳｉＯ２微粉悬浮液流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ＳｉＯ２颗粒表面的 Ｓｉ－ＯＨ键对其流变性能影响很
大，固含量、分散剂和温度都能影响 Ｓｉ－ＯＨ键，改
变颗粒间的作用力，从而改变悬浮液的流变性；高

固含量的 ＳｉＯ２微粉悬浮液属于塑性流体，在低剪
切区内，悬浮液流变特性满足Ｃａｓｓｏｎ模型，黏度降
低主要发生在这个区域；六偏磷酸钠和 ＦＳ２０的加
入都能有效改善 ＳｉＯ２微粉悬浮液的流变性，而
ＦＳ２０的分散效果更好；２０～４０℃时，提高温度促

进了悬浮液流变性，４０～８０℃时颗粒间发生脱水缩
合反应使悬浮液流变性不稳定，在８０℃时，脱水缩
合反应剧烈且趋于完成，流变性能又趋于稳定。

２０１４１０６　选择性还原氧化石墨烯
还原氧化石墨烯已被广泛用于制备基于石墨

烯的材料。目前，还原处理方法均是尽可能地将

氧化石墨烯中的功能团去除，恢复石墨烯的电子

结构。由于氧化石墨烯中氧基功能团（如羟基、羧

基及环氧基）不同的反应活性，氧化石墨烯是可能

通过分步的方法进行还原。利用醇溶剂如乙醇、乙

二醇、丙三醇还原氧化石墨烯，并采用不同分析手

段对样品进行表征。结果发现，在一定条件下这些

醇可选择性地还原氧化石墨烯。经这些醇的处理

后，氧化石墨烯中环氧功能团被大部分去除，而其

他的功能团如羟基和羧基仍被保留。这种选择性

去除氧化石墨烯表面功能团的方法可利于有效地

控制氧化石墨烯的还原程度、获得具有特定功能团

的石墨烯衍生物，从而扩大这类材料的使用范围。

２０１４１０７　有利于混炼生产线清洁的炭黑散装袋
运输系统

使用散装袋供料系统取代传统大贮仓存储系

统及气力输送供料系统输送炭黑等物料，减少了

粉尘污染，节省了贮存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企

业竞争力得到提升。

２０１４１０８　炭黑分散性对轮胎胎面胶性能的影响
研究炭黑分散性对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胎面

胶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密炼排胶温度和

密炼能耗可以提高炭黑的分散性；炭黑分散性提

高，有利于改善胶料的加工工艺性能和加工安全

性能，提高物理性能和耐磨性能，降低生热。

２０１４１０９　加入碳纤维对铝碳耐火材料性能及显
微结构的影响

为了提高铝碳耐火材料的性能，以电熔白刚

玉（３～１、≤１ｍｍ）为骨料，电熔白刚玉（≤
００７４ｍｍ）、鳞片石墨（≤０１５ｍｍ）为基质，Ｓ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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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氧化剂，热固性酚醛树脂为结合剂，碳纤维为

添加剂，制成铝碳耐火材料，研究了碳纤维添加量

对相组成、显微结构、常温物理性能、高温抗折强

度和抗氧化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１）经２２０℃
处理后，碳纤维与树脂结合紧密；１１００℃处理后，
碳纤维与树脂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碳纤维表面

未蚀变，但其表面有少量碳化硅晶须生成；１４００℃
处理后，碳纤维表面发生蚀变，形成 Ｃ－Ｓｉ系物
质，同时其表面形成大量碳化硅晶须；２）碳纤维在
不显著改变铝碳耐火材料显气孔率和体积密度的

基础上，能显著提高试样经２２０℃和１４００℃处理
后的常温耐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及１４００℃下的高
温抗折强度；３）碳纤维的加入使铝碳耐火材料抗
氧化性能下降。

２０１４１１０　炭黑表面改性对硅酸锆包裹炭黑色料
的影响

本文以无水四氯化锆和正硅酸乙酯为前驱

体，氟化锂为矿化剂，炭黑为着色剂，研究了炭黑

的硝酸氧化改性和表面活性剂改性对炭黑悬浮液

的稳定分散和硅酸锆包裹炭黑（ＺｒＳｉＯ４／Ｃ）色料黑
度的影响。电动电位（Ｚｅｔａ电位）、红外（ＦＴＩＲ）、
白度仪、扫描电镜（ＳＥＭ）、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
分析测试的结果表明：硝酸氧化改性炭黑表面含

氧官能团增多，并且颗粒表面带电量发生改变，有

助于炭黑的悬浮和硅酸锆对炭黑的包裹；聚乙烯

醇缩丁醛（ＰＶＢ）的空间位阻作用和增大体系粘度
的双重效应有利于炭粉在乙醇中的稳定悬浮；聚

乙烯吡咯烷酮（ＰＶＰ）、十二烷基硫酸钠（ＳＤＳ）和十
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ＣＴＡＢ）通过静电机理和空
间位阻作用使炭粉在水中稳定悬浮，但考虑到对

炭黑悬浮液 Ｚｅｔａ电位的改变，ＰＶＰ和 ＳＤＳ更有利
于硅酸锆溶胶对炭黑的包裹。

２０１４１１１　ＳｉＯ２微粉对水合氧化铝结合刚玉质浇
注料中温烧结性能的影响

刚玉质浇注米的基本配比（ｗ）为：６～３、３～１、
≤１、≤００４５ｍｍ的板状刚玉分别为２０％、３０％、
２０％、２２％，活性 ＡｌＯ３微粉和水合氧化铝分别为

３％和５％。以５％（ｗ）ＳｉＯ２微粉等量替代基本配
比中≤００４５ｍｍ的板状刚玉粉，研究了ＳｉＯ２微粉
对水合氧化铝结合刚玉质浇注料中温（６０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烧结的影响。此外，分别将水合氧化铝
及质量比为１：１的ＳｉＯ２微粉和水合氧化铝的混合
物各加适量的水制备成浆体，用 ＳＥＭ对比观察
１１０℃烘干和８００℃处理后的显微结构变化。结
果表明：１）在１１０℃烘干的情况下，ＳｉＯ２微粉不仅
填充了颗粒间隙，还同水合氧化铝的水化物形成

交错互锁的网状结构，提高了含 ＳｉＯ２微粉浇注料
的烘干强度；２）ＳｉＯ２微粉在８００℃能促进颗粒间
的烧结，增强了颗粒间交错互锁的结合能力，使得

含ＳｉＯ２微粉的浇注料中温强度显著提高。

２０１４１１２　耐火浇注料透气性研究现状
介绍了耐火浇注料中透气结构、透气度计算

方程和透气度测量方法，总结了耐火浇注料透气

性的影响因素，指出了目前耐火浇注料透气性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重点。

２０１４１１３　纳米白炭黑增强丁苯橡胶材料的制备
与表征

采用正硅酸四乙酯为二氧化硅前驱体，纳米

二氧化硅前驱体反相微乳液与溶聚丁苯橡胶原胶

溶液共混原位反应生成纳米二氧化硅，使二氧化

硅微粒均匀分散在溶聚丁苯橡胶原胶液中，形成

二氧化硅纳米级分散的溶聚丁苯橡胶溶液，最后

经过汽提干燥工艺，得到二氧化硅纳米级分散的

丁苯橡胶／纳米二氧化硅绿色轮胎母炼胶。对制
备出的复合材料进行 Ｘ射线衍射、扫描电子显微
镜等测试分析，发现制备出的二氧化硅的平均粒

径为４０４ｎｍ。同时，制备出的二氧化硅被丁苯橡
胶很好地包裹在内，均匀地分散在丁苯橡胶内。

２０１４１１４　防污闪氟碳涂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针对现有防污闪涂料寿命短、难复涂的问题，

以ＦＥＶＥ氟碳树脂为成膜物，以纳米气相 ＳｉＯ２、微
米聚四氟乙烯蜡粉、纳米金红石型ＴｉＯ２等为填料，
与钛酸酯偶联剂及其他功能助剂制备了一种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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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污闪氟碳涂料。按国家与电力行业相关标准对

其进行了理化与电气性能检测、户外曝晒及带电

运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新型防污闪氟碳涂料

的耐候性、耐化学药品性、附着力、硬度等符合国

家ＤＬ／Ｔ６２７－２０１２要求，涂层水性接触角超过
１２０℃，体积电阻率、击穿场强、耐漏电起痕及电蚀
损、相对介电常数与介电强度等电气性能满足防

污闪要求；带电运行试验表明：涂覆防污闪氟碳涂

料的绝缘子污秽严重程度可控制在Ｅ１内，运行中
未出现刷状放电情况。试验表明：新型防污闪氟

碳涂料性能优良，可以应用于高压绝缘子防污闪。

２０１４１１５　聚氨酯／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
石墨烯以其独特的结构和优异的性质，使其

聚氨酯纳米复合材料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介绍

了石墨烯／聚氨酯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讨
论了石墨烯／聚氨酯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综述了石墨烯／聚氨酯纳米复合材料的主要应用。

２０１４１１６　超细白炭黑的表面改性研究
在反应器中，以乙醇为分散剂，以六甲基二硅

胺烷为改性剂，自制超细白炭黑为原料，初步确定

了超细白炭黑表面改性的最优工艺条件为：反应

温度８５℃，改性剂用量２％，反应时间１００ｍｉｎ，预
处理温度 ２００℃，预处理时间 ２ｈ。改性白炭黑
ＸＲＤ分析显示，其表面改性并不会改变白炭黑的
无定形态，ＳＥＭ分析可知改性后的白炭黑具有很
好的分散性。

２０１４１１７　顺丁橡胶和白炭黑对炭黑／天然橡胶复
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试验研究顺丁橡胶（ＢＲ）和白炭黑对炭黑／天
然橡胶（ＮＲ）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
炭黑／ＮＲ复合材料相比，炭黑／ＮＲ／ＢＲ胶料的焦
烧时间略有缩短，交联程度增大，硫化胶的３００％
定伸应力增大，压缩生热降低，抗切割性能下降，

耐磨性能提高，滚动阻力减小；炭黑／白炭黑／ＮＲ
胶料的交联程度减小，硫化胶的拉断伸长率和撕

裂强度明显增大，压缩生热略有升高，抗切割性能

和耐磨性能提高，滚动阻力增大（须通过加入偶联

剂予以改善）。

２０１４１１８　白炭黑加工改质剂ＡＴＥ－Ｗ在全钢载
重子午线轮胎中的应用

研究白炭黑加工改质剂ＡＴＥ－Ｗ在全钢载重
子午线轮胎中的应用。结果表明：在胎面胶中加

入白炭黑加工改质剂 ＡＴＥ－Ｗ，可明显改善白炭
黑的分散性，提高胶料的加工性能，降低混炼能耗

和排胶温度，对硫化胶的物理性能无不良影响，可

提高胎面胶的抗湿滑性能，对成品轮胎的强度和

耐久性能无影响；白炭黑加工改质剂 ＡＴＥ－Ｗ的
应用效果略优于白炭黑分散剂ＳＴ。

２０１４１１９　不同炭黑填充溶聚丁苯橡胶的性能研究
研究不同粒径炭黑对溶聚丁苯橡胶（ＳＳＢＲ）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结构度高的炭黑填充 ＳＳ
ＢＲ混炼胶的加工性能较差；高结构度 ＢＬ系列炭
黑填充ＳＳＢＲ硫化胶的定伸应力、拉伸强度、撕裂
强度和补强因子均比低结构度炭黑 Ｎ２２０和 Ｎ３３０
填充硫化胶高；炭黑 ＢＬ２０１，ＢＬ１０１，ＢＬ３０２，Ｎ２２０
和Ｎ３３０填充ＳＳＢＲ混炼胶的剪切储能模量和剪切
耗能量依次减小，ＢＬ系列炭黑填充 ＳＳＢＲ硫化胶
在０℃下的损耗因子较小，抗湿滑性能较差。

２０１４１２０炭黑对镁质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以配料组成（ｗ）：≤３ｍｍ的高纯镁砂８２％、

≤３μｍ的ＳｉＯ２微粉６％、≤００４３ｍｍ的ＳｉＣ微粉
９％、≤００４５ｍｍ棕刚玉微粉３％、≤００４５ｍｍ的
Ａ１粉０５％（外加）为基础配方，用炭黑替代部分
镁砂粉研究了炭黑添加量（ｗ）为０、０２％、０４％、
０６％时对镁质浇注料施工性能、力学性能及抗渣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加水量一定的情况下，

随着炭黑加入量的增加，浇注料的流动性能逐渐

降低；干燥后试样的抗折强度和耐压强度均高于

１５００℃３ｈ热处理试样的；不同气氛下烧结，浇注
料的抗渣性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在炭黑加入量

为０２％ ～０４％（ｗ）时，浇注料具有较好的常温
物理性能及抗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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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年美国轮胎业将开始

出现炭黑短缺

　　日前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希尔顿海德岛举
行的第３０届克莱姆森大学轮胎行业年会上，Ｓｉｄ
·理查森炭黑公司负责营销的副总裁金格雷

（ＧｒｅｇｏｒｙＫｉｎｇ）表示，如果当前推测的趋势保持
稳定，美国轮胎行业最早将在 ２０１６年开始出现
炭黑短缺。

另外，悬而未决的美国环境保护署（ＥＰＡ）相
关法规，十有八九会招致美国炭黑行业成本的上

升，从而关闭其国内炭黑产能。金格雷的推测是

基于西蒙顾和管理咨询公司（Ｓｉｍｏｎ－Ｋｕｃｈ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的分析和市场模型，以及由 Ｎｏｔｃｈ咨询集
团作出的产能和需求估计作出的。目前，美国和

墨西哥的炭黑名义产能达２１０万吨／年。
然而，ＥＰＡ控制美国炭黑设施排放的二氧化

硫及氮氧化物的努力，将导致其国内产能２０２０年
下降至约１８６万吨。根据 Ｎｏｔｃｈ咨询公司不久前
的统计，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２０年北美轮胎工业新的投
资额达５０亿美元，而其中有４７亿美元投在美国。
对２０２０年的市场需求预计显示，届时美国的炭黑
产量将短缺２１万吨左右。“只要所有厂商的轮胎
扩产计划按假定的推进，２０１６年就将开始出现炭
黑短缺。”金格雷说，“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国内炭黑供
需将会失去平衡。”

美国的炭黑生产商当中，卡博特公司与 ＥＰＡ
已经就环保问题达成了和解协议。卡博特同意

对其在美国的两个炭黑厂投资约 ９０００万美元，
将把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 ８０％ ～
９０％。该公司将在今后几年履行这一协议。据
称，Ｓｉｄ？理查森公司和其它美国炭黑生产商正
在主动配合环保署，讨论如何削减这些污染物的

排放量。

金格雷表示，虽然有许多方法来减排氮氧化

物和二氧化硫，那些倾向于赞同进口的炭黑生产

商，比如卡博特公司，很可能会选择关闭其在美国

本土的工厂。对于Ｓｉｄ·理查森公司而言，关闭美
国的工厂则不是一个选项。不过，该公司在实现

环保局希望的减排目标方面将面临一些困难。

“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问题的关键是安装湿法洗涤

塔。”金格雷介绍说，该公司在德克萨斯州西部地

区现有两个工厂，只是目前无法确定是否有足够

的水源来吸收所有的排放物。也许可以考虑空气

预热或其它选项，或是找到耗用更少的石油

的方法。

无论情况如何，由于运行成本超过了资本成

本，都可能增加炭黑行业的生产成本。

金格雷预计，面对美国炭黑产量逐年减少的

局面，世界头号炭黑大国中国的产品势必会趁虚

而入。他指出，中国现今估计有１００余家炭黑生
产企业。其中一些属于家族经营式的企业，生产

出来的炭黑质量堪忧。不过，世界主要的炭黑制

造商在中国都设有工厂，因此中国也不乏品质优

良的炭黑产品。中国向美国和世界炭黑市场的扩

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价格驱动的。来自中国的炭

黑相比美国生产的炭黑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这

是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的钢铁市场，可以把钢铁企

业副产的煤焦油用于生产炭黑。据称，中国生产

的炭黑其成本每千克比美国生产的炭黑约低００９
～０１１美元，完全可以抵消远涉重洋的货运成本，
从而主导美国的炭黑市场。 （安琪）

博拉携手山东晨阳建２４万吨
炭黑项目

　　印度博拉集团旗下的科伦比恩化学（潍坊）
公司和山东晨阳炭素公司合资组建科伦比恩（济

宁）化学公司，其中外方出资额占８０％。该项目
选址于山东济宁市济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占

地１５万平方米，建设总规模为年产 ２４万吨炭
黑；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各为

１２万吨。总投资约１５２亿美元，一期工程投资
９９４５万美元，二期工程投资５２７１万美元。一期
工程预计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投产；二期工程于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运行。

随着完成对美国科伦比恩化学公司的收购之

后，博拉集团炭黑年产能力约达２００万吨，年销售
额近 ２０亿美元。目前，该公司在美洲、欧洲、泰
国、韩国和中国等地拥有１７家炭黑工厂。其中，
在中国有辽宁营口和山东潍坊两家工厂，合计产

能为１２万吨，仅占中国炭黑总产能的２％。因此，
印度博拉集团急需增加产能，扩大在中国的市场

份额。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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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博特１季度净利润增长３３３％

２０１４年１季度，美国卡博特公司的净销售额
达８９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９％；归属于该公司的
净利润为３６００万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３％。

橡胶用炭黑业务的业绩，主要是由于需求量

的提升和中国与墨西哥增加的新产能，使销售量

增加１５％，２０１４年１季度的的息税前利润提高了
１５％，增加了１９００万美元。原材料采购费用的节
省和尾气利用的投资收益，也推动１季度盈利的
改善。由于本季度中国农历新年假期的影响和南

美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恶化致使销售量减少２％，从
而使息税前利润减少了 ３００万美元。今年 １季
度，该公司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炭黑企业的息税

前利润的增长率分别为：日本１４％、南亚１２％、中
国５％、欧洲中东及非洲 ９％、北美 ７％，而南美
为－７％。 （袁丁）

去年我国炭黑表观消费量４０７万吨

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统计，２０１３年，
全国炭黑产量为４７０２２万吨，出口量为７１９９万
吨，进口量为９３９万吨，综合计算，２０１３年我国炭
黑的表观消费量为４０７６２万吨。与２０１２年的产
量４３６４４万吨相比，２０１３年产量增长了７７４％。
这是我国炭黑产量持续１０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
回落为一位数。产业集中度有所提升，产量在 ５
万吨以上企业有２８家，合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８７５％。

２０１３年，全国炭黑产能为６２１７５万吨，新增
产能２０７５万吨，同比增长３４５％。以２０１３年产
量与２０１２年的产能之比，计算全国炭黑产能利用
率，２０１３年为７８２４％。 （尹强）

赢创沉淀白炭黑应用技术中心竣工

德国赢创工业公司新建的轮胎及橡胶用沉淀

白炭黑应用技术中心日前落成，该技术中心位于

科隆附近的韦塞林格。中心大楼建筑面积约２５００
平方米，投资达数千万欧元，耗时 １３个月竣工。
由于此前赢创的沉淀白炭黑生产及研究基地均设

在韦塞林格，并从这里向世界各地的用户供应沉

淀白炭黑，因而将应用技术中心迁往韦塞林格具

有重大意义。赢创公司表示，该中心将采用全球

规范化的严格质量管理，开展橡胶用白炭黑新产

品的研发与测试工作。 （宇虹）

美国硅砂供应商上调硅产品价格

美国橡塑新闻网消息，美国硅控股公司近日

表示，其工业和专用产品业务部正在上调大部分

硅砂和硅微粉产品的合同外价格，平均涨价幅度

约１０％。这些产品主要用于油漆、涂料、弹性体、
化学品、建筑产品及其它应用。

涨价将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６日起生效，合同另有
规定的除外。该公司表示，此次涨价有助于持续

投资提升生产能力，满足市场对其产品日益增长

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出硅砂市场供应吃紧。

（清风）

普利司通巴西分公司扩大产能

普利司通巴西分公司将投资 ６３００万美元扩
大其在巴西的轿车子午线轮胎产能。截至 ２０１５
年５月，该项目产能预计将增长２５％，超过１００００
条／天。该项目将主要集中在超高性能轮胎和轻
型卡车／ＳＵＶ轮胎上。该项目去年十月破土动工，
除了扩大产能外，普利司通还将投资１４００万美元
扩大农用轮胎的产能。该项目完工后，农用轮胎

的产能将翻番，达到６２条／天。这样，普利司通在
其产品结构中新增了六种农用车轮胎。 （唐昆）

亚太地区引领全球高岭土的需求

根据美国弗利多尼亚集团（ＦｒｅｅｄｏｎｉａＧｒｏｕｐ）
新近发布的研究报告，预计从现在起到２０１７年，
全球高岭土填料需求每年增长３３％，届时将有
望达到２８７０万吨，价值 ４４亿美元。随着全球经
济状况的改善，高岭土销量的增长将会加速，特别

是在受衰退重创的北美和西欧地区。亚太地区在

２０１２年全球高岭土需求份额中的占比最大，预计
截至到２０１７年其需求的增长也最快。高岭土消
费预计增长率最快的４个国家，即中国、印度、马
来西亚和泰国全都位于亚太地区。 （朱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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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约

《炭黑工业》（双月刊）自创刊以来，得到了广大作者的鼎力支持，刊物质量逐年提高，在炭黑

界及相关产业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为进一步办好《炭黑工业》，使之充分展示我国炭黑生产、应用领域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成

果，为我国炭黑工业的发展提供卓有成效的服务，热诚地期待各位作者一如既往，踊跃为本刊撰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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