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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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绿色轮胎用高结构炭黑三要素研究”获重大进展，有关研究成果近
期发表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通讯》等国际学术期刊上。该课题由四川理工学院陈建教授主持的团队

承担，是我国炭黑行业第一个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前后历时近１０年，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ＣＣＢＩ）
亦是协作单位。项目针对近年国际上提出的克服轮胎性能“魔鬼三角”的绿色轮胎炭黑有关原生颗粒、

纳米结构以及表面活性点进行研究，借助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扫描探针显微镜（ＤＦＭ）等高科技检测
手段，探讨了高结构炭黑的三要素对绿色轮胎性能的影响，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的观点，引起了相关业界

的广泛关注。本文系陈建教授对该项目历程的回顾及研究结果综述，特在此刊出以飨读者。

炭黑研究的基本科学问题
———炭黑研究十年回顾

陈　建
（四川理工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大约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４年间，笔者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发生了兴趣。当时笔者刚刚完成了一项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的工作，是关于合成

一种改性酚醛树脂，该树脂封闭酚羟基后耐碱性

好，储存期长，可做涂料、浸渍剂等。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强调基础研究，讲究解决科学问题，这与我

过去从事的科技工作是截然不同的。过去我从事

的全部是应用研究，产品开发，追求具体的技术指

标，或者解决某些实际生产的问题。骤然转变，那

段时间整天都在为提出科学问题而发愁，不光是

问题的科学性，提出的问题必须还要有相应的基

础、工作条件与单位的知名度、工作业绩等，已经

发表的文章要与之相关。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０７２１２５）
作者简介：陈 建（１９６３），四川自贡人，教授，主要从事炭材料

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

在一次民主党派组织的学习培训中，晚上在

荣县双溪水库边喝茶聊天时，我随口问旁边炭黑

研究院的聂绪建高工，炭黑工业有没有基本的科

学问题？我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们知道炭黑是

一种古老的纳米材料，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老祖

宗就懂得使用了，如今用在轮胎与塑料农膜中非

常普遍。聂工没有马上回答，他认真思考了一会

儿，才对我说，你可以考虑研究轮胎的“魔鬼三角”

问题———轮胎的几个基本性能相互掣肘，此消彼

长，不能同时提高：如欲提高轮胎的耐磨性就需要

多加炭黑，但多加炭黑橡胶弹性要下降，会降低乘

坐舒适性；少加炭黑弹性良好，湿滑路面的抓地能

力提高，意味着汽车安全性提高，但耐磨性能下

降，使用寿命短，轮胎经济性差。这个问题困扰着

整个汽车轮胎行业。为了克服困难欧洲开始使用

二氧化硅，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白炭黑”。白

炭黑来源于地球表面的泥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对应于炭黑需要用化石原料石油为原料油，公众

的好感是明显的，如果工艺与性能可行，在不远的

将来意味着炭黑或将面临灭顶之灾。

我听后认为可行并接受了聂工的建议，因为炭

黑同为炭，是我们炭材料的原材料之一，我们应该

是有基础的，过去我们开发抗磨炭材料，添加一部

分炭黑大幅度提高其耐磨性，这个做法中国独有，

国外一般不用，可能是炭黑较贵与工艺困难的原

因。但是真正进入前，我也有顾虑，最大的担忧是

其名字太古老，很难与现代高科技挂钩，此担心不

无道理：一个课题的名字都不够光鲜，何谈能够吸

引眼球，打动评委？选择这个题目看来需要深挖其

中的科学问题啊，靠实力说话，扬长避短，别无他法。

１第１期　　　 　　　　　　　　　陈 建．炭黑研究的基本科学问题



炭黑我们虽然自觉熟悉，然而又是如此陌生，

国内高校目前均没有制备炭黑的实验装置，因为

装备过于复杂与庞大。刚刚开始时，我记得炭黑

院邓毅工程师送了一个样过来，要求做炭黑的形

貌，我们费了很大的功夫做分散，然后用原子力显

微镜扫描出一个一个的球形原生粒子，非常满意

后送给炭研院，看后反馈说，不对呀，他们原来送

出去做的炭黑全都是葡萄串型———哦，我们明白

了，炭黑除了原生颗粒重要外，其聚集体葡萄串也

重要，后来反复做也做出了漂亮的葡萄串形貌。

查阅文献了解到，工业界近五年开发的炭黑新品

种超过历史上的总和，说明炭黑行业投资活跃，干

得多说的少，这些事实加强了我们的信心。

开展研究以来，共有１３位研究生、５０余名本
科生参与研究工作。２００４级张敬雨是第一个以炭
黑为主题的研究生，他的主要贡献是用盒子法计

算了炭黑原生颗粒与聚集体的分形值，探讨了代

表炭黑表面复杂程度的分形值与宏观补强等的相

关性，这是基于用原子力显微镜测量了炭黑原生

颗粒与聚集体的三维坐标带来的便利。过去的研

究方法，ＳＥＭ与 ＴＥＭ均只能得到平面图像，无法
完成分形计算。此后陆续有几位同学完善了分形

计算，从事计算的还有：２００８级李清静用神经网
络、小波分析对炭黑图像进行了处理，金永中老师

带领赵景浩基于 ＶｉｓｕａｌＣ＋＋建立了炭黑微观形貌
结构数据库。接下来，２００５级研究生赵金平探索
生成了炭黑结合胶，这是我送赵金平去炭黑院实

习学到的方法，在天然橡胶溶液里面直接加入炭

黑搅拌生成不再溶解于任何溶剂的结合胶，绕开

了硫化过程，它的未硫化与不可溶性证实了炭黑

与橡胶高分子链之间确实存在强烈结合，存在的

作用力比化学键弱而比分子间作用力强，莫非这

就是传说的活性点？但活性点的本质又是什么

呢？研究已经开始引人入胜，研究生黄桂蓉深入

热分析方法，对于活化能多种数学计算近似处理

熟练，例如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法、Ｏｚａｗａ－Ｆｌｙｎｎ－Ｗａｌｌ法、
ＡＳＴＭＥ６９８法，但非常遗憾的是她的处理偏向于
高温分解阶段，而我们最希望在低温３００℃左右看
到分子链是如何从炭黑上脱附而不是如何分解

的，如果实验成功就能看到所谓的“活化点”是如

何分级的。不过，后来的研究生在热分析技术上

面均没有超过黄桂荣的。

２００９级研究生伍雅峰、孟春财对炭黑形貌做
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俩自称炭黑哥俩，广泛收集了

国内外炭黑样品，包括普通高耐磨炭黑和最先进

的高结构炭黑、低滞后炭黑、纳米炭黑、双相炭黑、

高分散白炭黑等等，然后探索用原子力显微镜做

它们的形貌。这项工作枯燥而繁琐，耗时又长，因

为涉及纳米级别的分辨，白天害怕有振动，关键实

验均是在深夜进行，一张高清晰的图像往往需要

几个小时才得到，睡觉就在实验室行军床，回不去

宿舍，宿舍已经关门。他们经过辛勤努力拍出了

一批高质量的图片（附后），包括清晰的聚集体图，

１０种原生颗粒图，５种高结构炭黑树叉图。这批
图片发表的时候引起了整个行业轰动，炭黑设备

制造商青岛德固特公司总经理魏振文先生评价

说，它们堪称是近二十年炭黑方面全球最好的图

片。这批图片的主要亮点在于确定了国外近年开

发的所谓“高结构炭黑”在聚集体结构上确实有特

点，如哥伦比亚公司的 ＣＤ２１１７、２０１７，卡博特公司
的ＸＴ１０２９，炭黑院的ＤＺ２０等，它们的结构呈现树
枝状态，对比普通高耐磨与超耐磨炭黑聚集体呈

球状，相同的体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树枝状态会

挂上更多的高分子链，产生额外的补强，这或许就

是高结构炭黑赖以克服魔鬼三角的理论基础！当

然更为重要的是受此启发，可以设计更多新颖结

构的炭黑，如串状或螺旋状的炭黑。

后来我们提出了“超级炭黑”的概念，这个概

念行业还没有认可，原因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毕

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出来。沿此思路 ２０１１
级学生张华知等开展了螺旋纳米纤维的实验，合

成了单一螺距纯度很高的产品（附后），２０１３级学
生朱林英再接着做，看看性能怎么样，结果还不得

而知。２０１１级学生宋亦兰的工作是比较炭黑与白
炭黑的高温离胀热解，目的是澄清炭黑的所谓黑

白之争，中、日倾向于用炭黑，欧洲用白炭黑，美国

用双相炭黑，结果显示低温下白炭黑确有优势。

而随着温度升高白炭黑迅速失重，在６０～８０℃失
重超过炭黑，结合胶量少于炭黑，在３４０℃左右丧
失殆尽；反观炭黑，虽然低温结合胶比白炭黑低很

多，但随温度的变化不大，说明炭黑与橡胶的结合

热力学体系是比较稳定的，并不随温度而大幅度

２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变化，这一性能无疑会给客户极端条件使用炭黑

轮胎带来信心！

２０１２级研究生吴召红与２０１４级研究生罗少
伶利用 ＳＰＭ测量的三维数据，开发了数据提取软
件然后输入３Ｄ打印机器，利用３Ｄ打印技术打印
出了炭黑聚集体，供宏观研究（图１２ａ），２０１０级研
究生崔汶静利用ＳＰＭ针尖力曲线技术与反气相色
谱技术探索炭黑表面活性点。反气相色谱技术法

是炭黑行业著名科学家王梦蛟先生开发，用能量

不同的小分子溶剂做探针，先吸附后脱附。经过

崔汶静的研究，炭黑表面活性点问题不但没有清

晰反而更加令人困惑，崔汶静通过高温石墨化灭

活炭黑后，发现传统认为有可能是活性点的炭黑

表面残留不饱和的有机官能团，如羟基、脂基等均

不是活性点，这就出现了原来的活性点没有搞清，

可能的活性点被否定的情况。

研究生投入逐渐开始增加，但是随着基金申

报屡屡不中，信心未免有所下降，２００８年达到了低
潮。２０１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命中后，我的研究生全
面投入，出的研究成果也最多，近十年我指导研究

生２８名其中近半数投入了炭黑研究！
２０１０年我们申请的自然科学基金“绿色轮胎

用高结构炭黑三要素研究”项目立项，这是理工学

院自然基金空缺９年后的第一次立项，十分不易，
这也是纯粹针对炭黑产业的第一项自然基金，产

业界空前振奋（其它用到炭黑填充塑料、锂电等导

电添加剂、催化剂以及回收利用的基金较多），也

证实了基金委的判断。普通小院校一旦中了基金

后必然非常重视，我们则像诊视生命一样信守基

金任务书承诺，首先邀请炭黑界专家召开了项目

启动会，研讨项目研究的内容，笔者多次受邀在炭

黑展望会、炭黑标准会、海峡两岸炭会议上发表研

究报告，魏振文先生甚至表示愿意资助我们去国

外随其设备展做特邀报告，我们也多次参加炭国

际会议，如 Ｃａｒｂｏｎ２０１１（上海）、Ｃａｒｂｏｎ２０１２（巴
西），中日韩会议，海峡两岸炭会议（２０１２包头、
２０１３广汉、２０１４台南），国内新型炭会议等等。
２０１４年中笔者收到了基金委通知，同意项目结题，
但是项目根本就停不下来，有三个老师基本转来

作炭黑了，炭黑表面活性的问题还未澄清，新型高

结构炭黑研发等等，总体而言，该基金项目针对的

炭黑三要素开展了长达十年研究，前两要素粒径

与聚集体研究卓有成效，扫描出了清晰的原生颗

粒形貌，发现了高结构炭黑的树枝结构，但这种发

达的高结构如何生产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活性

点的本质则还没有搞清楚。

该研究项目的主要结果与结论如下。

１　ＴＥＭ图与ＤＦＭ图的比较

图１　Ｎ３３０的ＴＥＭ图

图２　Ｎ３２６的ＳＰＭ图

过去一般用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对炭黑进
行表征，ＴＥＭ是检测透过样品的电子束所带的样
品信息，它所呈现的图像是二维图像，如图 １所
示。炭黑粒子近似于圆形，但是图中的炭黑粒子

的直径相差很多，不能分辨出大的球形是单个炭

黑粒子的形貌还是聚集体的形貌。图 ２为我们
用扫描探针显微镜（ＤＦＭ）得到的图像，对比可看
出两者均较好地表现了炭黑的链串结构，炭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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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形貌清晰可见，炭黑之间聚集的程度和聚

集体形态都很直观地表现了出来，说明 ＤＦＭ完
全可以用于表征炭黑粒子的附聚体的形貌。

ＤＦＭ成本低、可在大气中成像并且可以三维成

像，这对后期的分型计算等特别有利。ＴＥＭ虽然
可放大单颗粒的图像，但是由于制样的原因，无

法观测到单聚集体，也就更无法用于找最小特征

聚集体。

!"XT1029#$%!"DZ20#$% !"CD2117#$%

!"CD2017#$% !"XT1029#$% !"DZ13#$%

&'!" &'!" &'!"

图３　普通高结构炭黑Ｎ２３４在不同视场下形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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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结构炭黑的分形结构特征
聚集体是炭黑在橡胶混炼体系中的最小实

体，也是炭黑与橡胶补强的关键。我们发现所谓

的高结构均具有“树枝状”形貌的聚集体，这种聚

集体具有高分形维值，我们推测炭黑表面纳米树

枝状结构越发达，表面缠绕和“挂”着的橡胶分子

链就越多，橡胶体中可自由活动的自由基就越少，

应变时内摩擦力减小生热低，有利于减小汽车轮

胎在高速行驶时所产生的热。由于高结构炭黑胶

料的３００％定伸应力提高，胎面变形小，可以降低

轮胎滚动阻力，从而有利于降低油耗，有利于环境

保护。另外，在安全性方面，，当轮胎在湿路面行

驶时，由于水能使轮胎的温度下降，ｔａｎδ增大，轮
胎恢复到传统炭黑填充时的安全状态，具有可靠

的附着力。而普通补强炭黑之所以补强效果相对

较差，是因为聚集体分支较少导致缠绕和“挂”住

的支点较少，使得炭黑表面的橡胶分子链较少。

因此，具有高分形特征的“树枝状”炭黑在补

强橡胶时，其补强机理有别于普通炭黑。我们提

出“橡胶分子缠绕模型”来解释“树枝状”炭黑与

橡胶分子间的界面交互作用。

!"#$

%&'#$

()*+,

()*+,

图４　普通补强炭黑和高补强炭黑的结构模型对比

３　各种标准炭黑聚集体图像

图５　ＩＲＢ５＃－Ｓ－００３－１不同扫描范围的微观图像

　　从图５的扫描图像中可以看出：当扫描范围
为５０００ｎｍ时，观察到亮度不同的炭黑颗粒以及
“口”字形、“Ｕ”字形、圆环形等聚集体图样（图
５ａ），缩小扫描范围到２０００ｎｍ，可以清楚观察到类
似“口”字形、“Ｕ”字形、圆环形的炭黑聚集体形貌
（图５ｂ），从图中可以看到构成这些图像的单元是
椭球形聚集体。变化扫描范围得到图５ｃ，从图中
更清楚的观察到聚集体是由两个或三个原生粒子

连接而成，继续将图５ｃ放大到扫描范围 １０００ｎｍ
（图５ｄ）时，观察到的结果与图５ｃ看到的完全一
致，由此，ＩＲＢ５＃－Ｓ－００３－１的聚集体为椭球形聚

集体。

３１　心形聚集体的炭黑图像
从图 ６可以看出：当扫描范围为 １０００ｎｍ

时，可以清楚的看到心形聚集体充满整个图像

（图６ａ），缩小扫描范围到５００ｎｍ（图 ６ｂ），心形
聚集体的轮廓清晰可见，初步判定心形为该种

标准炭黑的聚集体，改变扫描位置得到图 ６ｃ，
其中图中聚集体数目较少，但形态依然为心形，

当扫描范围缩小到 １００ｎｍ，扫描到单个心形聚
集体（图６ｄ），由此判定心形为 Ｄ４（Ｎ７６２）的聚
集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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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Ｖ形聚集体的炭黑图像

图６　Ｇ８（Ｎ９９０）不同扫描范围的微观图像

图７　Ｄ８（ＬＳ－Ｃａｒａｓｓ）不同扫描范围的微观图像

　　从图７扫描图像中可以看出：当扫描范围为
２０００ｎｍ时可以清楚的看到炭黑聚集体形态，图的右
上方是美丽的三分支结构，左下角形成三维坐标轴

样，它们都成 Ｖ字形，将图７ａ放大，即缩小扫描范
围到１０００ｎｍ（图７ｂ），观察到炭黑聚集体的Ｖ形分
支，这些可能该种标准炭黑的聚集体形态，将图７ｂ

的右上方放大得图７ｃ即扫描范围变为５００ｎｍ，更加
清楚地观察到Ｖ形分支，充分的说明Ｖ形为该种标
准炭黑的聚集体形态。并重新变化位置扫描（图

７ｄ），图像中的聚集体依然呈现Ｖ形结构，由此，判
定Ｖ字形为该种标准炭黑的聚集体形态。
３３　线性聚集体的炭黑图像

图８　Ｄ４（Ｎ７６２）不同扫描范围的微观图像

　　从图８的形貌图中可以看出，当扫描范围为
５０００ｎｍ时，可以看到聚集体颗粒（图７ａ），缩小扫描
范围得到清晰度很强的聚集体形态（图８ｂ），初步判
定该炭黑聚集体为线性形态。改变扫描位置观察

到许多聚集体和球状的原生粒子（图８ｃ），此时，缩
小扫描范围得到图８ｄ的聚集体形态与图８ｃ相一
致，由此判定Ｄ４（Ｎ７６２）的聚集体为线性形态。
３４　小鱼状聚集体的炭黑图像

图９　Ｄ２（ＨＳＡＦＰ）不同扫描范围的微观图像

　　从图９图像中看出：通过不断的探索发现扫描范 围为５０００ｎｍ时，可以清楚观察到炭黑的聚集体，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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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球形似天空的繁星（图９ａ）；将扫描范围缩小到
１０００ｎｍ时，观察到每一颗“星星”呈“工”字形，表面形
貌似鱼鳞（图９ｂ），猜想该种标准炭黑的聚集体位椭
圆形的聚集，变化扫描位置得到图９ｃ与图９ｂ相类
似，此时，继续变化位置观察到类似小鱼形状的炭黑

聚集体形态（图９ｄ）。从小鱼的尾部观察到小鱼的形
成并不是紧密的粘结，而是有一定的空隙，但小鱼的

形状由多个椭圆形颗粒构成。由此判定该种标准炭

黑的聚集体形状为小鱼状。

３５　“雪花状”聚集体的炭黑图像

图１０　Ｃ３（Ｎ２３４）不同扫描范围的微观图像

　　从图１０可以看出：扫描范围为２０００ｎｍ时清
晰的看到标准炭黑Ｃ３（Ｎ２３４）的形态呈雪花状（图
１０ａ），变换扫描位置发现雪花状是由更小类似蝴
蝶的分支组成（图１０ｂ），此时图１０ｂ同时存在两
个形状类似的聚集体，缩小扫描范围到 １０００ｎｍ
（图１０ｃ），可初步判断该种炭黑的聚集体为六分
支，继续扫描５００ｎｍ得到图１０ｄ的聚集体形态与
图１０ｃ相类似，由此判定Ｃ３（Ｎ２３４）的聚集体形态
为六分支雪花状。

４　热胀离解法研究炭黑／白炭黑的热稳定
性能

炭黑作为橡胶一种重要的补强剂和填充剂，

一直是橡胶轮胎应用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橡胶中

混入炭黑时，将会以炭黑为中心形成结合橡胶，这

种结构对炭黑胶料可以产生补强效果，并成为硫

化橡胶性能优劣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对普通炭黑

Ｎ３３０、Ｎ６６０，高结构炭黑 Ｎ２３４、Ｎ１１５和白炭黑 ＴＢ
－２、ＧＰ进行了实验对比，研究内容主要为利用热
胀离解法研究结合胶内部成键类型及键能大小，

实验结果如下：物理结合力大小以白炭黑为最优，

普通炭黑与高结构炭黑次之。化学吸附力及化学

结合力大小均以高结构炭黑为最优，填料表面活

性中心的成键键能大小以普通炭黑最牢固，白炭

黑最低劣。结合胶内部各种类结合力均以高结构

炭黑最为稳定，白炭黑最不稳定。３００％定伸应力
与共价键结合力强度成正比关系、拉伸强度与物

理结合力稳定性成正比、扯裂伸长率与物理结合

力大小间成正比。普通炭黑在低温下，具有优异

的回弹性能，耐久性好，滞后低，高温段表现出最

好的结合稳定性，但阻尼效应的温度范围最广，易

生热，滞后性高。高结构炭黑玻璃化温度最低，具

有最优异的低温性能，中温段具有良好的结合性

能，并具有最好的轮胎湿抓地力。白炭黑内部结

构具有最好的交联稳定性，耐久度最好，整体生热

最低，高温下表现出与结合胶一致的现象，即内部

结合键多，但多属于物理性结合，键能不高。

40 60 80 100 120 140

0.00

0.06

0.12

0.18

0.24

0.30

0.36

/

℃

N330

N660

N234

N115

TB-2

GP

!
"

#
$

%&

图１１　结合胶在溶剂中随温度的变化情况

白炭黑具有较高的物理吸附力，而高结构炭

黑具有较高的化学吸附力并且与橡胶之间有较强

的化学结合力。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与各种

填料的表面性质及其微观结构有关。白炭黑粒度

小，表面积更大，所以能与橡胶链迅速完全接触形

成无力结合力，但由于白炭黑表面的硅氧烷和硅

烷醇基团具有亲水性，决定了其与橡胶不能形成

强有力地化学结合。反观炭黑，较大的粒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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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与橡胶间的范德华力较小，但炭黑表面存在

羧基、酚羟基、内酯基等大量酸性含氧官能团，这

些亲油性的基团覆盖在炭黑表面，与橡胶形成牢

固的连接，直接决定着其结合胶内部的强烈的化

学键能。高结构炭黑是炭黑中形态特殊的一种，

其物理键能并不大，它的表面含氧官能团与活性

点数量比普通炭黑更多，加之其高结构性，使它与

橡胶链更易勾连、缠结，所以高结构炭黑的化学吸

附力与结合力在几类填料中体现最优．

５　炭黑聚集体的３Ｄ打印技术
通过扫描探针显微镜将物体的微观形貌特征

点转化为三维空间坐标系，再使用恰当的方法将

Ｅｘｃｅｌ坐标群转化为需要的点坐标系，再用软件将
这些点画出来，得到所需要的图像，然后将其转换

为块后再导成．ＳＴＬ平面印刷格式，导入打印机，修
改大小和方向，将建立的模型打印出来，用正确的

方法将其处理完毕。３Ｄ打印机打印出的宏观炭
黑聚集体实体模型产品与炭黑聚集体微观形貌图

对比见图１１。
通过对比发现，打印出的实体与原图十

分相似，表面凹凸不平复杂多变，能够较清

晰的反应出微观的炭黑聚集体的形貌特征，

纹路清晰。

(a) (b)

图１２　３Ｄ打印宏观炭黑聚集体实体模型产品与炭黑聚集体微观形貌图对比
（ａ）３Ｄ打印宏观炭黑聚集体实体模型；（ｂ）炭黑聚集体微观形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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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焦油价格下滑拖累炭黑走低

　　根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份炭黑
价格走势继续下滑，以 Ｎ２２０品种为例，月末价格
为６０２２７３元／吨，较月初价格６２２３６４元／吨下滑
３２３％，同比下滑８５２％。

国内炭黑市场价格近两个多月以来持续走低

（累计跌幅达１５４％），炭黑市场开工率维持６成，
即使开工率不高，炭黑市场现货供应十分充裕，近

期炭黑市场价格一直低位徘徊，部分小型炭黑厂

家处于亏损状态。１２月份由于天气转冷，轮胎行
业对于炭黑需求有所减少，炭黑市场受其拖累价

格走低。由于炭黑市场处于成本线附近，炭黑市

场价格下滑幅度有限。各地区炭黑市场价格情

况：山东地区炭黑商谈主流在 ６３００～６４００元／
吨，江浙地区炭黑价格商谈主流在６５００元／吨左

右，山西地区炭黑市场价格商谈主流在５４００元／
吨左右。

从产业链来看，１２月份炭黑上游原料煤焦油
价格大幅下滑，月末国内企业出厂报价在

１９７０９１元／吨，下滑幅度为４６１％，上游原料煤
焦油价格下滑失去对炭黑市场的成本支撑，炭黑

市场价格受拖累下滑。炭黑下游轮胎行业企业

开工率有所下滑，对于上游炭黑原料采购减少，

对于炭黑的需求减少，炭黑市场价格受其影响价

格走低。

分析人士认为，炭黑市场产能严重过剩，近期

上游原料价格大幅下滑，在煤焦油价格没有明显

利好之前，预计炭黑市场价格仍将维持低价态势。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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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生产节能体系

———工艺技术浅析

王彦玲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炭黑生产主要原料为煤焦油系和石油系的油品、天然气，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随着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能源

供应体系的不稳定，在炭黑生产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提高炭黑生产能源利用率，深入开发和推广炭黑生产过程中的先进节能

技术显得尤为重要。炭研院通过多年的炭黑工程实践，不断进行工艺优化和装备的改进，力图使能源利用率最大化，减少炭

黑生产能耗，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不断的开发炭黑节能新技术和新装备，减少碳排放，以期达到能源循环利用。

关键词：炭黑；节能降耗；工艺体系；余热回收

１　前　言

炭黑工业属于高耗能工业领域。每生产１吨
炭黑全油消耗约１．４～２．２吨，平均综合能耗折合
标煤１７～２９吨（含生产用电、蒸汽、压缩空气
等）。其中炭黑产品带出的能量不足 ５０％，其余
５０％以上的能量存在于炭黑烟气中（烟气中 ＣＯ、
Ｈ２等可燃组分的化学能约占总能耗的 ２８％ ～
２９％，高温烟气显热约占总能耗的２３％ ～２５％）。
由此可见，炭黑能源利用的空间很大。

目前，世界能源紧张以及对原料需求增加很

快，能源价格随之上涨，尤其是石油及其相关产品

价格上涨迅猛，致使原料油成本占到炭黑生产成

本的３／４，炭黑企业的利润也被挤压得越来越少。
此外，炭黑生产过程中还有相当多的可回收能未

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因此开发新型节能工艺技

术、应用高性能装备，减少炭黑生产原料消耗，进

一步节能降耗，已成为炭黑企业生存、发展的当务

之急。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我国首先将炭黑生产综合能耗纳入国家标

准，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开始正式实施，标准中
规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分为３个层次，即限定值、
准入值和先进值。每吨炭黑产品综合能耗限定值

应≤２４５吨标煤，这是正常运行的生产企业应该满

足的综合能耗值。每吨炭黑产品综合能耗准入值

应≤２３６吨标煤，这是新建生产装置正式投产前运
行考核应满足的综合能耗值。每吨炭黑产品综合

能耗先进值应≤２１５吨标煤，这是生产企业通过技
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可实现的产品综合能耗值［１］。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为

“炭研院”）通过多年的炭黑工程实践，不断改进炭

黑生产工艺和装备，力图使能源效率最大化，降低

炭黑生产能耗（如图１所示）；同时不断开发节能
新技术和新装备，减少碳排放，以期达到能源循环

利用，对全行业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２　炭黑生产过程及其能量图
在能效管理中，首先应充分提高工艺和设备

的运用效率，使能源利用率最大化；其次应尽量减

少能量损失，实现循环利用。通过对炭黑生产过

程及其能量的分析，找出影响炭黑收率的关键因

素，为炭黑的节能降耗提供了依据。

２１　炭黑生产过程
炭黑生产有多种不同的生产方法，最常用的

方法有油炉法。原料油在衬有耐火材料的反应器

中以连续的方式反应或裂解生成炭黑：经预热的

空气和燃料油（气）在燃烧段充分混合并完全燃

烧，形成高动能的高温燃烧气流进入喉管段；然后

在喉管段，预热原料油通过轴向或径向雾化喷嘴喷

９第１期　　　　　　　　　王彦玲．炭黑生产节能体系———工艺技术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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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炭黑节能生产工艺流程框图

到高温燃烧气流中，原料油的雾滴与气流迅速混

合并分散、汽化及裂解脱氢形成炭黑晶核；在反应

段，继续并基本完成炭黑的晶核生成、增长和聚集

体的生成、增长；随后，在急冷段对反应器内的炭

黑烟气喷水急冷，终止反应；烟气在停留段停留一

段时间使喷入烟气中的急冷水充分汽化。新工艺

炭黑反应器包括５个不同功能的区段：燃烧段、喉
管段、反应段、急冷段、停留段，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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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新工艺炭黑反应器分段示意图

　　实际上，在反应过程中原料油滴转化成炭黑
是在极短（以毫秒计）时间内完成的，炭黑生产的

其余过程（收集、成粒、包装等）占据了全过程的大

部分时间，而其能效利用主要是围绕反应器进行。

２２　炭黑生产能量图
典型的炭黑生产能量示意图如图３（不同原料

组分与不同炭黑品种的能量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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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炭黑生产能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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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示，炭黑生产的能源利用分两大部分，
即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所谓一次能源，是指炭

黑原料油和燃料油（气）带入反应炉中去的能量。

而二次能源则包括两部分，即指原料油经高温裂

解以后产生的高温炭黑烟气的物理显热和经过收

集后的炭黑尾气中的可燃组分的化学热。炭黑工

业的节能首先是节约一次能源，在保证炭黑质量

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炭黑收率；其次就是充分地利

用炭黑烟气显热和尾气化学热［２］。

３　炭黑生产节能体系
３１　炭黑生产工艺降耗体系

众所周知，炭黑是烃类在高温下裂解，缩合而

生成的，具有高度凝聚的稠环芳烃结构的碳素物

质。典型炭黑生成反应方程式如下：

　　　ＣｍＨｎ→ｍＣ＋
ｎ
２Ｈ２↑

原料油裂解生成炭黑所需的热量主要由燃料

油（气）提供，少量由原料油部分燃烧补充。实际

上，这两部分热量都是两次燃烧过程产生的一部

分。燃烧过程产生的热量按其作用可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热量用于燃烧产物加热，另一部分热量

用于原料油裂解（我们把它定义为有效热）。显

然，单位质量的同种燃料，燃烧产生的有效热越

多，炭黑收率越高。原料油一部分与燃烧段过剩

空气反应补充反应热量，另一部分则裂解生成炭

黑（我们把这部分需要的热量定义为原料油的反

应热）。反应热的大小主要与原料的芳烃含量和

生成的品种有关，它的大小与收率的高低呈负相

关关系［３］。显然，原料油的反应热越低，炭黑收率

越高。所以说如何提高“有效热”和降低“原料的

反应热”，成为工艺降耗的出发点和目标。

３１１　高温反应器的应用技术
即强化炭黑生成反应段的温度，提高反应温

度可促进原料向生成物（产品）的转化，从而减少

原料消耗。

提高反应器的使用温度是提高炭黑收率最直

接有效的方法，即增加了“有效热”。生产中，原料

油喷入口的横断面（喉管段）处于从燃烧段进入的

燃余气气流的高温高速状态下，此时原料油滴受

热能和动能的双重作用，加速气化和形成炭黑核

心，此炭黑核心的数量决定了炭黑收率。所以为

了强化生成反应，要求反应器温度越来越高，而喉

管段又是反应器中高温高冲刷的重要部件，它的

适宜直径，既要保质保量地喷入原料油，又要最佳

利用燃烧段燃烧产物的热能及动能，有效地分散

原料油。因此喉管段需要满足炭黑“四高一短”的

特点。所谓四高，即高温、高速、高压力降和高炭

黑核心浓度；所谓一短，即短的高温区停留时间。

燃料油理论燃烧温度可达２１００℃ ～２３００℃，
实际最高温度可达１８００℃以上，超过一般炉砖的
负荷软化点。目前，国内炭黑生产装置主要采用

的是刚玉耐火材料，此种材料与介质接触面温度

高，在高温下强度低、不耐冲刷，加之耐火材料和

筑炉技术不达标时，易烧损、变形甚至是塌陷，喉

管段一般寿命只有２～３个月。有的企业采用备
用一节喉管段，但无法做到连续生产，并且开停

车、重新烘炉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有的企业采

用水夹套式金属喉管，但其整体结构不合理，特别

是焊缝布置不当，导致喉管的焊缝处经常断裂，承

受不了高的热负荷。炭研院目前研发的反应炉精

密喉管，采用整体铸造，封闭式油枪结构。能够保

证原料油分布均匀、雾化效果好，有利于提高产品

质量及收率；并且可实现在线更换油枪，对环境零

污染；壁温低，耐冲刷，喉径尺寸稳定，提高喉管寿

命１～２年。通过提高反应器温度，可以提高生产
线产能和提高炭黑产品收率［４］。

３１２　高温空气预热器的配套应用技术
即强化燃料的燃烧度，提高助燃空气温度从

而减少燃料消耗。

由于炭黑是在高温和高流速的环境下生成

的，所以合理燃烧是炭黑反应的先决条件。参与

燃烧的空气温度是一个重要的工艺参数，因为在

炭黑生产中，理论燃烧温度是由燃料的燃烧化学

热量和物理热以及空气带入系统中的物理热量所

决定的。假定理论燃烧温度不变，提高燃烧空气

的温度，则燃料的消耗势必降低，节约生产成本；

同理，假定燃料量不变，提高燃烧空气的温度，则

增加燃烧热，提高反应炉的效率，降低原料油消

耗；同时提高了尾气的热值，便于尾气的再利用。

所以，提高空气预热温度是提高炭黑质量和收率、

节能降耗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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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炭黑生产普遍是使用在线空气预热器，

利用炭黑反应生成的高温烟气来加热反应炉入炉

空气。当空气预热温度由１００℃升高至６００℃时，
其燃料的节约率约为２８５％。理论上空气预热器
温度越高越好，对节能降耗起到积极的作用，据计

算空气预热温度从６５０℃起，每提高１００℃炭黑总
油耗降低４％。图４表示了在炭黑生产中空气预
热温度与燃料油节余量、生产量增加、急冷水减少

的关系［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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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炭黑生产中空气预热温度与燃料油节余量、
生产量增加、急冷水减少的关系

由图中可看出，空气预热温度８５０℃时，燃料
油节省约２２％。同时急冷水量减少，也降低了后
部设备的生产负荷。

３１３　富氧燃烧的应用技术
即提高燃烧温度和燃烧效率，从而减少原料、

燃料消耗。

富氧助燃，也称为 Ｏ２／ＣＯ２燃烧，是指用比通
常空气含氧量２１％浓度高的富氧空气进行燃烧，
亦称为富氧燃烧（ｏｘｙｇｅｎ－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简
称ＯＥＣ）［６］。在玻璃、冶金、工业炉等热能工程领
域已广泛应用。炭研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

进行富氧生产炭黑技术开发，但很多炭黑厂家并

未采用该技术。主要是因为当时原料油市场价格

较低，增建制氧装置的设备投入及运行成本过高。

但随着原料油市场的供不应求，富氧技术的优势

逐渐凸显，它也成为企业节能降耗的另一种有效

途径。

碳氢化合物的燃烧反应式如下：

ＣｍＨｎ＋（ｍ＋
ｎ
４）Ｏ２＋（ｍ＋

ｎ
４）
７９１
２０９Ｎ２

　　＝ｍＣＯ２＋
ｎ
２Ｈ２Ｏ＋（ｍ＋

ｎ
４）
７９１
２０９Ｎ２

由此式可见，炭黑燃烧段参与燃烧的氧气仅

占空气含量的２１％左右，而剩余约７９％的氮气并
不参与燃烧，但其却带走了燃料油燃烧放出的热

量，并随烟气排出，造成热量的浪费。当采用富氧

燃烧技术后，空气中氧浓度增加，不参与燃烧的氮

气量随之减少，单位燃料完全燃烧所需要理论空

气量减少，在混合、散热等其它燃烧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随着燃烧空气中烟气的增加，理论燃烧温度

和黑度也显著提高，进而提高火焰辐射强度和强

化辐射传热。理论燃烧温度较大幅度的提高也促

使炭黑核心数量的增多，从而实现炭黑产量的增

加。生产中增加炭黑产量时，通常是提高燃烧空

气流量，但为了维持相同燃烧温度，则必须增加燃

料流量，这样导致烟气量增加，生产成本也相应增

加。而采用富氧燃烧技术，不需要提升燃烧空气

流量，以添加富氧提高产能，提高了燃烧效率，也

节省了燃料成本。

图５给出不同空气过剩系数α下理论火焰温
度与氧气比例关系［５］。

从图５中可看出，火焰温度随着燃烧空气氧
浓度的提高而升高。若采用氧气含量为２８％的富
氧空气参与助燃的话，燃烧所需的理论空气量比

常规的理论空气量要减少１／４。这样，使燃烧的火
焰温度相应得到提高，燃料的燃烧效率更为提高，

而排放的烟气量也大大减少。经测试，最适宜的

富氧浓度为２６％～３２％，当富氧浓度过高时，会增
加制氧投资等成本，火焰温度增加较少，综合效益

下降。炭研院与云南某炭黑企业在富氧试生产

中，氧气浓度每增加１％可增加大约５８％的炭黑
产量，原料油耗下降１％，产品着色强度有所提高。
３２　炭黑生产余热回收系统
３２１　物理显热的回收

在现代油炉法炭黑生产中，原料油都是在

２０００℃左右的高温下裂解生成炭黑的，高温气流
在１２５０℃左右时用急冷水终止其反应（高温气流
用急冷水终止反应到１２５０℃左右）。由于炭黑收
集装置———袋滤器滤袋材料使用温度的限制，烟

气通过滤袋时的温度必须低于２６０℃ ～２８０℃，所
以，必须通过直接冷却（喷水急冷）和间接冷却（换

热器回收余热）等方法把高温烟气的温度降下来。

回收利用从２８０℃到１２５０℃这一温度段的物理显
热，长期以来在炭黑生产中一直备受关注，更是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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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理论火焰温度与氧气比例关系

黑生产节能的潜在空间。随着新节能技术和新设

备的出现，炭黑烟气显热的能量回收体系得以重

新分布，回收更加彻底，分布更为合理。目前主要

划分为四段，示意图如下（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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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炭黑物理显热划分阶段回收体系示意图

［１］一次急冷后 ９５０℃ ～１２５０℃烟气能量
段———急冷换热工艺技术的运用

在炭黑生产工艺中，从炭黑反应器反应生成

的炭黑烟气要经过急速冷却降温达到终止反应的

目的，这种冷却方法必须在１０－２秒之内完成，通常
的做法是喷入大量的急冷水。这样不仅浪费了大

量的水资源，能耗大，而且使得炭黑烟气中水蒸气

含量增加，给后部系统增加了负荷。为此，可以通

过急冷设备的降温替代或减少急冷水，同时可吸

收烟气显然，实现余热利用。目前公知的炭黑用

急冷设备多为卧式或立式管壳式换热器结构，炭

黑烟气走管程，水走壳程。此种结构的急冷设备

在实际运用中有如下问题：（１）由于管束浸泡在大
量的水中，换热效果不迅速，炭黑烟气冷却过程

长，达不到急冷终止反应的目的，从而影响了炭黑

品质；（２）由于管束中的每个管子所受的热负荷不
一致，膨胀变形不协调，导致部分换热管弯曲变

形；还有可能引起换热管与管板的焊口开裂，从而

影响了使用寿命；（３）由于此种换热器壳程水流速
过低，影响了传热系数，使得传热面积过大，设备

重量大，成本较高。

炭研院开发的新型套管管排式急冷换热器很

好地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该急冷换热器为

双层套管结构，炭黑烟气在夹套管的内管中流动，

而软水则在两层夹套管的之间的环隙中流动，炭

黑烟气和软水进行对流热交换。高温炭黑烟气从

反应炉的下游，通过下部进气箱进到急冷器的入

口，并分配到各夹套管的内管中去，将在夹套管外

管和内管之间的环隙中的水加热，并将炭黑烟气

下降到所要求的温度。炭黑烟气通过急冷器上部

出口箱，离开急冷系统。急冷器的给水，则通过上

部的高位蒸汽包的下降管，分配到下方各组夹套

管单元的圆形集流管内，进到各夹套管的外管和

内管之间的环隙中去。水和蒸汽的混合物则通过

急冷器上部的圆形集流管，沿上升管回到高位汽

包的蒸汽空间，达到额定压力后，排出急冷器系

统，该系统产生的高压蒸汽可以用作供热和动力；

由于一次急冷水的减少，降低了尾气中的水蒸气

含量，提高炭黑尾气的热值和燃烧性能，降低后部

处理设备的操作负荷［７］。

［２］７００℃ ～９５０℃烟气能量段———高温空气
预热工艺技术的运用

空气高度预热是炭黑生产余热利用的有效形

式。炭黑生产过程中，为了终止炭黑生成反应，需

要将炭黑烟气降低到９５０℃左右。但由于 ６５０℃
空气预热器结构和材料的限制，烟气入口温度最

高不能超过７４０℃。因此常用在反应炉急冷段喷
入急冷水的方法，将烟气降低到 ７４０℃。如此一
来，在７４０～９５０℃烟气中的显热就白白浪费了，而
且还需要在炭黑烟气中多喷大量的冷却水，导致

烟气中水蒸气量增多，收集系统的负荷增加。为

此炭研院已经开发和开始推广应用９００℃级的空
气预热器，并将其烟气入口温度提高到 ９５０℃左
右。与此同时，空气预热器的出口烟气温度也达

到６５０℃左右。
与６５０℃空气预热器相比，９００℃级的空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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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各部分温度更高，由于温差的加剧必定导致

空气预热器的热应力的增大，因此，炭黑生产用装

置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关键技术是如何消除热应力

和降低管板温度，特别是要解决好烟气出口端的

列管自由伸缩和密封问题。炭研院设计的新型密

封结构，使高温空气预热器能长期使用入口温度

为１０００℃左右的高温烟气，并使空气预热器的出
口烟气温度达到６５０℃左右，能够安全、可靠地长
期运行。尤其是能降低炭黑生产系统的能耗，减

少后部收集系统的负荷，降低收集系统投资和运

转费用。并且该空气预热器也适用于其它行业余

热回收系统［８］。

［３］４００℃ ～６５０℃烟气能量段———在线余热
锅炉工艺技术的运用

在炭黑生产工艺中，炭黑烟气经空气预热器、

原料油预热器到袋滤器进行过滤时，由于空气预

热器出口的烟气温度为６５０℃左右，而原料油进口
的操作温度为 ４００℃左右，之间存在 ２５０℃的显
热，该段热能通常采用喷水降温方式冷却（即二次

急冷）。这不仅损失了大量的热能，增加了袋滤器

的过滤负荷，而且降低了炭黑尾气的燃烧发热值，

不利于尾气的综合利用，更不利的是呈酸性的炭

黑尾气中水分含量增加后，大大升高了尾气的露

点温度，恶化了后部设备的工作环境（酸雾腐蚀），

缩短了设备的使用寿命或增加了设备的防腐要

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炭黑行业就曾经尝试

用余热锅炉回收炭黑烟气的过程余热，但由于当

时炭黑生产规模小，热值不稳定，整体装备技术水

平有限，余热锅炉因适应性差、运行不稳定、时常

堵管而被逐渐淘汰。

随着炭黑工业的发展，节能环保意识的增强，

炭研院在成功开发炭黑过程余热利用设备———

６５０℃级和９００℃级新型空气预热器并在炭黑行业
得到广泛应用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行了在线

余热锅炉的开发研制，成功开发出了ＹＲ系列余热
锅炉。该设备综合考虑了炭黑烟气特性、生产品

种变化及工艺波动等因素，结构上采用卧式火管

结构，大管径、高流速，成功解决了炭黑易堵管的

问题，已在炭黑行业推广应用十余套，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９］。

［４］２８０℃ ～４００℃烟气能量段———新型油预

热工艺技术的运用

原料油预热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油品的雾化效

果，而雾化效果好坏的重要标志是油滴的索太尔

平均直径。影响索太尔平均直径的首要因素是油

品的粘度。炭黑的原料油通常系煤焦油或石油分

馏后的渣油，碳含量高，粘度大，常温下流动差。

所以通过加温来降低其黏度，同时也降低其表面

张力。原料油的雾化程度越高，雾粒越小，其反应

时间就越短，对炭黑生产就越有利。最常用的方

法就是利用炭黑反应生成的高温烟气的物理热来

对原料油进行预热。

原料油预热器一般为蛇形管式的换热器，油

流经管程而烟气则走壳程。新型油预热器在设计

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温度的控制。由于原料油

是高含碳的物质，在高温时很容易结焦碳化，因此

在使用时必须保证足够的流量，如果油停止流动，

在很短时间内（２～３ｍｉｎ）管内就可能造成结焦、堵
塞，造成事故，生产中还通过调节回油量来控制油

的预热温度。其次是控制好油流经管程的流速，

过快过慢都不适宜。流速过快，阻力损失大，需要

油压很高，而且管内壁磨损严重；流速过慢，达不

到换热效果，只得增加管径，提高了设备成本。炭

黑生产中原料油经预热改善了油料的雾化效果，

改善炭黑的粒径分布，提高炭黑质量，也提高了炭

黑产率。通过在线油预热器的使用，一般可回收

炭黑烟气中５％左右的物理显热。
３２２　化学热的回收

炭黑生产中尾气生成量很大，生产每吨炭黑

约产生８～１１ｋＮｍ３尾气，尾气中的化学热又占到
尾气总热量的６０％以上。年产３万吨的炭黑尾气
性质见表１［１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尾气中氢气成份占 ９％ ～
１２％，一氧化碳占９％ ～１３％，相应的低位热值在
２７２～２９３ＭＪ／Ｎｍ３。尾气计算的理论燃烧温度在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范围。对尾气性质的了解，为尾
气化学热的回收提供了依据。

［１］尾气燃烧干燥炭黑循环利用系统技术的运用
在生产过程中，收集系统分离出来的炭黑是

疏松粉料，视比重很小，极易飞扬，为便于包装运

输和使用，通常采用湿法造粒：将炭黑同一定比例

的造粒水混合，经剧烈搅拌，成粒后再经干燥，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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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炭黑尾气组分及性质
　　　成　分 指标

Ｈ２ ９％～１２％
ＣＯ ９％～１３％
ＣＯ２ ２％～３％
Ｎ２ ３６％～３８％
Ｏ２ ０２％～０８％
Ｈ２Ｏ ３６％～４０％
ＣＨ４ ０２％ ％～０８％
Ｈ２Ｓ ２５０～８００ｐｐｍ
ＮＯＸ ２００～２４０ｐｐｍ
炭黑 １５～１００ｍｇ／ｍ３

发热值（低位）Ｑｄｗ ２７２～２９３ＭＪ／Ｎｍ３

理论燃烧温度（当量燃烧）ＴＬＬ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

其中水分（含水量要低于２％，而未进行干燥的炭
黑含水量达５０％左右）。通常的干燥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采用加热的方法使被干燥物内的水分蒸

发；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干燥介质通过被干燥物时，

由于两者之间水分的浓度不同，而使水分从浓度

高的被干燥物内向浓度低的干燥介质中扩散。而

炭黑的干燥则是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它利用炭

黑尾气燃烧后产生的高温热气流方法来完成造粒

后炭黑的干燥工作。湿法造粒炭黑干燥的装置由

炭黑尾气燃烧炉、火箱和回转干燥机组成。炭黑

尾气进入尾气燃烧炉，燃烧后产生高温烟气

（１０００℃左右）进入火箱加热，然后再进入回转干
燥机内部干燥炭黑并带走水分后，从干燥机排出

进入排气袋滤器，从而收集在干燥机内直接干燥

时带出的炭黑后排空。而干燥后的炭黑粒子则从

干燥机的另一端排出。在这一过程中，燃烧后的

炭黑尾气就作为热源和干燥介质。这样，既使炭

黑尾气得到利用，又替代了其它热源来完成湿法

造粒后的炭黑干燥工作。

尾气燃烧炉是炭黑生产干燥系统的热源设

备，也是尾气利用的节能设备。来自炭黑生产线

的尾气和空气在尾气燃烧炉喷燃器中相遇，混合

点燃，体积迅速膨胀进入燃烧室充分燃烧，产生高

温燃余气，进入到干燥机外的烟道中对干燥机内

的湿炭黑进行加热，达到干燥炭黑的目的。目前，

炭黑生产尾气燃烧炉一般包括依次设置的燃烧

室、蓄热室、出口烟道，燃烧室还与喷燃器相连，喷

燃器设置有炭黑尾气进口和空气进口，一般采用

轴向直式结构。由于结构上的缺陷，只能布置单

个喷燃器，即一点喷燃，气体进入尾气燃烧炉喷燃

器中混合点燃，轴向直接进入燃烧室中。由于是

轴向直式结构，气体未形成强旋流，扰动程度低，

混合不均匀，燃烧不充分；并且由于是一点喷燃，

不可避免地出现燃烧不均匀，愈发恶化了燃烧效

果，降低了燃烧效率，浪费了能源。针对现有尾气

燃烧炉燃烧不充分、不均匀的问题，炭研院开发了

一种燃烧充分、均匀并有效利用热源的新型尾气

燃烧炉。这种尾气燃烧炉采用至少两个喷燃器，

即采用多点喷燃装置，炭黑尾气和空气可以多点

喷入喷燃装置中，形成多点同时点燃，燃烧充分、

均匀；且喷燃装置在尾气燃烧炉圆周上呈多点切

向对称布置，燃烧产生的多股混合流体由切向旋

转进入尾气燃烧炉燃烧室，燃烧充分，可以有效提

高燃烧效率，节约能源［１１］。

［２］尾气发电成套技术的运用
目前炭黑工艺流程中约２０％的尾气作为炭黑

生产线尾气燃烧炉的燃料，其余约８０％的尾气用
于热电联产和供汽。这样不仅杜绝了炭黑尾气直

接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还可以为炭

黑生产线提供电力和蒸气，从而实现循环生产的

目的，额外的电力还可以并网外卖，实现增收的目

标。

炭黑尾气成分及数量随生产的品种、采用的

原料油不同而变化，尾气的热值也因炭黑品种和

其中水蒸汽的含量不同而异。由于炭黑尾气发热

值低、湿含量高、产出量不稳定等特殊性，尾气燃

烧器和尾气锅炉平稳可靠、安全高效的运行非常

重要。炭研院尾气发电装置采用专用双旋流尾气

燃烧器，并采用低热值高含湿尾气燃烧调节数学

模型，提高炉膛温度，保证尾气稳定燃烧的绝热炉

膛和蓄热墙结构。尾气锅炉双级空气预热器，提

高助燃空气温度，降低排烟热损失，采用轻型炉墙

和膜式水冷壁，强化换热系数，减少漏风损失和材

料消耗，管束与锅筒由胀接改为焊接，适应不同品

种炭黑装置。该套技术已经在国内多家炭黑企业

中使用，技术成熟可靠、节能效果显著。

［３］尾气循环利用技术的运用
由于富氧燃烧的应用，提高了炭黑尾气的热

值，这使得以炭黑尾气替代部分燃料生产新工艺

炭黑成为可能。但由于尾气中可燃组分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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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燃料仍然很低，含水量又很高（３０％～４０％），所
以尾气用作反应燃料仍需特殊工艺。

首先，炭黑生产的尾气需要进入脱水塔脱湿

（含水量通常要低于３％）；其次，尾气需要通过尾
气预热器预热（预热温度约４００℃）；第三，燃烧空
气采用富氧空气（氧气含量约 ３２％）。以 Ｎ２２０，
Ｎ３３０为例，尾气用作反应炉燃料的原料油消耗及
全炭收率对比见图７，其中 Ｎ２２０，Ｎ３３０为２１％氧
气，Ｎ２２０＋，Ｎ３３０＋为３２％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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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参数对比图

由图７看出同一品种炭黑原料油油耗有所降
低。另外通过工艺计算可知，同品种炭黑在产量

相同时，尾气循环利用工艺的燃余气量比常规工

艺的要低６％～７％，减少了后部收集系统负荷。
将以往用于尾气锅炉燃料的尾气脱湿、预热

后回用做反应炉燃料，不但可节约炭黑生产的燃

料消耗，而且原料油油耗略有下降，从而降低了生

产成本，并且减少二氧化碳及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４　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炭黑生产工艺不断改进和新

型高效炭黑设备开发成功，炭黑生产正在向节能

环保、高科技和绿色化方向发展，并且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炭黑产品平均综合单耗逐年减低（见

图８）。
炭研院在多年的炭黑工程设计和工程实践的

基础上，通过长期的产、学、研发展战略，已经建立

起了完整的炭黑工艺节能体系，可以为全行业提

供炭黑生产各过程节能系统工艺包，并且能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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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炭黑产品平均综合单耗

供配套的各种专用高效节能设备。未来，我们将以

循环经济的思路来指导和发展炭黑生产，挖掘更

大的潜力空间。不仅实现炭黑行业本身资源的循

环利用，还将实现跨行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变废为

宝，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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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磁选机在炭黑生产中的应用

周文明，刘红伟，王文明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齐河　２５１１００）

摘　要：金属性杂质存在于炭黑中，加入橡胶胶料会严重影响胶料制品的性能，影响到胶料的扯断伸长率。本文介绍

一种去除炭黑产品中磁性金属杂质的皮带式磁选机，该设备可以较好地去除炭黑中的杂质。

关键词：湿法造粒炭黑；皮带式磁选机；磁性金属

１　前　言
随着经济进步，汽车轮胎行业高速发展，炭黑

作为橡胶补强剂和填充剂，其需求量日益增大。

橡胶行业对于炭黑的品质要求也愈来愈高，而炭

黑中杂质等的存在，会对橡胶制品的耐屈挠龟裂

性能造成明显的影响。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生产技改中实现了皮带式磁选机在生产装置中的

应用，实践证明皮带式磁选机比炭黑行业原来普

遍使用的流筒式磁选机除铁更为彻底。

２　湿法造粒生产中金属的来源
在湿法造粒生产装置中，反应炉和一些铁制

设备在生产使用过程中会产生铁锈、铁屑。例如，

气密阀、粉碎机、造粒机在运转中会因磨损而产生

铁屑，袋滤器及输送管线虽然大部分使用不锈钢

材料，但由于长期处在酸性环境中腐蚀，会因此而

产生大量的铁锈。另外，生产原料中也会存在一

些金属元素，生产中大量使用工艺用水及造粒用

水会加重酸性物质对设备的腐蚀，而且水中存在

的金属离子同样会造成炭黑中金属的增加。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３　磁选设备现状分析
目前广泛应用的永磁式磁选设备是滚筒式磁

选器，安装在贮存提升机与风选器之间，其工作原

理为：这种磁选机作业时，炭黑是在重力作用下从

布料器落到滚筒上，通过磁场感应区，铁类杂质被

吸附到滚筒表面；当这些杂质随着滚筒转动到无

磁区时，因失去磁场吸力而自行落入杂质出口处，

炭黑不受磁力影响在重力作用下离开磁选机，从

而完成磁力分选作业。如图１所示；

!"#$%

&'%

图１　

滚筒磁选机在炭黑生产中存在的不足：

（１）自贮存提升机出来的炭黑，在落入滚筒
磁选机内的时候，因同时受到重力以及滚筒旋转

所造成的离心力影响，铁磁性金属所受到的磁力

会被抵消，最终能够被滚筒吸附分离的铁屑等杂

物有限。

（２）炭黑落入滚筒磁选机内的滚筒上时，在重
力、惯性等诸多力的影响下由于挤压等原因造成

炭黑粒子的二次破碎出粉，影响到炭黑粒子的外

观及性能。

（３）自贮存提升机出来的炭黑具有较高的温度，
磁选机长期处于高温作用下，永磁块的磁性消退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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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皮带式磁选机的运行方式及优势
４１　皮带式磁选机的运行方式

根据目前磁选机存在的诸多不足，皮带式磁

选机安装在风选器与产品分配螺旋之间，炭黑进

入皮带式磁选机后，经过布料器会先落到皮带上，

消除下料的重力。随着皮带转动输送到磁场感应

区，此时铁磁性杂质会在磁场作用下被吸附在磁

滚上，炭黑由于不受磁场作用而受到重力而离开

磁选机，当磁性杂质被皮带转动到离开磁场时，铁

屑等杂质因失去磁场作用而落入杂质出口，从而

完成磁选分离。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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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２　皮带式磁选机的优势
（１）炭黑经过皮带的运输，能够明显减弱重力

及惯性的作用，使炭黑能较为平缓地经过磁场感

应区，凸显出磁力的作用，铁磁性金属被吸附的几

率显著提高。

（２）炭黑落入皮带磁选机后，最先接触到的是
皮带，而且整个分离过程中不会与硬质的金属接

触，能够明显降低炭黑相互挤压所带来的二次破

碎出粉现象。

（３）皮带式磁选机安装在风选器的下方，自贮存
提升机出来的炭黑经过风选器后温度可降低５０℃左
右，温度对永磁铁块所带来的影响能够明显降低。

５　皮带式磁选机在湿法造粒炭黑生产中的
应用

在湿法造粒炭黑生产线设计皮带式磁选机

时，首先要根据生产中产品的最大流量确定磁选

机的结构参数，其次应该将皮带式磁选机放置在

合理的位置，使进入磁选机的物料温度尽可能低，

以免造成皮带的受热老化，另外还需要考虑到操

作调节的方便性。

在皮带式磁选机的安装布局上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把磁选机设置在风选器上部，与贮

存提升机直接相连，这种方案对产品中金属及细

粉的控制都很好，能够生产出质量较高的产品，但

该方案的一个缺陷是温度过高，皮带和滚筒的使

用寿命严重的减短。第二种方案是把磁选机设置

在风选器下方，这样经过风选器后炭黑的温度明

显降低，磁选机的皮带就会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从而使产品质量得到很好的提升。磁选机布置在

风选器和产品分配螺旋之间，基本不占用平台面

积，操作检修方便。显然，第二种方案较第一种方

案更为的经济合理。

６　皮带式磁选机的局限性与解决方法
目前，皮带式磁选机的局限性主要还是体现

在皮带上。因为滚筒的磁场强度所辐射的范围有

限，皮带厚度严重影响到最终炭黑所处的磁场强

度，皮带越厚其强度越高，使用寿命越长。另一方

面，皮带表面的磁场强度却显著降低，而且磁选所

在位置的温度达到１００℃，设备运行中也会因为摩
擦带来高温，对皮带的耐温要求就更加苛刻。设

备运转过程中如果发生偏离，最易发生故障的也

是皮带，在整个过程中皮带或许会撕裂断开。总

之，在皮带磁选机的应用中，皮带的维护、使用是

制约整个设备正常运行的关健因素。

为解决皮带在应用过程中发生偏离或者摩擦

高温带来的附加危害，我们在设备中加入了自动

纠偏装置以及 ＤＣＳ系统，实现了设备的软启动变
频调节，从而有效地延长了皮带的使用寿命。

７　结　语
皮带式磁选机在生产线使用后，炭黑成品中

的金属杂质含量有了明显的下降，炭黑产品的质

量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为炭黑行业生产品质更高

的产品提供了新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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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粉碎机震动偏大的改造

周家兵，王泽华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５０６）

　　微米粉碎机是炭黑生产的主要设备之一，它
利用高速旋转的转子摆锤（转子摆锤线速度达

１０５ｍ／ｓ）对炭黑物料进行激烈的冲击，同时通过
粉碎机齿板以及物料本身的撞击将物料粉碎，最

终达到控制炭黑筛余物的目的。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是中国万达集团旗

下子公司，我公司一期工程两条炭黑生产线（一条３
万吨／年硬质炭黑湿法生产线，一条２５万吨／年软
质炭黑湿法生产线）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投产并顺利运
行，二期工程两条炭黑生产线（两条４万吨／年硬质
炭黑湿法生产线）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投产并顺利运行。

在炭黑生产过程中，设备部维修人员及生产

人员在巡回检查时，每次都发现运行的微米粉碎

机震动偏大，人走在粉碎机平台附近总感觉十分

闹心。对此，维修人员通过轴承振动仪检测发现，

电机首端、尾端震动范围基本在３～４ｍｍ／ｓ，粉碎
机两端轴承端震动普遍在１０～１５ｍｍ／ｓ左右。

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设备部通过如下方法

对公司现有的８台粉碎机进行改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０３

① 汽车好不好，底盘很重要”。本着这一观
点，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粉碎机厂家配置的框架基

础均为槽钢搭建而成，强度相对较差。为此，我们

裁割了１２块２００×２００×１０ｍｍ钢板，分别与框架
的四角及槽钢的中部焊接加固。

② 按照粉碎机厂家要求对检修后的粉碎机转子
进行动平衡试验，每次不平衡量必须达到５ｇ·ｃｍ。

③ 降低微米粉碎机轴承座的温度。由于粉碎
机转子转速达到３２００ｒ／ｍｉｎ，已达到了６系列轴承
的极限转速，故通过冷却风扇进行降温保护。

④ 使用品牌润滑脂。通过采取以上改造措
施，减震效果十分明显，测得的现场粉碎机震动参

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改造后粉碎机的震动参数

运行状况
振动速度，ｍｍ／ｓ

粉碎机皮带轮端 粉碎机尾端

空载运行 ０８ ０９
满载运行２４ｈ １２ １２
满载运行１６８ｈ １５ １５

　　尽管进行上述改造后效果良好，但粉碎机轴
承当初采购原配的轴承为４套ＳＫＦ６３１７———由于
ＳＫＦ轴承价格昂贵，市面上假货横行，一不小心就
有可能“中枪”！于是，我们把目标投向国内三大

厂家的国产轴承。如今，国产轴承质量已经相当

不错，价格也比较便宜。由于粉碎机转速达到

３２００ｒ／ｍｉｎ，国产轴承能否达到使用要求？这就成
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为了降低维修成本，我们挑选了二期工程的

一台粉碎机进行试验，订购了４套“洛阳”牌洛阳
产６３１７Ｃ３轴承。轴承安装完毕后，更换了刚修好
的粉碎机转子，同时还更换了粉碎机上下齿板。

对电机进行润滑保养后开机试验，发现效果与进

口原装轴承性能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能否长周

期运行便成为考量的重点。

结果表明，自上次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份更换轴承
后，至今使用累积时间已超过了三个月，这三个月

内设备运行稳定、可靠，微米粉碎机震动明显降低。

在此基础上，我们决定利用检修机会陆续对

全厂其余的粉碎机进行更换，到目前为止已经更

换了三台，这三台机器运行温度、振动等参数均达

到了预期效果，后续工作将对其它的粉碎机在检

修周期内进行更换。

通过对粉碎设备的小改小革，显著降低了设

备的故障率，也降低了公司的维修成本，从而提高

了公司的开车率。在此把本次改造的点滴成果与

业内同仁分享，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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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氏５３２气体分析仪在炭黑尾气分析
及成本分析中的应用

刘江红，袁景彬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１００）

摘　要：介绍了一种检测炭黑尾气中各种成分含量的方法，并根据物料平衡计算炭黑的收率，从而尽早知道生产成本，

为在生产上进行调整提供依据，避免出现低收率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的情况。

关键词：炭黑；尾气；尾气分析；收率

　　炭黑生产过程从理论上说是烃类在高温下裂
解生成炭黑的过程，烃类裂解生成炭黑和尾气。

炭黑尾气除了水蒸气、氮气、二氧化碳等不可燃气

体外，还有一氧化碳、氢气、甲烷、乙烯等可燃气

体，干尾气的热值在９００ｋｃａｌ／Ｎｍ３。对于干尾气而
言，一氧化碳一般含量在２０％左右（体积含量，下
同），氢气含量在１４％左右，甲烷、乙烯等气体一般
不足１％；氧气在 ２％以下，氮气在 ６０％ ～７０％。
尾气中含有碳元素的气体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及甲烷、乙烯等微量气体。

我们针对炭黑反应炉做物料衡算，参与衡算

的体系包括从炭黑反应炉到主袋滤器。在这个体

系中，空气、燃料、原料、急冷水等连续进入，而炭

黑和尾气则连续输出，正常情况下，体系中的物料

是不会累积的，则有：

　　　ΣＲｉ＝ΣＲｏ （１）
式（１）中，ΣＲｉ是进入反应体系的物料总和，

ΣＲｏ是输出体系的物料总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２２

针对炭黑反应过程而言，炭黑生成的内部反

应尚待揭示，因此这里把炭黑的生成过程视为一

个黑箱，而采用元素平衡法来进行物料衡算，即针

对所有元素来说，进入体系的质量等于其离开体

系的质量。例如，我们针对碳元素进行衡算。

进入体系的碳元素的来源只有燃料和原料

（不考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及工艺水中的碳

!"

#"

$%

&'

酸钙等微量物质），碳元素的输出以尾气的形式和

炭黑的形式。如果我们已知燃料和原料的碳含

量，只要检测出尾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

及乙烯的含量，理论上就可以知道炭黑的收率（假

设炭黑中碳元素的含量是固定的）。这样对炭黑

工艺人员是非常有利的，在生产上进行工艺调整

后，通过简单的气体分析就可以预知炭黑的收率，

而没有必要等较长时间的考量之后。

检测炭黑尾气成分的仪器很多，例如红外气

体分析仪和激光气体分析仪等，这些仪器的价格

非常昂贵，而且红外气体分析仪还不适合做氧气

含量的分析。在这里，我们推荐一种简单且廉价

的气体分析装置———奥氏５３２气体分析仪。

１　奥氏５３２气体分析仪的工作原理和操作
方法

１１　工作原理
奥氏气体分析仪属于玻璃仪器，主要用于实

验室分析、工业分析、化工等行业对各种气体的分

析，具有使用方便、操作安全、价格便宜等优点。

０２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整个装置构成见图１所示，包括吸收瓶、量气筒、
燃烧瓶及若干附件。

图１　奥氏５３２气体分析仪装配图

１１１　气体吸收液的介质及吸收原理
采用氢氧化钾溶液吸收二氧化碳气体：

２ＫＯＨ＋ＣＯ２＝Ｋ２ＣＯ３＋Ｈ２Ｏ
采用溴水吸收乙烯、乙炔等不饱和烃类气体

ＣＨ２＝ＣＨ２＋Ｂｒ２＝ＢｒＣＨ２－ＣＨ２Ｂｒ
ＣＨ≡ＣＨ＋２Ｂｒ２＝Ｂｒ２ＣＨ－ＣＨＢｒ２

采用焦性没食子酸钾吸收氧气（反应温度不

低于１５℃）
２Ｃ６Ｈ３（ＯＫ）３＋１／２Ｏ２＝（ＫＯ）３Ｃ６Ｈ２－Ｃ６Ｈ２

（ＯＫ）３＋Ｈ２Ｏ
采用酸性氯化亚铜溶液吸收一部分ＣＯ
ＣｕＣｌ＋２ＣＯ＝ＣｕＣｌ·２ＣＯ
采用铜氨溶液吸收其余ＣＯ
２Ｃｕ（ＮＨ３）２Ｃｌ＋２ＣＯ＋２Ｈ２Ｏ＝２Ｃｕ＋ＮＨ４ＯＯＣ

－ＣＯＯＮＨ４＋２ＮＨ４Ｃｌ
１１２　混合燃烧计算原理

ＣＨ４＋２Ｏ２＝ＣＯ２＋２Ｈ２Ｏ
２Ｈ２＋Ｏ２＝２Ｈ２Ｏ
（反应后生成水蒸气冷凝为水，假设体积为

零）

甲烷含量的计算公式：ＣＨ４％＝Ｃ－Ｄ
氢气含量的计算公式：Ｈ２％ ＝２／３｛［（Ａ＋Ｂ）

－Ｃ］－［（Ｃ－Ｄ）×２］｝
式中，Ａ———分析 １００ｍｌ气体中，减去 ＣＯ２、Ｏ２、

ＣｎＨｍ、ＣＯ后剩余气体体积数。
Ｂ———引入之氧气体积数。
Ｃ———混合燃烧后的气体体积数。

Ｄ———混合燃烧后的气体体积经氢氧化钾
溶液吸收后的体积数。

１２　操作流程
１２１　准备工作

按照操作说明书配制氢氧化钾、溴水、硫酸、

没食子酸钾、酸性氯化亚铜和碱性氯化亚铜溶液，

将配好的溶液分别转移入吸收瓶中，液位达到吸

收瓶上部的旋塞位置。因为ＣＯ的含量高，为吸收
充分，我们配制两瓶铜氨溶液吸收液。检查整个

仪器是否漏气，各个旋塞位置是否正确。

用气囊分别准备氧气和待测气体。

１２２　实验过程
将取样气与干燥管连接，降低水准瓶将气体

引入量气筒中。然后转动量气筒上部旋塞使通向

大气，升高水准瓶，将量气筒内气体排出。如此重

复置换三次，然后准确量取１００ｍｌ气体，关闭干燥
管和量气装置之间的旋塞。打开量气筒及燃烧瓶

循环水以便保持恒温。

将量气筒与氢氧化钾吸收液连通，反复升高

或降低水准瓶，使气体与吸收液反复接触。需要

注意的是，既不能让吸收液上升超过上面的旋塞，

又不能让吸收液从加液口流出。如此反复升降１０
余次。将气体压回量气筒，读取剩余气体体积数，

再重复吸收一次，两次读数不变表示 ＣＯ２已经吸
收干净，减少的体积数Ｖ１即为ＣＯ２的百分数。

将量气筒与溴水溶液连通，重复上述操作，最

后计量吸收后剩余体积数，再次减少的体积数 Ｖ２
即为ＣｎＨｍ的百分数。

将量气筒与焦性没食子酸钾溶液连通，重复

上述操作，最后计量吸收后剩余气体体积数，再次

减少的体积数Ｖ３即为Ｏ２的百分数。
将量气筒依次与酸性氯化亚铜溶液、碱性氯

化亚铜溶液连通，依次重复上述操作，最后将气体

和硫酸溶液连通，吸收气体中被引入的氨气，然后

计量减少的体积数 Ｖ４，即为 ＣＯ的百分数。然后
将剩余气体（体积数为Ａ）转移至硫酸吸收瓶中。

对于氢气、甲烷的检测，可用混合燃烧法测

定：将氧气与干燥管连通，准确量取 Ｂ体积（一般
４０ｍｌ即可）氧气。然后将氧气转移至燃烧瓶。接
通６Ｖ变压器电源开始对氧气进行预热，然后将待
测气体缓缓引入燃烧瓶，此时可以看到加热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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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亮的现象。上下移动水准瓶１０数次，应注意燃
烧瓶液面不可太高，以防止与白金丝连接的玻璃

管炸裂。关闭电源，冷却后将气体压回量管，读取

体积数 Ｃ。最后将气体用氢氧化钾溶液吸收数
次，最后的体积数为Ｄ。根据１１２的公式即可计
算出甲烷及氢气的含量。

２　尾气分析法在生产上的应用
在炭黑生产中，为满足产品质量，或为降低生

产成本等要求，工艺人员经常需要对产品的生产

条件进行调整。调整之后需要尽快知道该条件下

的收率。然而，按目前的经典的炭黑生产流程，产

品在生产结束２４小时之后才能进行包装作业，产
品包装结束后才能计算收率。一般说来，调整工

艺后 ３～４天才能计算出收率来。况且，因为原
料、产品的计量精确度问题，不合格品产生量的问

题，要准确地得到该工艺下的收率，需要一周以上

的时间统计得出的数据才较为可靠。

本文介绍了一种在增加较少投资的情况下，

快捷计算收率的办法。也就是利用上面介绍的尾

气分析方法来计算炭黑收率。

例如，为试产某炭黑品种，我们采用了两种不

同的生产工艺，并且分别采集了两种工艺条件下

的尾气。然后分别针对采集的尾气样品按上述方

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１。
表１　同一炭黑品种在两种不同生产工艺下

的尾气分析结果（％）
项目 ＣＯ２ Ｃ２Ｈ４ Ｏ２ ＣＯ Ｈ２ ＣＨ４ Ｎ２

工艺条件１ ４８０ ００３ ０２０１８００９９０ １６０６５５０

工艺条件２ ３２０ ００３ １２０１８２０７５０ ２４０６７５０

　　注：剩余气体按氮气计；尾气测试之前经干燥；不饱和烃类
按乙烯计算。

两种工艺下的空气流量、天然气流量和原料

油流量见表２。
表２　两种工艺下的条件参数

项目
燃烧空气流量

（Ｎｍ３／ｈ）
原料油流量

（ｋｇ／ｈ）
天然气流量

（Ｎｍ３／ｈ）

工艺条件１ ２４４７０ ６３５０ １６９１

工艺条件２ ２４５００ ７６００ １７２０

　　我们知道，尾气中氮气的唯一来源是空气，并

且氮气的唯一归宿就是尾气，空气中氮气体积按

７９％计。这样，就可以利用氮平衡计算出干尾气
的量。对于上述条件我们得出：

工艺１的干尾气总量为：
燃烧空气流量 ×空气中氮气含量 ÷干尾气中

氮气含量＝２４４７０×０７９÷０６５５＝２９５１３（Ｎｍ３／ｈ）；
同理，工艺２的干尾气量为：２４５００×０７９÷

０６７５＝２８６７４（Ｎｍ３／ｈ）　。
原料油中碳含量按 ９１％计，天然气按纯甲

烷计，炭黑按 ９８５％碳含量计算，做碳平衡计
算，得：

工艺１条件下的炭黑产量为：
（原料油和天然气的总含碳量 －尾气中含碳

量）／炭黑含碳量 ＝（６３５０×０９１＋１６９１÷２２４×
１２）－２９５１３×（００４８＋００００３×２＋０１８＋
００１６）÷２２４×１２＝２８１７（ｋｇ／ｈ）；

计算原料油单耗为：

６３５０÷２８１７＝２２５４（吨／吨炭黑）。
同理，计算得工艺２炭黑产量为：
（７６００×０９１＋１７２０÷２２４×１２）－２８６７４×

（００３２＋００００３×２＋０１８２＋００２４）÷２２４×１２
＝４１７２ｋｇ／ｈ：
计算原料油单耗为：

７６００÷４１７２＝１８２２（吨／吨炭黑）。

３　结束语
由此可见，使用奥氏气体分析仪针对炭黑尾

气进行检测分析，尽管操作稍显复杂，但是却可以

达到计算收率的目的。工艺人员在调整之后的较

短时间内就可以根据尾气成分分析了解生产的收

率和单耗，便于尽快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以避免出

现在低收率情况下长时间运行，造成整个生产成

本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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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烷偶联剂表面修饰二氧化硅的方法研究

王惠玲，朱春雨，郭轶琼

（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天津　３００１３１）

摘　要：简述硅烷偶联剂对二氧化硅表面修饰的原理，介绍硅烷偶联剂的种类及选择偶联剂的方法，并详细论述了硅

烷偶联剂表面修饰二氧化硅的使用方法和处理方法。在实际工作中，通过选择适合品种的硅烷偶联剂及处理方式、处理方

法、处理数量，对二氧化硅进行表面修饰处理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二氧化硅；表面修饰；硅烷偶联剂

　　二氧化硅作为常用的功能性助剂被广泛应用
在橡胶、树脂、涂料、油墨、墨粉、造纸、塑料、陶瓷

中，但二氧化硅的一次粒子只有１５～３０ｎｍ，具有
粒子极小、比表面积大、表面活化能高的特点，自

身极易产生聚集。二氧化硅聚集体的存在妨碍了

二氧化硅在这些有机体系聚合物中的分散。此

外，由于二氧化硅表面含有大量的羟基，具有较高

的表面极性，表现出亲水疏油的性质，不易被有机

体系所润湿，影响其功能性的正常发挥。因此必

须对二氧化硅表面进行改性，以增强它与基本树

脂的相容性和结合力。硅烷偶联剂就是二氧化硅

表面改性重要的改性剂之一。

１　硅烷偶联剂对二氧化硅表面修饰的原理
硅烷偶联剂是一类具有特殊结构的低分子有

机硅化合物。其结构通式为ＲＳｉＸ３，式中Ｒ代表与
聚合物分子有亲和力或反应能力的活性官能团，

如氧基、巯基、乙烯基、环氧基、酰胺基、氨丙基等；

Ｘ代表能够水解的烷氧基，如：卤素、烷氧基、酰氧
基等。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硅烷偶联剂在与二氧化硅进行偶联时，首先

偶联剂的Ｘ基团水解成硅醇，然后与二氧化硅表
面上的羟基进行反应，形成氢键并缩合成 －Ｓｉ－Ｏ
－Ｓｉ－。同时，硅烷各分子的硅醇基又互相缔合齐
聚形成网状结构均匀地覆盖在二氧化硅微粒的表

面上，在二氧化硅颗粒表面形成一层高分子膜，使

二氧化硅表面有机化。从而阻碍了二氧化硅粒子

之间的相互接触，同时增大了粒子之间的距离，使

粒子之间的接触不再紧密，避免了桥架羟基的形

成，起到了空间位阻的作用，使经过硅烷偶联剂修

饰过的二氧化硅粒子更容易与有机体系中的聚合

物相互渗透、结合，发挥更好的功能效果。

２　硅烷偶联剂的种类及选择
根据硅烷偶联剂分子结构中 Ｒ基的不同，硅

烷偶联剂可以分为氨基硅烷、环氧基硅烷、硫基硅

烷、甲基丙烯酰氧基硅烷、乙烯基硅烷、脲基硅烷

以及异氰酸酯基硅烷等。硅烷偶联剂的水解速度

取于官能团Ｓｉ－Ｘ，而与有机聚合物的反应活性则
取于碳官能团Ｃ－Ｙ。因此，对于不同应用体系或
处理对象，选择适用的硅烷偶联剂表面修饰二氧

化硅至关重要。

选择何种硅烷偶联剂对二氧化硅进行表面修

饰才能取得最佳的改性和应用效果？

首先，要遵循相似相容的原理。所选用的硅

烷偶联剂与二氧化硅改性后接枝到二氧化硅表面

上的官能团要与所应用的有机体系或是基材具有

相容性。两种结构不相同的材料不可能很好地相

互结合在一起，二氧化硅属于无机化合物，它在有

机体系（有机聚合物）中使用时很难与有机聚合物

相互结合、缠绕、渗透，形成均匀的混合物、聚合

物，所以用来修饰二氧化硅的硅烷偶联剂必须与

所选用的有机体系具有很好的相容性，才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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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化学链或缠绕将二氧化硅粒子与有机聚合物紧

密牢固地结合起来。

选择的方法可以通过试验进行预选，并应在

既有经验或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情况下，不

饱和聚酯体系多选用含 ＣＨ２＝ＣＭｅＣＯＯ、ＣＨ２＝
ＣＨ２及 ＣＨ２－ＣＨＯＣＨ２Ｏ－的硅烷偶联剂；环氧树
脂体系多选用含ＣＨ２－ＣＨＣＨ２Ｏ及 Ｈ２Ｎ－的硅烷
偶联剂；酚醛树脂体系多选用含 Ｈ２Ｎ－及
Ｈ２ＮＣＯＮＨ－的硅烷偶联剂；聚烯烃体系多选用乙
烯基硅烷；使用硫黄硫化的橡胶则多选用烃基硅

烷等。由于不同种材质间的结合程度还受到其它

因素的影响，如润湿、表面能、界面层及极性吸附、

酸碱的作用、互穿网络及共价键反应等。因而，光

靠试验预选有时还不够精确，还需综合考虑体系

的组成及其对硅烷偶联剂反应的敏感度等。

３　硅烷偶联剂的使用方法
二氧化硅经硅烷偶联剂表面修饰处理后，其表

面由亲水性转变成亲有机性，改善了二氧化硅在有

机聚合物中的润湿分散性，避免了体系中二氧化硅

粒子集结及聚合物急剧稠化，而且通过－Ｃ－Ｓｉ－还
可使二氧化硅粒子与聚合物实现牢固键合。但是，

硅烷偶联剂对二氧化硅的改性效果，还与硅烷偶联

剂的种类及用量、基材的特征、有机体系或聚合物

的性质以及应用的场合、方法及条件等有关。

３１　硅烷偶联剂的用量
二氧化硅粒子单位比表面积所占的反应活性

点数目以及硅烷偶联剂覆盖表面的厚度是决定二

氧化硅表面烷基化所需偶联剂用量的关键因素。

为了获得二氧化硅单分子层覆盖，首先需要测定

二氧化硅基体表面的Ｓｉ－ＯＨ含量。已知，大多数
二氧化硅基体的 Ｓｉ－ＯＨ含量是 ４～１２个／μ"

，

假设为单分子层吸附时，１ｍｏｌ硅烷偶联剂可覆盖
约７５００ｍ２的二氧化硅分子。具有多个可水解基
团的硅烷偶联剂，由于自身缩合反应，多少要影响

计算的准确性。此外，二氧化硅表面的 Ｓｉ－ＯＨ
数，也随加热条件而变化。例如，常态下 Ｓｉ－ＯＨ
数为５３个／μ"

二氧化硅基体，经在 ４００℃或
８００℃下加热处理后，则Ｓｉ－ＯＨ值可相应降为２６
个／μ"

或＜１个／μ"

。反之，使用湿热盐酸处理

二氧化硅基体，则可得到高Ｓｉ－ＯＨ含量；使用碱性
洗涤剂处理二氧化硅表面，则可形成硅醇阴离子。

硅烷偶联剂用量计算公式：

硅烷偶联剂用量＝
二氧化硅质量（ｇ）×填料的比表面积（ｍ２／ｇ）

硅烷偶联剂最小包覆面积（ｍ２／ｇ）
硅烷偶联剂最小包覆面积随硅烷偶联剂的品

种不同而异。表１列出了部分硅烷偶联剂的最小
包覆面积。一般来说，实际用量要小于公式计算

量。当不知道二氧化硅粉体的比表面积数据或硅

烷偶联剂的最小包覆面积时，可以将硅烷偶联剂

的使用量选为二氧化硅粉体质量的 ０１％ ～
１５％。

表１　部分硅烷偶联剂的最小包覆面积／（ｍ２／ｇ）

品种牌号 Ａ－１５１ Ａ－１７２ Ａ－１７４
（ＫＨ５７０） Ａ－１８６ Ａ－１８９

（ＫＨ５９０）
Ａ－１８７
（ＫＨ５６０）

Ａ－１１００
（ＫＨ５５０）

最小包覆面积 ４１１ ２７９ ３１６ ３１８ ３８０ ３２２ ３５４

３２　硅烷偶联剂的可润湿面积（ＷＳ）
是指１ｇ硅烷偶联剂的溶液所能覆盖基体的

面积（ｍ２／ｇ）。若将其与含硅基体的表面积值
（ｍ２／ｇ）关连，即可计算出单分子层覆盖所需的硅
烷偶联剂用量。以处理二氧化硅填料为例，二氧

化硅表面形成单分子层覆盖所需的硅烷偶联剂 Ｗ
（ｇ）与二氧化硅的表面积 Ｓ（ｍ２／ｇ）及其质量成正
比，而与硅烷的可润湿面积 ＷＳ（ｍ２／ｇ）成反比。
据此，得到硅烷偶联剂用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硅烷用量Ｗ（ｇ）＝Ｍ（Ｇ）×Ｓ（ｍ
２／ｇ）

ＷＳ（ｍ２／ｇ）
３３　硅烷偶联剂的水解

使用硅烷偶联剂处理二氧化硅填料时，硅烷

偶联剂首先要进行水解成硅醇基团才能与二氧化

硅粒子表面上的羟基反应，所以还需测定二氧化

硅填料中的含水量是否能满足硅烷偶联剂水解反

应的需要。表２列出某些硅烷偶联剂水解反应所
需的最低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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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硅烷水解反应所需的最低水量
硅烷偶联剂 １ｇ硅烷水解需水量／ｇ

ＣｌＣ３Ｈ６Ｓｉ（ＯＭｅ）３ ０２７
ＶｉＳｉ（ＯＥｔ）３ ０２８

ＣＨ２－ＣＨＯＣＨ２ＯＣ３Ｈ６Ｓｉ（ＯＭｅ）３ ０２３
ＶｉＳｉ（ＯＣ２Ｈ４ＯＭｅ）３ ０１９
ＨＳＣ３Ｈ６Ｓｉ（ＯＭｅ）３ ０２８

ＣＨ２＝ＣＭｅＣＯＯＣ３Ｈ６Ｓｉ（ＯＭｅ）３ ０２２
Ｈ２ＮＣ３Ｈ６Ｓｉ（ＯＥｔ）３ ０２５

　　倘若未知二氧化硅的比表面积，则可先用１％
（质量分数）浓度的硅烷偶联剂溶液对二氧化硅进

行表面修饰处理，同时改变浓度进行对比，以确定

适合的浓度。

４　硅烷偶联剂表面修饰二氧化硅的处理方
法

硅烷偶联剂表面修饰二氧化硅常用的两种方

法为：表面预处理法和迁移法。

表面预处理法是硅烷偶联剂配成水溶液，用

其处理二氧化硅粉体后再与有机高聚物或树脂基

料混合，这种方法改性处理效果比较好；迁移法是

将硅烷偶联剂原液或是溶液直接加入二氧化硅粉

体及有机高聚物基料配成的混合物中，该方法改

性效果一般但是操作相对简单，因此特别适用于

需要搅拌混合的物料体系。

４１　表面预处理法
此法是通过硅烷偶联剂将二氧化硅与聚合物

两种界面连结在一起，以获得最佳的润湿值与分

散性。表面预处理法需将硅烷偶联剂配成稀溶

液，以使之与二氧化硅粒子的表面进行充分接触。

所用溶剂多为水、醇或水醇混合物，并以不含氟离

子的水及价格便宜、易购、无毒的乙醇、异丙醇为

宜。除氨烃基硅烷外，由其它硅烷配制的溶液均

需加入醋酸作为水解催化剂，并将溶液的ｐＨ值调
至３５～５５。长链烷基及苯基硅烷由于稳定性较
差，不宜配成水溶液使用。氯硅烷及乙酰氧基硅

烷水解过程中，伴随严重的缩合反应，也不适于制

成水溶液或水醇溶液使用。对于水溶性较差的硅

烷偶联剂，可先加入０１％ ～０２％（质量分数）的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而后再加水加工成水乳液

使用。为了提高产品的水解稳定性的经济效益，

硅烷偶联剂中还可掺入一定比例的非碳官能团硅

烷。配好改性液后，可通过浸渍、喷雾或刷涂等方

法处理。下面介绍几种具体的处理方法。

４１１　使用硅烷偶联剂醇－水溶液处理法
此法工艺简单，操作方便，首先由９５％的乙醇

及５％的水配成醇 －水溶液，加入乙酸使溶液的
ｐＨ为４５～５５。在搅拌条件下加入硅烷偶联剂
使之浓度达到２％，水解５ｍｉｎ后，即生成含 Ｓｉ－
ＯＨ的水解物。

如果使用氨烃基硅烷偶联剂，则不必加乙酸。

但醇－水溶液处理法不适用于氯硅烷型偶联剂，
后者将在醇水溶液中发生聚合反应。当使用２％
浓度的三官能团硅烷偶联剂溶液处理二氧化硅

时，得到的多为３～８分子厚的涂层。
４１２　使用硅烷偶联剂水溶液处理

工业上处理二氧化硅浆料或湿滤饼时大多采

用此法。具体工艺是先将烷氧基硅烷偶联剂溶于

水中，将其配成０５％ ～２０％的溶液。对于溶解
性较差的硅烷，可事先在水中加入０１％非离子型
表面活性剂配制成水乳液，再加入乙酸将ｐＨ调至
５５。然后，均匀加入二氧化硅浆料中。经喷雾干
燥后，即得产品。由于硅烷偶联剂水溶液的稳定

性相差很大，所以在使用时应当注意硅烷偶联剂

溶液的时效性。一般的烷基烷氧基硅烷水溶液仅

能稳定数小时，而氨烃硅烷水溶液可稳定几周；长

链烷基及芳基硅烷水溶液仅能稳定数小时，而氨

烃硅水溶液可稳定几周；由于长链烷基及芳基硅

烷在水中的溶解度极低，故不能使用此法。配制

硅烷水溶液时，无需使用去离子水，但也不能使用

含有氟离子的水。

４１３　使用硅烷偶联剂 －有机溶剂配成的溶液
处理

使用硅烷偶联剂溶液处理二氧化硅粉体时，

一般多选用喷雾法。处理前，需掌握硅烷的用量

及二氧化硅的含水量。将偶联剂先配制成２５％的
醇溶液，而后将二氧化硅粉体置入高速混合器内，

在搅拌下泵入呈细雾状的硅烷偶联剂溶液，硅烷

偶联剂的用量一般约为二氧化硅质量的０２％ ～
１０％，处理温度为 ０～２００℃，处理时间为 ２０～
６０ｍｉｎ。除醇外，还可使用酮、酯及烃类作溶剂，并
配制成１％～１０％（质量分数）的浓度。为使硅烷
偶联剂进行水解或部分水解，溶剂中还需加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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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甚至还可加入少许乙酸作为水解催化剂，而

后将待处理物料在搅拌下加入溶液中处理，再经

过滤，然后在８０～１２０℃下干燥，即可得产品。
采用喷雾法处理粉末填料，还可使用硅烷偶

联剂原液或其水解物溶液。

４１４　使用硅烷偶联剂水解物处理
即先将硅烷通过控制水解制成水解物而用作

表面处理剂改性二氧化硅。此法可获得比纯硅烷

溶液更佳的处理效果。它无需进一步水解，干燥

即可得二氧化硅改性产品。

４２　迁移法
迁移法是在二氧化硅加入前，将硅烷偶联剂

原液混入有机体系或聚合物内，然后再加入二氧

化硅填料。因而，此法要求有机体系或聚合物不

得过早与硅烷偶联剂反应，以免降低其增黏效果。

此外，物料固化前，硅烷偶联剂必须从聚合物迁移

到二氧化硅表面，随后完成水解缩合反应。为此，

可加入金属羧酸酯作为催化剂，以加速水解缩合

反应。此法对于使用硅烷偶剂表面处理的二氧化

硅，或在成型前需将聚合物和二氧化硅进行混匀

搅拌处理的体系，尤为方便有效。

有人使用各种树脂对比了迁移法及表面预处

理法的处理二氧化硅工艺的优缺点。实践证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迁移法效果逊色于表面预处理

法。迁移法的作用过程是硅烷偶剂从聚合物表面

迁移到二氧化硅表面，进而二氧化硅表面作用。

因此，硅烷偶联掺入聚合物后，须放置一段时间，

以完成迁移过程，而后再进行固化，方能获得较佳

的效果。从理论上推测，硅烷偶联剂分子迁移到

二氧化硅表面上的数量，仅相当于二氧化硅表面

生成单分子层的量，故硅烷偶联剂用量仅需为聚

合物树脂质量的 ０５％ ～１０％。还需指出，在复
合材料配方中，当同时使用与二氧化硅表面相容

性好、且摩尔质量较低的添加剂时，则要特别注意

添加物料的顺序，即先加入硅烷偶联剂，而后加入

添加剂，才能获得较佳的改性结果。

５　结　语
总而言之，硅烷偶联剂作为二氧化硅表面修

饰的最重要的改性剂之一，在使用硅烷偶联剂和进

行二氧化硅表面修饰时要根据应用领域及聚合物

基材性质的不同，选择合适品种的硅烷偶联剂及处

理方式、处理方法、处理数量，然后通过试验找出了

最佳工艺条件，取得了良好的表面修饰效果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废轮胎获取炭黑用于锂离子电池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ＯＲＮＬ）的科研人员
从废弃汽车轮胎获取炭黑，并适当调节其微观结

构特征，加工出应用在锂离子电池组上的高性能、

低成本碳素阳极材料。

据介绍，从废轮胎获取炭黑制造的碳素阳

极经过 １００次充放电循环后，依然拥有近 ３９０
毫安时／克的可逆电容量，优于目前市场上销售
的最优质石墨材料。研究人员认为如此出众的

性能表现，得益于轮胎中碳元素独一无二的微

观结构；阳极材料来源于硫化轮胎橡胶和标准

轮胎橡胶中的碳物质，二者最初的库伦效率值

分别达到７１％和 ４５％。从废汽车轮胎橡胶中
提取高性能碳材料，开发出在能量储存方面的

潜在利用价值，对轮胎橡胶的循环使用增加了

一条新道路。

ＯＲＮＬ研究团队通过一项享有专利认证的预
处理技术，获得热解炭黑材料，其特性与石墨相

似，区别在于前者是人工制造的。微粒化的轮胎

橡胶首先要在高温发烟硫酸池中被溶化，得到硫

化橡胶悬浮液，然后进行过滤、清洗操作，再压缩

成固体实心块。

该利用废轮胎加工碳素阳极的技术旨在开

发低成本、环境友好型的碳素复合阳极材料，并

且保证更大的表面积、更优异的性能表现以及

长时间的稳定可靠性。研究人员正在全力试验

一套生产工艺，以期能够回收更高比例的碳素

材料，并验证该炭黑材料作为软包装锂离子电

池组阳极的可行性。这种新型炭黑阳极材料的

锂电池，在价格方面有望低于市面常见的石墨

阳极电池。 （阿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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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白炭黑产能变化分析及预测

　　目前全球白炭黑产品以沉淀法白炭黑为主，
产能在３３０万吨左右，占行业总产能的９０％以上；
而气相法白炭黑生产则主要集中在德国、美国、日

本、中国、乌克兰等少数几个国家，行业技术高度

垄断。２０１３年全球气相法白炭黑产能在３５万吨
左右，年产量尚不到３０万吨，当中欧美国家产量
占全球总产量的７０％，亚洲地区产量占比为３０％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基于硅产业可持续发展以及
副产物循环利用的行业政策，众多投资者开始涌

进气相二氧化硅这个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国

内气相白炭黑行业逐渐形成了外资企业、依托于

有机硅行业的内资企业以及依托于四氯化硅的内

资企业三足鼎力的局面。

现今，国内气相法白炭黑生产企业生产的型

号主要有：１５０、２００、３００、３８０系列产品。此外还有
压缩型气相法白炭黑（１５０Ｐ、２００Ｐ），高透明型气相
法白炭黑产品（１５０Ｈ），胶体蓄电池专用气相法白
炭黑（２００Ｂ），以及疏水型气相法白炭黑系列产品
等。疏水型产品处理剂有二甲基二氯硅烷和六甲

基二硅氮烷等。

国内气相法白炭黑产品比表面积能够很好地

控制在国标要求范围内，但与日本、韩国、德国、美

国等进口产品相比，比表面积均匀性较差，用国内

气相法白炭黑制作的高温硅橡胶透明度较差，拉

伸率偏低，其他物理性质基本符合要求。

２０１４年，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设计产能有了
变化，同时，在产装置产能利用率也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调整，对于市场有意进入者来说，未来行业不

确定性因素仍旧存在，行业整合的进程依旧缓慢。

１　２０１４年国内气相白炭黑产能变化
表１是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设

计产能变化情况。

据统计，２０１４年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新增产
能仅有一家———湖北兴发集团宜昌精细化工园内

的汇富硅材料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底试车，１１

月一期２０００吨投产；产能变化主要体现在生产企
业装置开车、停车方面。年内，四川峨眉长庆２０００
吨／年气相白炭黑装置重新开车，吉必盛２０００吨／
年装置、沈化１０００吨／年装置年内停车，均在全年
行业产能统计之内。

在２０１４年国内气相白炭黑产能构成比例方
面，外资企业卡博特、瓦克、德山以及 ＯＣＩ占比相
对较 大，分 别 是 １５６９％、１４６４％、１０４６％、
６２８％；其次是产能较大的内资企业浙江富士特、
山东东岳、浙江合盛，产能占比分别是 ６２８％、
６２８％、５２５％，另外，新安化工收购开化合成后，
气相白炭黑总产能达到 ６０００吨（开化合成 ４０００
吨、江南化工２０００吨），产能占比６２８％。

２　２０１４年国内产能利用率统计
在产能利用率方面，自 ２００８年以来气相白炭

黑产能扩张十分迅猛。然而受国内生产技术相对

落后的制约，内资企业空有大产能，难见高产量；

自２０１０年之后，外资企业在中国地区的产能逐渐
释放，同时，在技术方面，内资企业通过借鉴外企

先进技术以及加大自我研发力度，行业产能利用

率逐渐增大，据卓创资讯有机硅网数据统计，２０１３
年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产能利用率在６６％左右，
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依旧明显。

２０１４年，受原材料四氯化硅以及一甲基三氯
硅烷供应紧张影响，国内气相白炭黑内资企业装

置产能普遍过剩，以卡博特、瓦克为首的外企装置

产能利用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监测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年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产能利用率约在
５８％左右，较２０１３年下滑８％。

３　２０１５年国内气相白炭黑产能预测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已经确定的新增产能主
要有三家：乐山永祥硅业 ６０００吨／气相白炭黑项
目、湖北兴发集团宜昌精细化工园内的汇富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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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设计产能变化　 单位：吨

　　生产厂家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产能占比 备　　注

卡博特蓝星（江西）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９％
瓦克化学（张家港） １４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４６４％
韩国奥瑟亚（唐山） 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２８％
浙江富士特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２８％
广州吉必盛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９％ 年内停车

浙江合盛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２３％
山东东岳 ４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２８％
新安化工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２８％
宜昌南玻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７７％
江西黑猫　不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９％
景德镇宏柏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１８％
峨眉长庆 ２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９％ 年内开车

赤峰盛森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１８％
新疆特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９％
内蒙古恒业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９％
徐州天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９％
湖北兴发 ０ 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９％ １１月份投产
沈阳化工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５％ 年内停车

徐州中兴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５％
宁波朝日硅材料 １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已退出行业

　　合 计 ８４１００ ９１６００ ９５６００

有限公司６０００吨／年气相白炭黑项目以及德固赛
与中能合作的 ２００００吨／年包含气相白炭黑在内
的硅化合物项目。

表２　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新增产能统计　单位：吨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４年
现有产能

２０１５年及以后
计划新增产能

四川乐山永祥硅业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湖北兴发集团 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
赢创德固赛集团 ０ ２００００

　　表２列出统计的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现有及
新增产能情况。

就目前国内气相白炭黑行业现状来看，产能

过剩这一明显现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后期行

业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简单预测，行业整合将越

来越明显，具有原材料优势的企业生存空间较大，

产业链趋于完善将成为目前国内气相白炭黑企业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尹　强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赢创扩大日本特种白炭黑产能

　　赢创工业集团将扩大其合资公司ＤＳＬ的特种
白炭黑产能。该合资公司位于日本赤穗市，是赢

创与日本盐野义制药株式会社的合资企业，赢创

持有该合资公司５１％的股份。此次扩产的投资额
达数百万欧元，预计于２０１５年建成投产。赢创的
ＳＩＰＥＲＮＡＴ品牌特种白炭黑可提高电池、有机
硅、工程橡胶、涂料等产品的性能。高品质的白炭

黑还用于食品、化妆品和制药工业，例如牙膏和啤

酒过滤。

据了解，赢创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白炭黑

产能，仅２０１４年预计较２０１０年提升约３０％。位
于美国切斯特的沉淀白炭黑工厂将于今年完成扩

建并投产。另外，该集团刚批准于巴西建造新的

白炭黑工厂，预计于２０１６年投产。北美和南美的
产能扩张将紧跟欧洲和亚洲的步伐，后者已完成

了扩建目标———位于泰国的大型生产基地于２０１４
年３月投入运营。赢创集团高层人士表示，此次
日本的产能扩张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白炭黑业务

领域的专业能力。

作为全球一家主要的白炭黑制造商，赢创集

团除生产沉淀白炭黑外，还生产 ＡＥＲＯＳＩＬ气相
法白炭黑以及 ＡＣＥＭＡＴＴ品牌的消光剂。赢创
沉淀白炭黑、气相法白炭黑和消光剂的全球总产

能达每年５５万吨。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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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０１　炭黑生产新工艺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生产表面改性的炭黑的新

工艺。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以用量在炭黑的

０００５％～１％范围内的硫化合物处理炭黑，从而
实现表面基团的原位形成，从而生产表面改性的

炭黑，该表面改性的炭黑与聚合物组合时，会改变

炭黑－聚合物相互作用，以降低聚合物的滞后性。
还减少了含表面改性的炭黑的聚合物所需的固化

时间。优选的硫化合物为亚硫酸盐或硫酸盐。

２０１５００２　橡胶混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橡胶混合物，其包含：（Ａ）

至少一种苯乙烯 －丁二烯橡胶；（Ｂ）至少一种填
料；（Ｃ）至少一种通式 Ｉ的聚硫化有机（烷基聚醚
硅烷）。通过将至少一种苯乙烯 －丁二烯橡胶和
至少一种填料以及一种通式（Ｉ）的聚硫化有机（烷
基聚醚硅烷）混合来制备该橡胶混合物。该橡胶

混合物可以用于制备模制品。

２０１５００３　含炭黑的液晶聚酯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液晶聚酯模塑组合物，该

组合物能够模塑成厚度小于１５ｍｍ且按照 ＵＬ－
９４２０ｍｍ垂直燃烧测试法（ＡＳＴＭＤ３８０１）测得的
可燃性等级为 ９４Ｖ－０的制品；该组合物包含：
（ｉ）基本上由对苯二甲酸残基、２，６－萘二甲酸残
基、氢醌残基和对羟基苯甲酸残基组成的某种全

芳烃液晶聚酯和（ｉｉ）约为重量的０１％ ～１０％的
以该液晶聚酯模塑组合物总重量为基准计的炭

黑。这些液晶聚酯模塑组合物还可含有玻璃纤

维。该模塑组合物特别适用于制造各种电子设备

中使用的电路板和电气接插件。

２０１５００４　偶联剂对炭黑补强丁苯橡胶和天然橡
胶／丁苯橡胶硫化胶性能的影响

本专利介绍了偶联剂对炭黑补强混炼胶和硫

化胶性能的影响。比较了四种含不同类型丁苯橡

胶的丁苯橡胶复合物和五种含不同胶料的天然橡

胶／丁苯橡胶共混胶。使用双 －［３－（三乙氧基
硅）丙基］－四硫化物（ＴＥＳＰＴ）作为偶联剂。通过
添加偶联剂，虽然丁苯橡胶试样的拉断伸长率降

低了，但模量和拉伸强度都得到提高。对于天然

橡胶／丁苯橡胶试样，通过添加偶联剂，虽然结合
橡胶含量降低了，但交联密度和模量都得到提高。

通过添加偶联剂，丁苯橡胶含量高的天然橡胶／丁
苯橡胶试样的拉断伸长率和拉伸强度得到提高。

炭黑表面改性以及来自双－［３－（三乙氧基硅）丙
基］－四硫化物（ＴＥＳＰＴ）的硫说明通过添加偶联
剂可改变橡胶试样的性能。

２０１５００５　生产橡胶混合物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具有多个混合步骤的生产橡胶

混合物的方法，其中如果适用的话，这些混合步骤

可以被分为多个子步骤，包括以下组分的混合：一

种或多种橡胶；一种或多种包含羟基基团的氧化

物填充剂；一种或多种含硫的有机硅化合物和／或
一种或多种羟基多硫化物化合物；一种或多种返

原保护剂，选自：１，６－二（Ｎ，Ｎ－二苄基 －硫代氨
基甲酰基二硫代）己烷（ＣＡＳ号：１５１９００－４４－６）、
１，３－二（（３－甲基 －２，５－二氧吡咯 －１－基）甲
基）苯（ＣＡＳ号：１１９４６２－５６－５）以及六亚甲基１，
６－二（硫代硫酸酯）、二钠盐、二水合物（ＣＡＳ号：
５７１９－７３－３），以单独的或其混合物的形式，其中
在第一混合步骤中混合入返原保护剂；一种或多

种固化添加剂；以及一种或多种橡胶添加剂。

２０１５００６　含改良硫化剂的轮胎用橡胶混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轮胎，特别是充气轮胎的

组合物，其邵尔 Ａ硬度按 ＤＩＮ５３５０５和 ＡＳＴＭ
Ｄ２２４０规定为 ４０ＳｈＡ～９５ＳｈＡ，玻璃转化温度 Ｔｇ
（Ｅ″ｍａｘ）根据 ＤＩＮ５３５１３在 －８０℃ ～＋８０℃的特
定温度范围，在１０赫兹１０＋０２％的具体载荷下
不低于 －８０℃ ～０℃，其特征在于以下组成：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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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选自天然橡胶、合成聚异戊二烯橡胶、聚异丁

烯橡胶、聚丁二烯橡胶和苯乙烯 －丁二烯橡胶的
可硫化二烯橡胶；３５～３００重量份的至少一种选自
炭黑、白炭黑、硅基填充剂和金属氧化物的活性填

充剂，至少１０重量份为炭黑、白炭黑或其组合；０
～２５０重量份其它的添加剂；０１×１０－３～４２×
１０－３ｍｈｒ的硫化剂，硫化剂以大于４的官能度进行
交联；和０１～２０重量份的至少一种硫化促进剂。

２０１５００７　用氟硅酸盐对炭黑进行处理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成像组件的涂层成分、成像组

件以及成像装置。根据不同的实施方式，有一种

成像组件的涂层成分。该涂层成分包含了成膜树

脂和多个充分均匀分散于成膜树脂中的表面处理

炭黑粒子，其中每个表面处理炭黑粒子中包含与

炭黑粒子表面结合的一个或多个氟硅酸盐。

２０１５００８　一种炭黑颗粒的制备工艺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炭黑造粒的工艺，将炭黑

粉末和水按比例范围０１∶２～２∶１与粘结剂和
分散剂混合。分散剂是胺基表面活性剂，所添加

的分散剂在整个混合物中含量的范围是０００５％
～０１％。混合物在造粒机中制粒，所得原炭黑颗
粒在１５０～２５０℃温度下干燥２０～６０分钟，得到炭
黑颗粒成品。本专利使颗粒表面均匀分布、颗粒

品质均匀、减少水耗、节能及提高生产率。

２０１５００９　功能化炭黑填充橡胶
本专利介绍了功能化炭黑填充的橡胶，介绍

了此类橡胶混合物的生产并且介绍了它们在生产

固化橡胶中的用途，这些固化橡胶是尤其适用于

生产高度补强的模压橡胶产品，特别是用于生产

具有低滚动阻力、在潮湿的表面上具有良好的防

滑特性以及良好耐磨性的轮胎。

２０１５０１０　炭黑树脂研磨组合物、炭黑树脂组合物
及应用其的胶印油墨

本专利介绍了炭黑树脂研磨组合物、炭黑树

脂组合物以及应用其的胶印油墨。该炭黑树脂研

磨组合物是通过把室温下为固态的印刷油墨树脂

添加到未经氧化处理的炭黑中，炭黑对于邻苯二

甲酸二丁酯的油吸收值为６０～１０５ｍｌ／１００ｇ，然后
通过干式研磨来进行制备。

２０１５０１１　弹性体聚合物中的高结构炭黑及其制
备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高结构炭黑 －苯乙烯丁二
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此外，还介绍了一种由

该高结构炭黑 －苯乙烯丁二烯组合物制造的制
品。该方法可包括高剪切研磨含有重量 １％ ～
５０％高结构炭黑的炭黑，从而形成剪切研磨炭黑，
以及将该剪切研磨炭黑与水合并形成炭黑浆。

２０１５０１２　用于喷墨的水性炭黑配方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水性炭黑配方，它包含：Ａ）

至少一种炭黑，以及 Ｂ）在铁（ＩＩ）氯化物存在下硝
基苯与苯胺的反应产物的至少一种中和的硫酸化

产物。

２０１５０１３　用过氧化氢氧化炭黑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过氧化氢水溶液混合物

氧化炭黑的方法，其中采用标准炭黑生产装置和

生产效率，并在不产生有害排放物及不需要专门

处理的条件下，混合炭黑与过氧化氢水溶液，再加

以干燥，以有效地氧化大量的炭黑。

２０１５０１４　氧化后处理的炭黑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氧化后处理的炭黑。其特

征在于相对于其总重量，它的挥发性组分的含量

大于重量的 １０％，ＣＴＡＢ表面积与碘值的比值大
于２ｍ２／ｍｇ。本专利的炭黑优选用作制备水基的
油漆、印刷油墨及作为机械和手工记录及绘图仪

器中的墨汁的颜料炭黑。这些性能的组合使得该

炭黑在水基粘结剂体系中有优良的分散性。由它

制备的油漆、印刷油墨及打印机油墨有很突出的

贮存稳定性。

２０１５０１５　转化炭黑及其制备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转化炭黑及其制备方法。

该转化炭黑具有更小的滚动阻力以及同样或更佳

的湿滑性能。其粒度分布中大直径的颗粒所占的

比例较小。用这种炭黑制备的胶料的磨损效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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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改善。通过控制燃烧室中的燃烧，使炭黑核

形成，并使炭黑核立即与炭黑原料接触，这样就可

以在传统的炭黑反应器中来制备转化炭黑。如果

通过合适的方式增加燃烧空气和炭黑原料的加入

量，则可以使所形成的炭黑中较大的颗粒所占的

比例较小。

２０１５０１６　用于确定在内燃机的发动机油中炭黑
浓度的方法以及装置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测定在内燃机的发动

机油中的炭黑浓度的方法，其中，在测量区段的区

域中利用至少一个能量源的能量加载发动机油，

即，包含在发动机油中的炭黑颗粒至少部分地吸

收该能量。紧接着，探测在测量区段的区域中被

吸收的能量，并且从中确定在发动机油中的炭黑

浓度。

２０１５０１７　在催化式或非催化式炭黑再生方法中
用作微粒过滤器的多孔载体

本专利介绍了在催化式或非催化式炭黑再生

方法中用作微粒过滤器的多孔载体，该多孔载体

优选地用于汽车应用及非汽车应用。该载体用于

催化式及非催化式炭黑再生。该载体具有蜂窝结

构，并在所微粒过滤器的操作期间，过滤流经所述

多孔载体的排气中的纳米颗粒。该多孔载体孔密

度为２００～３００ＣＰＳＩ范围，壁厚为 １０～１６密耳，
孔隙率为３５％～５５％，孔径为９～１５ｍｍ。

２０１５０１８　亲水性炭黑聚集体及其制备方法以及
包含其的亲水性组合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亲水性炭黑聚集体及其制

备方法以及包含其的亲水性组合材料。该亲水性

炭黑聚集体包含杂化颗粒，其具有亲水性无机颗

粒嵌入在炭黑颗粒表面上的结构。

２０１５０１９　用于各类应用的热改性炭黑及其生产
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电热流化床加热炉对诸

如炭黑材料的细颗粒物质进行连续热处理的方

法，通过该加热炉的喷嘴以预定速率引入流化气

体，通过该加热炉的进料管以预定速率连续引入

未处理的炭黑，使其形成流化床，给该电极施加电

压以加热该流化床，并从排出管连续收集已处理

的炭黑。从该排出管收集的炭黑显示出被去除了

ＰＡＨ及硫的特性，且已被石墨化、其吸湿性已消
除，并且炭黑更抗氧化。此外，所得的炉法炭黑粒

度７～１００ｎｍ、吸油值５０～３００ｍｌ／１００ｇ，而热裂炭
黑粒度２００～５００ｎｍ、吸油值小于 ５０ｍｌ／１００ｇ。该
热改性炭黑在湿固化聚合物系统、锌 －碳干电池
类电池中的应用、其它电化学电源及其它电子应

用、半导体电线及电缆应用、以及胶囊复合物应用

中的功能特性得到改进。

２０１５０２０　滤色片黑色基质光阻成分及用于该成
分的炭黑分散体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滤色片黑色基质光阻

的炭黑分散体成分，其中包含：（Ａ）具有特定物理
性能的炭黑（平均初始粒径，表面羧基浓度）；（Ｂ）
具有氨基和／或其季铵盐的共聚物；（Ｃ）有机溶剂，
并提供了包含上述分散体；（Ｄ）具有羧基的粘结
剂用树脂；（Ｅ）烯键式不饱和单体；（Ｆ）光致聚合
引发剂和（Ｇ）特定的多官能硫醇化合物的滤色片
黑色基质光阻成分，该滤色片黑色基质光阻成分

可轻易地通过光刻法形成具有高光屏蔽性能的薄

膜或图案，具有优异的储存稳定性并显示出充分

的灵敏度和分辨率。

２０１５０２１　炭黑颗粒的制备方法及其用途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炭黑颗粒，其特征在于其

ＡＰＣ值小于或等于重量的２０％，ＡＰＣ值在输送速
度８ｍ／ｓ和固体负载２７ｇ／ｋｇ下测得。该炭黑颗粒
由炭黑粉末通过以下步骤制备：通过在第一混合

造粒机中在加入含有或未含有粘结剂的造粒液的

情况下进行预造粒，并且在不进一步加入造粒液

的情况下在第二混合造粒机中造粒至最终状态。

该炭黑颗粒可用作填料、增强填料、ＵＶ稳定剂、导
电炭黑、颜料或还原剂。

２０１５０２２　制备导电热塑性组合物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使用导电母料制备导电热

塑性组合物特别是导电聚（亚芳基醚）／聚酰胺组
合物的方法，该导电母料的制备方法是：混合导电

１３第１期　　　　　　　　　 　 　　　国　外　炭　黑　文　摘



炭黑和第一树脂以形成导电炭黑／树脂混合物；将
导电炭黑／树脂混合物与第二树脂复合，其中第一
树脂是粉末。

２０１５０２３　切割碳纳米管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含金属颗粒的碳纳米管或

不包含金属的碳纳米管以及切割碳纳米管的方

法，该碳纳米管具有加大的表面积。根据该方法，

碳纳米管的分散性可通过简化碳纳米管的结构变

化或表面修饰而得到提高，从而使活性物质能够

嵌入到碳纳米管的内壁，同时提高嵌入效率。

２０１５０２４　碳纳米管的形成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形成碳纳米管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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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２５　制备碳纳米笼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能够大量生产高纯度碳纳

米笼的简单方法。该制备碳纳米笼的方法包括：

将惰性气体引入装配有喷嘴的反应器中；升高反

应器温度至催化剂化合物的热解温度；并通过喷

嘴，将包括催化剂化合物的反应物和含碳化合物

一起喷入反应器中，其中惰性气体的空间速度与

反应物的空间速度的比为１００或更高。

２０１５０２６　短碳纳米管、浸渍有催化剂的碳纳米管
和燃料电池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作催化剂载体的短碳纳

米管。该短碳纳米管两端均被打开，其长度为≤
３００ｎｍ，纵横比为１～１５。该短碳纳米管具有大表
面积和较好的电导率并且其两端均被打开，从而

可以将金属催化剂浸渍到碳纳米管的内部内。此

外，浸渍有催化剂的碳纳米管的有效比表面积大，

因而可改进催化剂利用的效率，降低使用的催化

剂量并能有效扩散燃料。因此，当在燃料电池等

中应用浸渍有催化剂的碳纳米管时，可以改善造

价、电极的功率密度及燃料电池的能量密度。

２０１５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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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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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除该嵌段共聚物的一部分的薄膜上沉

积催化剂基体；以及去除薄膜以形成有多个金属

催化剂点的催化剂层。

２０１５０２８　碳纳米管发射器的形成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形成碳纳米管发射器的方

法。该形成碳纳米管发射器的方法包括：在衬底

上以预定形状形成碳纳米管复合物；在该碳纳米

管复合物上涂覆呈液相的表面处理材料，并进行

干燥；以及将该变干的表面处理材料从该碳纳米

管复合物上剥离。

２０１５０２９　含碳纳米管的中孔性碳复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以碳纳米管 －中孔性硅石复合

物，碳纳米管－中孔性碳复合物，以碳纳米管 －中
孔性碳复合物为担体的担载催化剂，及利用担载

催化剂的燃料电池。碳纳米管 －中孔性碳复合物
是利用碳纳米管－中孔性硅石复合物制备的。碳
纳米管－中孔性碳复合物因其中所包含的碳纳米
管而具有高电导率，因而，相对于不含碳纳米管的

常规催化剂担体而言，当燃料电池的电极中使用

碳纳米管－中孔性碳复合物时，燃料电池性能得
以显著提高。

２０１５０３０　制造碳纳米管场致发射装置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碳纳米管发射器以及利用

该碳纳米管发射器制造碳纳米管场致发射装置的

方法。将粉末碳纳米管吸附到第一基板上。将金

属淀积在碳纳米管上。将所得结构压合到阴极的

表面。将第一基板从第二基板隔开，以拉紧碳纳

米管，使得碳纳米管垂直于第一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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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０１　白炭黑／炭黑复合填料对天然橡胶补强
性能的研究

炭黑和白炭黑是橡胶主要的补强填料，可以

显著提升橡胶的性能。虽然炭黑和白炭黑有各自

的优势，但白炭黑／炭黑共用可以更好地提高天然
橡胶（ＮＲ）的物理性能和动态性能。本工作用不
同用量比的白炭黑／炭黑复合填料（用量５０份）补
强ＮＲ，考察胶料的拉伸强度、撕裂强度、耐磨性
能、抗裂口增长性能、生热性能和滚动阻力等。结

果表明，复合填料的白炭黑用量为２０份和３０份
时ＮＲ胶料综合性能较好。

２０１５００２　银－钬抗菌白炭黑的合成
本研究采用溶胶－凝胶法合成了一种新型无

机抗菌材料－银－钬抗菌白炭黑。与只含有银的
抗菌白炭黑相比，这种新型抗菌材料具有更显著

的杀菌效果。其对大肠杆菌的杀菌率能达９９％以
上。通过研究银离子浓度、钬离子浓度和反应时

间对杀菌率的影响，得到较理想的制备条件是，银

离子浓度００９ｍｏｌ·Ｌ－１，钬离子浓度０００３ｍｏｌ·

Ｌ－１，反应时间２５ｈ。通过对ＦＴＩＲ图谱的分析，可
知银离子和钬离子的添加几乎未改变白炭黑的结

构。另外ＸＲＤ图谱显示该材料为无定形态。

２０１５００３　１，２－聚丁二烯／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
制备与性能

采用哈克转矩流变仪分别将多壁碳纳米管

（ＭＷＣＮＴ）及聚合物包覆多壁碳纳米管（Ｐ－
ＭＷＣＮＴ）与１，２－聚丁二烯橡胶（１，２－ＰＢ）共混，
制备１，２－ＰＢ／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研究了ＭＷＣ
ＮＴ用量对１，２－ＰＢ的硫化行为、拉伸性能和导电
性能的影响及硫化胶的动态力学性能。结果表

明，将ＭＷＣＮＴ与液体聚丁二烯（ＰＢ）研磨，可使聚
合物包覆在ＭＷＣＮＴ表面，提高 ＭＷＣＮＴ在１，２－

ＰＢ橡胶中的分散性，增强 ＭＷＣＮＴ与１，２－ＰＢ的
界面粘合力。１，２－ＰＢ与 ＭＷＣＮＴ共混所制得的
硫化胶物理性能优于 １，２－ＰＢ／Ｐ－ＭＷＣＮＴ。
ＭＷＣＮＴ能显著提高硫化胶的导电性能。

２０１５００４　绿色轮胎用高分散白炭黑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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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０５　富铝尖晶石 －碳复合材料渣渗透及导
电的逾渗模型

为了探讨含碳耐火材料的导电性和渣渗透与

组成的关系，采用 ｗ（Ｃ）＝９８％的石墨、纯度为
９９％（ｗ）的富铝尖晶石为主要原料，以石墨添加质
量分数分别为５％、１０％、１５％、２０％、４０％、６０％的
富铝尖晶石－碳试样研究了其导电性与组成的关
系，以石墨添加质量分数分别为１０％、２０％、３０％、
３５％、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的试样研究了其抗
渣性与组成的关系。结果表明，富铝尖晶石 －石
墨试样的导电性及渣渗透性与组成的关系都符合

逾渗模型，其导电性的逾渗阈值为１４３％（石墨的
体积分数），而抗渣性的逾渗阈值为５６４％（尖晶
石＋孔隙的体积分数），且在逾渗阈值附近，材料
的导电性对成型压力较为敏感。

２０１５００６　炭黑对乙烯丙烯酸酯橡胶硫化胶性能
的影响

研究炭黑品种和用量对乙烯丙烯酸酯橡胶

（ＡＥＭ）硫化特性、物理性能、耐热老化性能和耐油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炭黑粒径的增大，

ＡＥＭ胶料的焦烧时间延长，物理性能和耐热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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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降低，耐油性能提高，炭黑 Ｎ６６０／ＡＥＭ胶料的
综合性能最好；随着炭黑Ｎ６６０用量的增大，ＡＥＭ胶
料的焦烧时间缩短，物理性能先升高后降低，耐油

性能提高，耐热老化性能降低，炭黑Ｎ６６０用量为６０
份时ＡＥＭ胶料的综合性能较好；炭黑 Ｎ５５０／Ｎ７７４
并用比为４０／４０时，ＡＥＭ胶料的综合性能较好。

２０１５００７　溶胶－凝胶工艺制备非氧化物超细粉
体的研究

非氧化物材料因具有高熔点、高强度及优良

的化学稳定性等优点而受到研究人员的普遍关

注。综述了溶胶 －凝胶（ｓｏｌ－ｇｅｌ）工艺制备非氧
化物超细粉体的研究现状，总结了ｓｏｌ－ｇｅｌ工艺制
备非氧化物超细粉体的优缺点，并提出了该技术

今后潜在的发展方向。

２０１５００８　ＳｉＯ２－ＳｉＣ棚板的性能优化研究
为改善ＳｉＯ２－ＳｉＣ棚板的性能，特别是高温性

能，以ＳｉＣ、ＳｉＯ２为主要原料，黏土粉、Ａｌ２Ｏ３和ＣａＯ
微粉为添加剂，羧甲基纤维素为临时结合剂，研究

了ＳｉＯ２加入质量分数（２％、５％、８％、１０％），热处
理温度（分别为 １３８０、１４００、１４２０、１４４０、１４６０和
１４８０℃），添加剂（分别为质量分数０３％的黏土、
Ａｌ２Ｏ３和ＣａＯ微粉）对试样性能的影响，并进行了
生产应用。结果表明：１）ＳｉＯ２加入量提高有利于
常温强度的改善，但过高时对高温强度无益，ＳｉＯ２
的最佳加入质量分数为５％。２）提高热处理温度
会明显改善ＳｉＯ２－ＳｉＣ材料的高温强度，但温度过
高时，高温强度反而略有下降，较适宜的热处理温

度为１４４０℃左右。３）添加黏土、Ａｌ２Ｏ３和 ＣａＯ微
粉均能使ＳｉＯ２－ＳｉＣ材料的常温和高温强度有所
提高；添加 ＣａＯ微粉促进了 ＳｉＯ２的鳞石英化，试
样的综合性能最好。４）生产试用结果表明，本研
究中最佳试样的使用性能超过其他厂家的。

２０１５００９　以石墨为造孔剂制备堇青石多孔陶瓷
材料

以滑石、高岭土、氧化铝、氢氧化铝和二氧化

硅为原料，采用基础配方（ｗ）：氧化铝１７８％、氢

氧化铝４５％、滑石４２４％、煅烧高岭土２２６％、
生高岭土５７％、二氧化硅７％，分别外加０、２５％、
３５％、４５％、５５％质量分数的石墨做造孔剂，以
ＰＶＡ为结合剂，经混合、成型后，分别在 １２５０、
１３００、１３５０℃保温１ｈ热处理而制备了适用于汽油
机颗粒物捕集器（ＧＰＦ）的堇青石多孔陶瓷材料，
并对该试样进行了ＸＲＤ和ＳＥＭ分析、孔径大小和
分布、显气孔率以及烧结等性能的研究。结果表

明：以石墨为造孔剂，在１３００℃保温１ｈ可以制备
出微孔化且孔径大小呈梯度分布的堇青石多孔材

料；改变石墨加入量，可以有效控制试样的气孔

率、孔径大小及孔径分布，当石墨质量分数为４５％
左右时，试样的显气孔率最大，抗折强度也较高，

综合性能较好。

２０１５０１０　白炭黑分散剂 ＴＹＣ０５４６的结构及其
在轮胎胎面胶中的应用

通过 分 子 设 计 合 成 了 白 炭 黑 分 散 剂

ＴＹＣ０５４６，考察其在轮胎胎面胶中的应用。结果表
明：白炭黑分散剂 ＴＹＣ０５４６具有与白炭黑和橡胶
均相容的基团，可以提高白炭黑的分散性，降低胶

料的门尼粘度和加工能耗，减少白炭黑对促进剂

的吸附，增大胶料硬度和定伸应力，提高耐磨性

能，降低滚动阻力，是新的环保型轮胎胶料助剂。

２０１５０１１　石墨烯的制备及表征
为了得到高性能的石墨烯材料，采用水合肼、

茶多酚与抗坏血酸３种不同的还原剂将氧化石墨
烯还原制备得到石墨烯，通过红外光谱、Ｘ射线衍
射、接触角对产物的结构进行表征，采用四探针法

测试电导率，循环伏安法和计时电位法测试电化

学性能，水合肼、茶多酚与抗环血酸这３种还原剂
都能有效地将氧化石墨烯结构中的亲水基团去

除，得到疏水的石墨烯，通过比较３种还原剂制备
的电化学性能，发现通过茶多酚还原得到的石墨

烯的导电性能最好，当电流密度为３Ａ／ｇ时，茶多
酚还原得到的石墨烯电容性能达到６０９Ｆ／ｇ，保持
率达到８７７１％，这表明由茶多酚还原得到的石墨
烯具有更为优良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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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１２　双相炭黑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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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１３　炭黑尾气综合利用示例
采用水洗塔对炭黑尾气进行降温脱湿处理，

提高炭黑尾气热值和火焰燃烧温度，将尾气用于

替代炼焦煤气，置换出焦炉煤气用于制取甲醇，社

会和经济效益明显。

２０１５０１４　稻壳源白炭黑对天然橡胶胶料动态性
能的影响

研究稻壳源白炭黑的结构及其对天然橡胶

（ＮＲ）胶料动态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稻壳源白
炭黑的粒径小，比表面积大，分散性较好；随着稻

壳源白炭黑用量的增大，ＮＲ混炼胶的 Ｐａｙｎｅ效应
越来越明显，硫化胶的损耗因子呈增大趋势。

２０１５０１５　丁腈橡胶对白炭黑 －炭黑补强溶聚丁
苯橡胶性能的影响

研究丁腈橡胶（ＮＢＲ）用量对白炭黑 －炭黑补
强溶聚丁苯橡胶（ＳＳＢＲ）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随着ＮＢＲ用量的增大，白炭黑 －炭黑补强 ＳＳＢＲ
混炼胶的ｔ１０和 ｔ９０缩短，硫化速度提高；硫化胶
的拉伸强度略有下降，压缩生热和压缩永久变形

增大；ＮＢＲ用量为４份时可以同时优化胶料的抗
湿滑性能、滚动阻力和耐磨性能。

２０１５０１６　环氧化天然橡胶对白炭黑／天然橡胶硫
化胶物理性能和减震性能的影响

研究不同环氧度环氧化天然橡胶（ＥＮＲ）对白
炭黑／天然橡胶（ＮＲ）硫化胶物理性能、减震性能
及压缩疲劳生热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ＥＮＲ可
以提高白炭黑／ＮＲ硫化胶的物理性能和实用温度
范围内的阻尼性能，降低硫化胶的压缩疲劳生热，

其中环氧度为４０％的ＥＮＲ效果最优。

２０１５０１７　硅粉对硅溶胶结合 Ａｌ２Ｏ３－ＳｉＣ－Ｃ浇
注料性能的影响

以特级矾土熟料（５～３、３～１ｍｍ）、棕刚玉（≤
１ｍｍ）、ＳｉＣ（≤１ｍｍ）、球状沥青（１～０５ｍｍ）、电熔
白刚玉（≤００７４ｍｍ）、活性 α－Ａｌ２Ｏ３微粉、ＳｉＯ２
微粉、硅粉（ｄ５０＝２０８１μｍ）为原料制备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Ｃ－Ｃ浇注料，分别以质量分数为 ０、１％、２％、
３％、４％、５％和６％的硅粉等量替代白刚玉粉），研
究了硅粉对浇注料常温物理性能和抗氧化性能的

影响，并采用 Ｆａｃｔｓａｇｅ、ＳＥＭ和 ＥＰＭＡ等手段对试
样进行热力学分析和显微结构分析。结果表明：

１）随着硅粉含量的增加，试样的显气孔率逐渐降
低，体积密度先增大后减小，常温强度明显提高。

２）硅粉可以提高浇注料的抗氧化性能，在硅粉加
入量为４％（ｗ）时，其抗氧化性能最好。３）抗氧化
试验后，试样边缘部位原位反应应生成的莫来石

堵塞了气孔，使得试样边缘结构致密；试样过渡区

域有少量的莫来石和 ＳｉＯ２生成，封闭了表面的气
孔，进一步阻止了氧气的进入；试样中心区域有少

量晶须状的ＳｉＣ生成，填充在骨架结构中，起强化
增韧的作用。

２０１５０１８　白炭黑分散剂ＺＤ－６在全钢载重轮胎
胎面胶中的试验研究

在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胎面胶配方中填充较

大量的白炭黑时，除使用硅烷偶联剂Ｓｉ－６９外，还
可添加白炭黑分散剂 ＺＤ－６。试验表明，胶料添
加白炭黑分散剂ＺＤ－６后，门尼粘度下降、炭黑分
散度增大、生热降低，胎面胶半成品挤出工艺质量

得到了改善。此外，分散剂 ＺＤ－６和硅烷偶联剂
Ｓｉ－６９并用具有叠加效果，可改善硫化胶的拉伸
性能和耐切割性能。

２０１５０１９　纳米氧化锌在橡胶制品中的应用研究
依据氧化锌是橡胶活性剂和硫化剂的特点，

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配方，分别对普通氧化锌和

纳米氧化锌进行了对比试验。其结果表明：纳米

氧化锌因其粒子细、比表面积大、活性高，所以在

配方中可以大幅减量使用，其胶料不仅在性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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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或与减量前使用普通氧化锌相当，而且能明

显降低胶料成本。因此，在橡胶行业中，用纳米氧

化锌取代普通氧化锌是最好的选择。

２０１５０２０　有机硅改性酚醛树脂的研究进展
综述了改性酚醛树脂的种类以及有机硅改性

酚醛树脂的机理和方法；从物理共混改性和化学

共聚改性两个方面介绍了有机硅改性酚醛树脂的

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２０１５０２１　用于氟橡胶的特种低比表面积白炭黑
采用低比表面积特种白炭黑制备了氟橡胶胶

料。试验结果表明：与炭黑 Ｎ９９０相比，含特种白
炭黑的氟橡胶胶料具有较好的加工性能和拉伸性

能，硫化胶的耐屈挠龟裂性能较好，并对硫化胶的

热稳定性和耐油性没有负面影响。由于其填充量

可增加至４０份，故可降低制品的成本。

２０１５０２２　端巯基硅烷改性白炭黑填充丁基橡胶
采用端巯基硅烷偶联剂（ＫＨ－５８０）对白炭黑

表面改性，研究了白炭黑对丁基橡胶力学性能和

阻尼性能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改性白炭黑用量

的增加，丁基橡胶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在

３０ｐｈｒ时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相比未改性白炭
黑，改性白炭黑填充丁基橡胶在 －４０～８０℃下，损
耗因子（ｔａｎδ）值减小，有效阻尼温域略微变窄；在
频率为０～２０Ｈｚ条件下，随着频率的增加，改性白
炭黑填充丁基橡胶ｔａｎδ值和储能模量增大，ＫＨ－
５８０有利于提高丁基橡胶和白炭黑之间的相容性。

２０１５０２３　煅烧温度对 ＭｇＯ－ＣａＯ－ＳｉＯ２材料
性能的影响

为了提高 ＭｇＯ－ＣａＯ耐火材料的抗水化性
能，在白云石粉（≤００３７４ｍｍ）掺加１０％（ｗ）的
石英粉（≤００４５ｍｍ）合成 ＭｇＯ－ＣａＯ－ＳｉＯ２耐火
材料，并着重探究了煅烧温度分别为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１６５０℃时对ＭｇＯ－ＣａＯ－ＳｉＯ２耐火材料致密
性及抗水化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煅烧温

度的升高，试样的致密度增大，抗水化性增强，但

煅烧温度达到１６５０℃时出现过烧现象；在煅烧过
程中，ＳｉＯ２与 ＣａＯ反应生成了３ＣａＯ·ＳｉＯ２，但仍
有游离态ＣａＯ存在，可净化钢液。

２０１５０２４　纳米添加剂在耐火材料中应用的研究
概况

综述了纳米添加剂在氧化物基耐火材料和含

碳耐火材料中应用的研究概况，指出充分考虑纳

米添加剂粒度小、比表面积大和反应活性高等特

点是其成功应用的关键。在适当条件下，纳米添

加剂会起到较好的助烧结作用、矿化作用或者催

化作用，进而提高试样的性能。在氧化物基耐火

材料中，与单一组成耐火材料中添加同组成纳米

添加剂提高烧结性相比，多组成材料中所添加纳

米添加剂能够发生反应生成新物相的研究工作较

多，部分研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所添加纳

米添加剂与材料内组分反应生成粒度细小、分布

均匀的新相，从而调整、改善材料的性能，故添加

能反应生成新相的纳米添加剂是有意义的研究方

向。在含碳耐火材料中，氧化物纳米添加剂、含碳

类纳米添加剂或其他纳米添加剂均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碳的加入量，保持或改善材料的性能，其

中以纳米炭黑的应用效果最好；某些纳米添加剂

的催化作用使无定形碳转变为晶体碳纤维，提高

了残碳率，增强了结合性，故这方面的研究有较广

阔的应用前景，应引起科研人员重视。

２０１５０２５　硅溶胶结合不定形耐火材料的研究及
应用现状

总结了硅溶胶结合不定形耐火材料（包括浇

注料、捣打料、喷射料和压入料）的性能研究和应

用现状，并展望了硅溶胶结合耐火材料技术研究

的方向和前景。

２０１５０２６　高分散性白炭黑１６５ＭＰ在轮胎胎面胶
中的应用

研究国产高分散性白炭黑１６５ＭＰ在轮胎胎面
胶中的应用。结果表明，与国外高分散性白炭黑

胶料相比，白炭黑１６５ＭＰ胶料的硫化速度较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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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能和耐磨性能较好，生热略高，动态力学性能

略差。在高填充量下白炭黑１６５ＭＰ能够满足绿色
轮胎的生产需求。

２０１５０２７　纳米技术在耐火材料中应用的研究进
展

综述了纳米技术在耐火材料中应用的新进

展。在耐火浇注料中引入纳米相，可减少水泥和

水加入量，降低有害组分，提高性能；添加纳米粉

可降低氧化物制品的烧结温度、改善显微结构和

性能；在含碳耐火材料中引入纳米碳，在大幅降低

碳含量的条件下，材料可保持优良的抗热震性和

抗侵蚀性。此外，探讨了纳米技术在耐火材料中

应用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２０１５０２８　用硫化仪数学分析法确定白炭黑在丁
苯橡胶中最佳填充量

以谷氨酸二硫代氨基甲酸镧（Ｌａ－ＧＤＴＣ）改
性白炭黑（ＳｉＯ２）填充丁苯橡胶（ＳＢＲ），采用硫化
仪数学分析法确定了 ＳｉＯ２最佳用量，通过橡胶加
工分析仪分析了填料网络结构的形成，研究了

ＳＢＲ／Ｌａ－ＧＤＴＣ／ＳｉＯ２复合材料的拉伸性能。结果
表明，采用硫化仪数学分析法确定 ＳｉＯ２最佳用量
为４０份；当 ＳｉＯ２用量不超过４０份时，ＳＢＲ／Ｌａ－
ＧＤＴＣ／ＳｉＯ２复合材料的 Ｐａｙｎｅ效应不明显，当
ＳｉＯ２用量为５０份时，复合材料出现了明显的 Ｐａｙ
ｎｅ效应；随着 ＳｉＯ２用量的增加，ＳＢＲ／Ｌａ－ＧＤＴＣ／

ＳｉＯ２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先升高后下降，当 ＳｉＯ２
用量为４０份时达到最大值（２８０３ＭＰａ），表明采
用硫化仪数学分析法可以快捷、准确确定在橡胶

复合材料中无机填料的最佳用量。

２０１５０２９　石墨烯的制备及改性方法研究进展
石墨烯是近些年来发现的一种新型碳材料，

其完美的二维结构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文章

综述了国内外石墨烯的制备及改性方法，并阐述

了石墨烯各种制备方法及其优缺点，为石墨烯的

工业化经制备及功能化处理具有参考意义。

２０１５０３０　内疏外亲ＳｉＯ２气凝胶的制备及表征
以正硅酸乙酯（ＴＥＯＳ）为硅源，无水乙醇为溶

剂，硝酸为催化剂，氨水为凝胶剂，经溶胶 －凝胶
过程制备块状湿凝胶。再以三甲基硅烷（ＴＭＣＳ）
为疏水改性剂，３－氨丙基三羟基硅烷为亲水改性
剂对制备的湿凝胶进行改性处理，最后经超临界

ＣＯ２干燥得到块体ＳｉＯ２气凝胶。考察了亲水改性
剂加入量分别为０、０１５、０７５、１５、２７０ｍＬ时对
块体 ＳｉＯ２气凝胶亲水性的影响，并通过扫描电子
显微镜（ＳＥＭ）、接触角、吸水率、红外光谱（ＦＴ－
ＩＲ）等对气凝胶进行表征。结果表明；所得气凝胶
块体具有纳米多孔结构，内部疏水（最大接触角可

达１２３°），表面亲水，试样亲水性随亲水剂用量的
增加而增大；同一试样亲水性存在一定的梯度变

化，亲水性由内到外逐渐增强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

卡博特展示两款炭黑新产品

　　第八届亚洲埃森轮胎展１２月３～５日在上海
举行，卡博特公司携两款炭黑新产品参展。

该公司在本届展会上力推两款更节油、更耐

磨的新产品：ＰＲＯＰＥＬＥ７和 ＰＲＯＰＥＬＤ１１炭黑。
实验室测试表明，ＰＲＯＰＥＬＥ７炭黑在不降低轮胎
耐磨性能的情况下，能够让一般轮胎胎面胶的能

量损失降低１５％，从而降低轮胎的滚动阻力，提升
车辆燃油经济性，主要可用于在高速公路上行使

的长途卡车轮胎胎面和翻新胎面；ＰＲＯＰＥＬＤ１１炭

黑应用在天然橡胶配方中，可比市售其他高性能

炭黑配方的耐磨性能提高１０％，增强轮胎胎面的
抗切割、抗撕裂及耐磨性能，从而延长轮胎的使用

寿命。该产品主要用于短途卡车、工程车轮胎胎

面，以及要求耐久性最大化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

轮胎胎面。

除了轮胎应用以外，卡博特在展会上还展示

了包括 ＳＰＨＥＲＯＮ、ＳＴＥＲＬＩＮＧ和 ＶＵＬＣＡＮ等在内
的多种补强材料。 （艾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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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轮胎市场占比将逾６０％

随着近１０年来国内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我
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轮胎生产国跟市场。但国内

企业轮胎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同质化严峻导致

价格战愈演愈烈、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此外，欧美

地区轮胎节能环保、安全等 Ｘ－ｒｉｔｅ５０４角度技术
法规要求趋严，对于出口型企业跟产品造成技术

壁 垒；国内资源危机跟环境感染治理迫在眉睫，行

业政策全面勉励发展绿色轮胎，并将逐步设立行

业准入门槛跟落后产品产能淘汰机制。

今年３月份，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发表了《绿色
轮胎技术规范》，并启动了推动省油的＂绿色轮胎＂
发展项目，要求到 ２０１５年，国内５０％的轮胎生产
商生产绿色轮胎，当中又有不低于５０％的产能是
绿色轮胎，总产能２５％以上为绿色轮胎。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技术情报研究所

人士称，预计绿色轮胎在国内完成产业化将基本

遵循＂先半钢后全钢、先原配后替换、先自愿后强
制、先新产品后旧产品＂的原则。

专家预计，在国外政策倒逼出口轮胎升级、国

内政策 淘汰落后产能、消费者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的大环境下，２０１５年整体轮胎市场环保化率有望
突破２０％，而这一数字在２０１０年仅为２％左右；预
计到 ２０２０年，绿色轮胎将占到全国轮胎市场的
６０％以上。 （艾丰）

炭黑院隆昌生产基地挂牌

炭黑院（ＣＣＢＩ）隆昌生产基地近日正式挂
牌。四川省隆昌县党政主要领导，炭黑院王家贵

院长、王定友副院长、谢廷峰副书记和相关部门

负责人，以及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主要领导参

加了挂牌仪式，并就深化合作机制、做大做强炭

黑产业、构建可持续盈利模式等重要事项进行了

坦诚的交流。

此前，炭黑院与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为期５年的合作协议，双方决定携手打造＂中橡
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隆昌生产基地＂，利用炭
黑院的技术、品牌优势与隆昌公司的生产资源、循

环经济的有机融合和优势互补，实现双方的互利

共赢。

据悉，隆昌炭黑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已形成了从原料供应、产品生产、工艺过程监控、

产品质量检测到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完整业务

链，并在生产过程余热利用方面，建立起了典型的

炭黑生产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模式。

隆昌基地的建立将有助于炭黑院产品、产业

的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通过“创新驱动”构

建起一个“产学研合作发展平台”，促进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优化，同时也为尝试进一步引入民营资

本，实现低成本发展打开了一个“窗口”。 （宇虹）

炭黑院富勒烯项目通过省级验收

日前受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委托，材料腐蚀与

防护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组织专家对炭黑院李兵红

博士承担的２０１２年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重点项
目“复合法批量提纯富勒烯 Ｃ６０／Ｃ７０技术研究”
进行验收。验收组专家听取了项目相关总结报

告，审查了有关资料，经讨论认为该项目完成了任

务书所规定的内容，资料齐全，数据可靠，资金使

用合理，同意通过验收。这是炭黑院２０１４年通过
的又一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

据悉，“复合法批量提纯富勒烯Ｃ６０／Ｃ７０技术
研究”项目历时两年，该项目迄今已申请国家专

利３项，获得了自主知识产权。该项目是炭黑院
第一次得到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资金资助的重

点项目，其成功验收为今后的项目申报积累了经

验，拓宽了渠道。 （安琪）

日本炭黑出货量连续７个月负增长

日本炭黑协会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年９月日本炭黑出货量连 ７个月负增长，
这主要与日本汽车和轮胎市场萎缩有关。２０１４
年９月，日本炭黑出货量 ５２１万吨，同比下降
２７％；其中，橡胶用炭黑出货量 ４９１万吨，同
比减少３０％，而非橡胶用炭黑出货量为 ０３１
万吨，同比增长 ２２％。２０１４前 ９个月累计出
货量４５５６万吨，同比减少 ０４％；其中橡胶用
炭黑累计出货量为 ４２７１万吨，同比减少
０８％，而非橡胶用炭黑的累计出货量为 ２８５
万吨，同比增长５２％。

（袁丁）

８３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赢创推出美容护肤专用白炭黑

德国赢创工业集团推出两款专用白炭黑新产

品———ＳＩＰＥＲＮＡＴ２２００ＰＣ和 ＳＩＰＥＲＮＡＴ２２ＰＣ，以取
代美容护肤洁面磨砂产品中的塑料微粒。两款新

产品都具有海绵状微孔结构，其平均粒径分别为

３２０和１２０微米左右。这种独特的结构使得其除
了具备清洁功能外，还拥有其它塑料微粒替代物

所没有的重要优势：白炭黑能吸收液体有效成分

和气味，并在特定位置释放———例如在护肤产品

中的应用。

据悉，以往化妆品中的磨砂产品通常含有聚

乙烯和聚丙烯等塑料微粒。鉴于塑料微粒对海洋

环境的污染，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化妆品中的其它

合成微粒。为此，化妆品和身体护理产品生产商

致力于寻找塑料微粒的替代物，一些大型国际化

妆品公司２０１３年底已开始使用赢创的专用白炭
黑产品生产沐浴露、面部护理磨砂产品。赢创已在

欧洲生产 ＳＩＰＥＲＮＡＴＰＣ等级产品，目前正计划将
生产拓展至亚洲和北美。该公司表示，它可以生

产工业化级别的数量，并向全球市场供货，因此价

格具有竞争力。 （清风）

赢创新签白炭黑产品分销协议

特种化学品制造商赢创集团日前宣布，其无

机材料业务部与卡里公司、多赛特 －杰克逊公司
签订了新的协议，由此赢创将扩大其白炭黑产品

线在美国中西部及西部地区的分销范围。

据悉，卡里公司此前为赢创白炭黑产品线

在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北达科他州、南达

科塔州、印第安纳州北部、爱荷华州及伊利诺

斯州部分地区的总代理，现在它将覆盖整个爱

荷华州、伊利诺斯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和内

布拉斯加州。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

华盛顿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外，多赛特

－杰克逊公司将代理赢创白炭黑产品线在犹
他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达

荷州的分销。

该协议涵盖了赢创的 ＡＣＥＭＡＴＴ牌消光剂产
品、ＳＩＰＥＲＮＡＴ牌和 ＳＩＤＥＮＴ牌沉淀法白炭黑、
ＡＥＲＯＳＩＬ牌气相法白炭黑、ＡＥＲＯＸＩＤＥ牌混合金

属氧化物和ＡＥＲＯＤＩＳＰ牌分散体。这些白炭黑产
品广泛应用于轮胎、油漆和涂料、粘合剂和密封

剂、塑料、油墨、有机硅和生命科学等领域。

（朱永康）

固特异用稻壳灰生产节油环保轮胎

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ＧＴ）近日宣布推出一
项新技术，可以从用于发电而焚烧稻壳后所留下

的灰烬中提取制造轮胎所需的白炭黑原料，帮助

固特异生产节油环保轮胎。

根据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的统计数据，全世

界每年收获的稻谷超过７亿吨，而稻壳的处理是
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问题。因此，稻壳通常被

焚烧用于发电，以减少运往垃圾填埋场的废物量。

过去两年来，固特异创新技术中心一直在研究从

稻壳灰中提取白炭黑的技术，经测试发现其对轮

胎性能的影响与传统来源的白炭黑相同。这项技

术的实施将极大减少运往垃圾填埋场的废弃物，

从而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据悉，白炭黑与橡胶混合来制造轮胎胎面，可

以提高橡胶的强度，有助于降低滚动阻力，进而提

高燃油效率。与此同时，白炭黑还能有效地提高

轮胎的湿地抓着性能，让驾驶者在享受卓越操控

的同时又多了一份安全感。 （艾迪）

莱钢成功开发炭黑油生产新工艺

近日，由莱钢技术中心联合焦化厂共同研发

的项目＂利用液体中温沥青生产炭黑油的工艺技
术研究开发＂顺利通过莱芜分公司专家委员会验
收，该项目填补了省内空白。

据介绍，课题组成员通过对原有液体中温沥

青生产工艺优化、各种原料成分检测、影响炭黑油

质量的各种因素分析，研究出合适的沥青提取率、

沥青与蒽油配加比例、温度，开发出了一种利用液

体中温沥青生产炭黑油的高附加值产品新工艺，

在解决沥青销售困难的同时，减少沥青烟的排放

量，降低沥青烟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和人身伤害，环

保效果良好。截至１０月底，焦化厂应用此新工艺
生产炭黑油产品共２５８７９吨，经济效益显著。

（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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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轮胎出货量或超过３亿条

美国橡胶制造商协会（ＲＭＡ）日前预测，受原
配轮胎及替换胎两位数的增长推动，２０１４年美国
轮胎出货量将达到 ３１亿条，较 ２０１３年提升
４７％。

ＲＭＡ预计，美国乘用车原配胎 ２０１４年出
货量可达到４７５０万条，较 ２０１３年增长 ８９％；
随着新车出货量的增长，２０１５还将继续增长至
４８７０万条。替换胎出货量预计可达到 ２０５亿
条，较 ２０１３年增长 ３１％。轻型卡车原配胎
２０１４年将增长６８％至 ４７０万条，２０１５年还将
继续增长２１％至 ４８０万条。替换胎出货量预
计可达到 ２９６０万条，同比增长 ４２％；卡车原
配胎的出货量预计可达到５４０万条，较２０１３年
的４８０万条增长 １２５％；替换胎出货量预计可
增长１０８％至１７４万条。

此外，由于替换胎市场的停滞将会抵消原配

胎市场的增长，ＲＭＡ预计２０１５年美国轮胎市场在
２０１４年的基础上增长将较为缓慢，预计仅微升６０
万条。 （尹强）

卡博特公布２０１４年第三季度
及本财年业绩

　　美国卡博特公司宣布，２０１４年第三季度，该公
司的净销售额为９１１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８９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６７％。２０１４年３季度，归属于
该公司的净利润３３００万美元，去年同期为４７００万
美元，同比减少３００％。
２０１４财年（即日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４

年９月３０日），卡博特公司的净销售额达 ３６４７
亿美元，而上一财年为 ３４５６亿美元，同比增长
５５％。归属于该公司的净利润 ２０１亿美元，去
年同期为１５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４％。

（袁丁）

尼日利亚ＷＲＰＣ将恢复炭黑生产

据Ｎｏｔｃｈ咨询公司网站报道，尼日利亚国家石
油公司（ＮＮＰＣ）旗下的子公司，瓦里（Ｗａｒｒｉ）炼油

和石化公司（ＷＲＰＣ）的炭黑装置准备恢复小批量
生产。该炭黑装置，最近几年一直处于关停状态，

近十来年曾断断续续地生产过。近年来，由于企

业的财务问题，设备缺少适当的维修和保养，而一

些偷油贼又破坏了瓦里炼厂的石油管道，除了炭

黑装置处于这种状况外，整个 ＷＲＰＣ公司的运营
也一直不正常。

该炭黑装置的年产能为１８万吨，建于１９８３
年，采用菲利普公司技术。预计，该公司在１１月
将恢复运营，其炭黑装置每月可生产 Ｎ３３０炭黑
１０００吨。 （袁丁）

山西焦化炭黑产销创佳绩

山西焦化集团旗下的炭黑公司强化管理，炭

黑销售连续３个月保持良好态势。以１０月为例，
该公司生产炭黑４１４３８吨，销售４４８１２吨，销售
率达１０８１４％。

该公司依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计划检修率

达１００％、质量合格率达１００％，严格按照计划检
修方案对各生产装置进行查缺补漏，随时保养和

检修，确保各生产装置工艺指标稳定，设备运行正

常。销售部门从客户结构、合同状况、应收预收款

情况等方面科学预判，紧紧抓住市场紧俏产品和

积极开辟新用户。其中仅１０月就开发和巩固新
用户１９家，有力开拓了市场。 （袁丁）

世界炭黑产量达１１７２万吨

日本最新出版的《炭黑年鉴》２０１４年版援引
ＣＴＣ国际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３年全球炭黑
生产量为１１７２５万吨。２０１３年世界１０大炭黑生
产国排行榜如下：中国４７０２万吨、美国１３５２万
吨、俄罗斯７６６万吨、印度６６０万吨、日本６００
万吨、韩国５２０万吨、巴西４００万吨、泰国３５０
万吨、德国２３０万吨和意大利２１５万吨。

炭黑产量若按地区统计的话，亚太地区产量

为７１７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６１％；北美 １５４万
吨，占１３％；俄罗斯和东欧诸国１１２万吨，占１０％；
西欧８国７７万吨，占７％；中南美７４万吨，占６％；
非洲和中近东４０万吨，占３％。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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