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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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黑生产节能体系
———关键设备浅谈

贾　春，王彦玲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炭黑生产是一种能源集约型生产过程，其节能体系主要围绕降低炭黑综合能耗、充分利用炭黑烟气显热和尾

气化学热这三大方面。炭研院从这三个方面着手，通过多年的工艺技术与设备的攻关，逐步改进、创新，建立起了以关键节

能设备为支撑核心的炭黑生产节能体系。本文立足于设备，从结构、原理及优、特点等方面介绍与炭黑生产过程各节能体系

配套的关键设备。以期对炭黑生产线的设计、改造有所帮助。

关键词：炭黑；节能；设备；关键；工艺体系

１　前　言
炭黑生产是一种能源集约型生产过程，其主

要原料为煤焦油系和石油系的油品及天然气，生

产过程与能源消耗密切相关。炭黑生产的能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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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能量；二次能源则包括两部分，即原料油经高

温裂解以后产生的高温炭黑烟气的物理显热，以

及经过收集后的炭黑尾气中可燃组分的化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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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降低炭黑综合能耗。第二

就是充分地利用炭黑烟气显热和尾气化学热，达

到能源的循环利用［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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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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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０ｔｃ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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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５ｔｃ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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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ｔｃ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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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通过多年的工艺、设备的技术改进和创新，中

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炭研

院”）逐渐建立起了以关键节能设备为核心的炭黑

生产过程节能体系［３］，包括：

● 以炭黑高温反应器、高温空气预热器为核
心设备的炭黑反应过程降耗工艺节能体系；

● 以急冷换热器、高温空气预热器、在线余热
锅炉、新型油预热器为核心设备的炭黑高温烟气

物理热回收工艺节能体系；

● 以尾气燃烧炉、尾气锅炉为核心设备的尾
气化学热回收工艺节能体系。

２　节能体系关键设备
炭黑生产节能体系综合起来包括两大方面：

炭黑生产降耗系统和炭黑生产余热回收系统。

２１　炭黑生产降耗系统
炭黑生产降耗系统主要围绕着炭黑反应与生

成来进行，包括减少原料消耗和燃料消耗。其关

键设备的应用包括：

２１１　带精密金属喉管的高温反应器
带精密金属喉管的高温反应器的应用，使得

炭黑生成反应温度得到强化，提高反应温度，促使

原料油向产品的转化，提高了炭黑收率，减少原料

油消耗。

高温反应器作为炭黑反应的载体，是油炉法

１第２期　　　 　　　　　　　　　　贾 春等．炭黑生产节能体系



炭黑生产中的核心设备，喉管段又是反应器中高

温高冲刷的重要部件，处在最为苛刻的使用环境

中，往往易损坏，从而影响设备寿命。目前，国内

炭黑反应器基本采用的是耐火材料式喉管，这种

喉管在高温烟气作用下，易烧损、变形，寿命很短，

有的甚至只使用了２～３个月就必须更换。更为
重要的是，由于喉管段长期处在高温烟气的冲刷

下，导致喉管内径尺寸变化较大，影响炭黑产品质

量。近年来，有些企业尝试采用全金属喉管，但因

部分结构、选材等原因均未达到很好的使用效果。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炭研院专门成立了攻关

小组，成功开发了精密金属喉管［４］。其外观见图

１，并申请了国家专利（专利号为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５８５７０９．９
一种精密喉管）。配备有该精密喉管的高温反应

器的成功应用，使炭黑生产实现更高反应温度成

为可能，促进了原料向产品的最大转化，减少了原

料消耗。

图１　精密喉管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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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精密喉管结构示意图

该精密金属喉管段采用水夹套结构（如图

２），油腔均距布置在四周，分成三个腔分段进油；
油枪插孔均距布置，使喷油点成倍增加，从而提高

产品质量；冷却水流向是下进上出，喉管壳体上开

有多个“腰子”孔，便于水流通。喉管部分采用整

体浇铸，开孔后能保证强度，并且铸钢浇铸部分表

面积比较大，有利于带走热量，保证喉管壁温低，

提高喉管使用寿命。进油（排油检修）采用金属软

管连接，在线更换油枪时，排空油腔内残油时，对

外界环境没有污染。

设备的主要优点如下：

 铸造精密喉管，耐高温冲刷（壁温低），不
易变形；

 油枪和油腔设计结构新颖；
 保证在反应器炉膛微正压的时候不串火，

提高设备操作安全性；

 油枪数量的增加，导致喷油点成倍增加，有
助于扩大产能。

２１２　高温空气预热器
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应用，提高了助燃空气温

度，强化了燃料的燃烧度，从而减少燃料消耗。据

计算，从６５０℃起，空气预热温度每提高１００℃，炭
黑总油耗降低４％。随着空气预热器主要型式和
新型材料及制造工艺的不断改进，预热空气的温

度已从最初的４００℃提高到９００℃。同时，高温空
气预热器也是炭黑余热回收体系中的重要设备，

是直接利用高温烟气物理热来加热反应器入炉空

气的换热装置。它可以减少急冷水用量，降低尾

气中水蒸汽含量，提高尾气热值，降低收集系统负

荷并减轻因水蒸汽冷凝而造成的腐蚀。

由于炭黑生产的特殊性和炭黑烟气的物性，

高温空气预热器一般采用列管式结构，主要由上

管箱、列管段、下管箱构成。

炭黑烟气从下管箱的进气口进入列管内，从

上管箱流出，而空气则由上部空气入口进入换热

器（列管段），在折流板的引导下，沿列管间隙从上

向下流动，从列管段下部管口流出。通过烟气与

空气的逆流传导，使烟气的热量充分地传导给空

气，烟气温度得以降低，空气温度得以升高。空气

温度达到工艺指标的需要后，进入反应器内参与

燃烧反应，从而降低能源的消耗。

由于温差大，热负荷高，导致空气预热器的热

应力大，使用寿命过短。因此，炭黑生产装置高温

空气预热器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消除或减小热

应力，降低各部件由于膨胀不均导致的变形不协

２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调。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下管板受力复杂，包
括管板内外温差应力、径向膨胀与壳体变形不协

调，以及管板材料不均匀引起的变形不协调等，在

操作不稳定的状态中，管板容易出现高温蠕变、材

料脆化、焊缝开裂等失效问题，影响空气预热器的

使用寿命；② 因为气体的导热系数较小，再加上截
面气体流场及温度场分布不均匀，使每根换热管

的壁温不同，导致换热管和换热管之间的膨胀量

的大小不一致，从而在部分换热管和管板连接焊

口处产生大于屈服极限的局部温差应力，时间一

长出现疲劳破坏使焊口拉裂或换热管弯曲变形开

裂。

在一定温度下，空气泄漏量达到一定程度，就

会和含有 Ｈ２、ＣＯ等可燃性气体的高温炭黑烟气
接触燃烧，燃烧产生的高温将导致整个空气预热

器的损坏。针对以上问题，我院进行了大胆的结

构创新，从两条结构路线出发，先后推出了两种结

构类型的新型空气预热器：单管自由伸缩式高温

空气预热器和单管波纹补偿式高温空气预热器。

这两种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列管段外观如图３和图
４，其结构优点和特点见表１。

图３　单管自由伸缩式高温空气预热器列管段

２２　炭黑生产余热回收体系
炭黑生产余热回收体系分为烟气物理显热回

收和尾气化学热利用。

２２１　烟气物理显热回收
在油炉法炭黑生产中，回收利用高温烟气物

理热是非常重要的，成为各炭黑企业降低炭黑成

本的潜在空间。回收的温度段是主要从２８０℃（袋
滤器滤袋材料使用温度的限制）到 １３００℃（终止

图４　单管波纹补偿式高温空气预热器列管段

炭黑反应温度）。随着新型节能设备的开发成功和

投入使用，逐渐形成了以急冷换热器、高温空气预

热器、在线余热锅炉、新型油预热器为核心设备的

物理热回收工艺节能体系（如图５），使得炭黑烟
气物理热回收率达到 ９６６％，即急冷换热器
２７８％，９００℃空气预热器４７１％，在线余热锅炉
１５９％，原料油预热器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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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炭黑高温烟气物理热回收工艺节能阶段图

［１］急冷换热器
在炭黑生产工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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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方法必须在瞬间完成，通常的做法是喷入大量

的急冷水。急冷换热设备的应用能够替代或部

分替代急冷水，达到降温终止反应作用。同时可

吸收烟气显热，产生附加产品，实现余热循环利

用。

炭研院开发的专利设备急冷换热器［６］（专利

号为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４７５９７８一种急冷换热器）为立式
套管结构，布置在炭黑反应炉之后，高温空气预热

器之前。主要分成两大部分：急冷换热器本体和

高位汽包。二者之间通过气体上升管和液体下降

管组成，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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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种结构类型的新型高温空气预热器
名称 结构简图 结构优点／特点 示意图 专利

单管自由

伸缩式高

温空气预

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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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克服换热管与管板间焊缝和管板在高温
下的变形／损坏，高温端采用了双管板专用风机强
制风冷却结构，使管板在使用情况下温度降低，从

而减少了σ相析出，延长了管板寿命以保护管板。
　　为了保护高温端管板，本结构还采用了保护
套管和隔热保护层结构。换热器在多重保护下，

使用寿命得到极大的提高。

　　低温端管板采用双管板蒸汽＋间隙密封＋填
料密封的结构［５］（见示意图Ⅰ，管子能自由伸缩。
保证无空气进入烟气管箱，有少量的蒸汽进入烟

气管箱，不会引起烟气燃烧而损坏管端密封，这样

可以提高烟气出口温度，换热器的换热温度差相

应提高了，从而提高了整个空气预热器的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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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Ⅰ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３３５７７３
列管式空气预热器

换热管端部的密封

装置

单管波纹

补偿式高

温空气预

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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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下部采用双管板，双管板间设置换热管
外套管和立筋，增加双管板结构强度，增加散热面

积，降低管板温度；双管板采用主供风机部分风进

行风冷却结构，提高管板机械强度。高温材料选

用国内开发的高性能材料。

　　换热器采用双重热补偿器：低温端管子与管
板采用单管波形补偿器，全密封，每根管子能各自

伸缩以保证补偿换热管的不均热伸缩（见示意图

Ⅱ）；壳体采用多波不锈钢膨胀节，主要补偿壳体
与管子的热伸缩差。

　　换热器外部壳体膨胀节之上安装配重装置，
降低管束轴向压力；配重装置同时兼具壳体导向

支撑作用。

示意图Ⅱ

已申请

图５　急冷换热器示意图

　　① 工作原理
立式急冷换热器为双层套管结构，其外观如

图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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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进到急冷换热器的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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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炭黑烟气降至所要求的温度。炭黑烟气

通过急冷换热器上部出口箱，离开急冷系统。

急冷换热器的给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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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急冷换热器系统，供使用。

② 特点及优点：
● 设计分体式汽包，方便设备布置，以及蒸汽

集中分配使用。

● 高位汽包，有利于快速建立急冷换热器水
循环，且为立式结构，水循环速度比卧式快，有利

于承受更大的热负荷。

● 采用双套管和圆集流管结构，能吸收双套
管热膨胀差，有效减小温差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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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急冷换热器外观图

● 不需要很厚的管板，由圆集流管单元排列
焊接组成新型“管板”，进一步减小温差应力。

● 由于为全套管结构，允许更高的蒸汽压力。
能适应各种用户需要，方便蒸汽并网。

● 采用高流速设计，急冷时间仅为 ００３～
００４秒，保证高温烟气中炭黑不沉积和堵塞。

● 换热管进出口端采用新型材料非金属保护
套管，确保急冷换热器可靠运行。

［２］高温空气预热器
前面已作叙述，这里不再赘述。

［３］在线余热锅炉
在线余热锅炉是炭黑生产中又一个重要的余

热回收综合利用设备。主要回收４００℃ ～６５０℃的
烟气显热。炭研院研制的 ＹＲ系列在线余热锅
炉［７］（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６２０８２２在线余热锅
炉），形式为管壳式火管余热锅炉，基本结构是由

管壳式蒸发器与汽包组成（如图８），外观如图９。
其下部为锅壳本体，上部为单设汽包。锅壳与汽

包之间由多根上升管和下降管连接。烟气走管

程，水走壳程。

这种在线余热锅炉的结构特点如下：

● 新型弧形薄管板结构：这种结构可有效的降

图８　在线余热锅炉结构示意图

图９　在线余热锅炉外观图

低急冷锅炉的制造成本，并明显地降低锅炉的管程

和壳程热温差膨胀效应，使得锅炉在操作参数温度

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仍然可安全、正常使用。

● 管口防冲刷结构：通过对进口处烟气流量
精确测定和模拟冲刷试验，来进行最合理的选材，

采用全金属保护套管结构，既实用又节约成本，而

且解决了陶瓷套管制作难度大，使用寿命短问题。

● 液位稳定检测系统：设计了全新的液位稳定
检测系统，能有效的减小汽包内因沸腾而产生的液

面波动对液位检测的影响。实际运用反映良好。

［４］油预热器
原料油预热器直接串联在炭黑烟气管道上，

利用炭黑烟气所含的热能，对原料油进行预热。

结构外观如图１０所示。
流经壳体的炭黑烟气对流经蛇管的原料油加

热，以提高原料油的温度，温度升高后粘性和表面

张力降低，使原料油在通过原料油枪进入反应炉

时更好地雾化，缩短反应时间，从而强化燃烧，提

高原料油到炭黑的转化率。一般都是将油预热到

２６０～２８０℃左右。此设备的结构特点如下：
● 换热管组在管架的支撑下，平置于壳体内。
● 换热管组在水平方向上没有受到任何约

束，受热时可自由地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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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原料油预热器外观图

２２２　尾气化学热的利用
炭黑尾气是可燃性气体。炭黑生产中对尾气

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尾气在尾气燃烧炉燃烧后形

成高温燃余气干燥炭黑湿粒子即干燥热源，和作

为尾气锅炉燃料。

［１］多点燃烧尾气燃烧炉
尾气在尾气燃烧炉内燃烧，产生高温燃余气，

进入干燥机外火箱烟道内，对干燥剂内的炭黑湿

粒子进行加热，达到干燥的目的。

尾气燃烧炉是炭黑生产干燥系统的热源设

备，也是尾气利用的重要节能设备。

炭研院设计开发的具有多点喷燃装置的尾气

燃烧炉［８］（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０４８９６２５一种炭黑
尾气燃烧炉），克服了以往的尾气燃烧炉燃烧不充

分、不均匀的问题。该设备结构如图１１所示，是
由燃烧室、蓄热室、出口烟道和多个喷燃装置（喷

燃器）组成。可以使得炭黑尾气燃烧充分、均匀，

有效地利用能源。

该尾气燃烧炉采用多点喷燃装置，相应的炭

黑尾气和空气可以多点喷入该喷燃装置中，并形

成多点同时点燃，燃烧充分、均匀。此外，该喷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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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燃烧。这种尾气燃烧炉的优势

在于提供了一种低热值可燃气体的燃烧炉，产品

结构新颖、设计合理、可以强化燃烧过程，有效地

提高燃烧效率，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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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多点燃烧尾气燃烧炉结构示意图

　　［２］尾气锅炉
尾气发电技术现已发展成为炭黑生产附属独

立系统，拥有成熟的工艺技术和装备，尾气锅炉作

为尾气发电中的重要设备，现今已较为完备。在

此不再赘述。

３　结语与设想
随着炭黑工业的发展，生产线规模的不断扩

能，炭黑生产中可利用的能源空间和潜力逐渐凸

显，越来越多的炭黑企业关注节能降耗，纷纷引进

或尝试开发高效炭黑节能工艺技术。与此同时，

炭黑装备制造业也加大了对设备的开发力度，研

制出了一系列高效节能过程设备，使得炭黑生产

能量格局重新调整，形成了新的炭黑工艺节能体

系。正是这些新节能技术和新节能设备的应用，

炭黑生产正向着高效、节能、环保方向稳步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技术与设备的推广应用也提高了

整个炭黑装置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金量，迎合了

最近开始实施的 ＧＢ２９４４０－２０１２《炭黑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标准中对节能技术的要求。

笔者从事炭黑节能设备的设计开发多年，在此

从设备角度出发，简单介绍了现行炭黑生产过程节

能体系配套的几种关键节能设备，希望对炭黑生产

装置的设计、改造以及节能设备选型有所帮助。另

外，笔者设想：下一步不妨将炭黑节能体系中同类

节能设备整合或者说设备功能化集成，进一步挖掘

炭黑生产过程能源利用或能量回收潜能空间，使利

用或回收效率达到最大化。 （下转第１５页）

６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炭黑粉样控制对生产过程的影响

何军生，陈英贤

（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广东 茂名 ５２５０２４）

摘　要：本文对粉状、粒状炭黑的特性进行了分析，探讨湿法炭黑生产过程中粉样控制对成品粒样质量指标的影响，并

详细介绍了在转换品种及原料油转换过程中如何做到减少次品、稳定质量、快速转换的实践方法。

关键词：炭黑粉样；粒状炭黑；转换品种；原料油转换；吸碘值；吸油值；快速转换

１　前　言
在油炉法炭黑生产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投产、

转产情况，尤其是中小型炭黑企业为了满足市场

需求，生产的炭黑品种较多，有的甚至达到十多个

品种，转换品种的频率更高。生产炭黑的原料油

有澄清油、乙烯焦油、蒽油、煤焦油、杂酚油、炭黑

油等，由于稳定的优质原料油成本高，企业很少选

用，许多企业在实际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料油呈现

复杂性、多样性，针对不同品质的炭黑使用油种以

及混配比例都有区别，经常需要换油生产。无论

是投产、转产、换油等过程，一般情况下都根据炉

后干燥滚筒出口的粒状炭黑质量检测数值来调整

生产工艺，使炭黑质量最终符合指标要求，如图１
所示。然而，从炉前调整工艺到炉后出粒状炭黑，

炭黑经过各系统工序时间需要约６０～８０分钟，加
上粒状炭黑采样检验后反馈信息至调整需要约２０
分钟，这样完成前后采样检测及作出调整一次至

少需要８０～１００分钟，如果指标偏差较大往往要
调整几次才能达标，连续多次调控过程中产生的

过渡次品从几吨至几十吨，再返工回流处理对质

量、能耗、产能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影响。为了快速

转换，减少次品，稳定成品质量，探讨炉前的炭黑

粉样检测与控制对湿法炭黑生产过程的管控显得

十分重要。

２０１４年炭黑展望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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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油炉法炭黑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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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粉状、粒状炭黑的相关特性
２１　粉状炭黑

本文的粉状炭黑是指在油炉法工艺流程中原

料油预热器后端对烟气进行采集取出的未经造粒

的炭黑粉样，如图１所示。炭黑的生成过程主要
是在反应炉内完成，后序流程基本上是物理处理

过程，因此粉状炭黑质量已反映了所生成炭黑的

主要质量特性。粉状炭黑的倾注密度（即表观密

度）较小，一般在８０～１９０ｋｇ／ｍ３，其视体积较大且
容易飞扬，不利于包装、输送、仓贮及使用过程中

的作业环境要求，除了特殊的炭黑（如色素类炭

黑）外，目前所有炭黑都要经过湿法造粒。

２２　粒状炭黑
粒状炭黑是指粉状炭黑加上适量的水和粘合

剂在湿法造粒机中混合搅拌形成球状颗粒，如图１
所示，再经过干燥机烘干后成为颗粒状的炭黑。

通过造粒大大减少了单位质量炭黑的视体积，倾注

密度相应增大至３００～５００ｋｇ／ｍ３。为了便于生产、
运输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对控制粒状炭黑的粒子质

量也有一定的要求，如倾注密度、细粉含量、单个粒

子破碎强度、粒子尺寸分布等均有指标要求。

２３　粉状与粒状炭黑吸碘值对应关系
吸碘值反映炭黑原生粒径大小。炭黑的原生

粒径是指在反应生成过程中形成的球状或近似于

球状的炭黑原生粒子平均几何直径。在生产应用

中是通过测定炭黑比表面积大小反映平均粒径大

小，粒径越小，比表面积越大。测定油炉法炭黑比

表面积通常使用仪器简单、操作快速、成本较低的

碘吸附法，以每千克（或每克）炭黑吸附碘的质量

多少（克或毫克）来表示，统称吸碘值（Ｉａ值），吸碘
值越高，比表面积越大，粒径就越小，反之亦然。

油炉法炭黑的粒径主要受原料油特性、风油

比、原料油雾化、反应炉内的流速、炉温、反应时间

等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风油比越大，原料油雾

化程度越高，反应炉内的流速越快、炉温越高，粒

径就越小，吸碘值越高；反之，粒径就越大，吸碘值

越低。反应时间短，炭黑粒子表面残留物多，影响

到碘吸收，导致吸碘值检测偏低。所以，炭黑粒径

大小已在生成反应结束后就已确定，无论是粉状

炭黑还是经过造粒加工成为粒状炭黑的粒径大小

属性基本上不变化。但是，在造粒过程中通常加

入适量的粘合剂（糖蜜或木质素等溶液）增强颗粒

强度，粘合剂的使用对碘吸附测定炭黑的比表面

积结果有较大影响，造粒过程中粘合剂溶液的糖

分子会进入炭黑表面的孔隙，使Ｉａ测定结果偏低，
炭黑品种的粒径越小，粉、粒状炭黑的吸碘值偏差

数值就越大。根据生产分析总结，当炉前运行工

况及造粒效果基本稳定时，各条生产线的某个品

种的粉状与粒状炭黑的对应吸碘值偏差数值基本

衡定，变化不大。当炉前工艺调整时，只要控制粉

状吸碘值在要求范围内，粒状吸碘值随着对应粉

状的吸碘值变化而同样变化。经过我司对Ａ、Ｂ、Ｃ
等三条生产线的粉、粒状炭黑的吸碘值进行检验

数据对比统计总结，部分炭黑品种的粉、粒状吸碘

值存在偏差关系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粉状与粒状炭黑的吸碘值偏差关系

生产线

编号
品种

吸碘值（ｇ／ｋｇ）对应关系
粉状炭黑 粒状炭黑 对应偏差数值

Ａ Ｎ１１０ １６２±３ １４５±３ １７
Ａ Ｎ２２０ １３２±３ １２１±３ １１
Ａ Ｎ２３４ １３０±３ １２０±３ １０
Ｂ Ｎ３３０ ８８±３ ８２±３ ６
Ｂ Ｎ３３９ ９８±３ ９０±３ ８
Ｃ Ｎ５５０ ４８±３ ４３±３ ５
Ｃ Ｎ６６０ ３８±３ ３６±３ ２

２４　粉状与粒状炭黑吸油值对应关系
吸油值高低反映炭黑总体结构的高低，包括

一次、二次结构。炭黑的结构是指聚集体的大小、

形状、聚集体中的粒子数以及连接紧密程度的总

和。炭黑是以聚集体状态存在，若聚集体在橡胶

混炼及加工中稳定存在且不被外力所破坏的结构

为一次结构（或永久结构），由于炭黑的单个聚集

体之间因范德华力相互附聚形成暂时结构为二次

结构，易受外力破坏，破坏后也易附聚恢复。炭黑

结构高低以单位质量的炭黑所吸收的邻苯二甲酸

二丁酯（ＤＢＰ）的毫升数来表示，统称吸油值（ＤＢＰ
值），结构性越高，吸油值就越高。

在油炉法炭黑生产过程中，影响炭黑结构的

主要因素是原料油特性、添加剂用量、造粒机转

速、反应时间、生产负荷以及原料油中碱金属离子

含量等，由于喷油方式不一样，软质炭黑的结构还

受原料油雾化空气量、油枪定位的影响。含 Ｋ＋、
Ｎａ＋等盐类添加剂用量多，造粒机转速越高，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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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短，炭黑总体结构越低。反应时间、原料油

等影响到结构的因素一般已由生产工艺方式确

定，通常是通过添加剂用量来调控炭黑总体结构，

造粒机转速只是对二次结构影响较大，转速高，二

次结构受破坏程度高，粒状炭黑的吸油值相对降

低。一般情况下，各条生产线生产某个品种的造

粒机转速相对衡定，粉状与粒状炭黑的对应吸油

值偏差数值基本衡定，变化不大。当炉前工艺调

整时，只要控制粉状吸油值在要求范围内，粒状吸

油值随着对应粉状的吸油值变化而同样变化。经

过我司对 Ａ、Ｂ、Ｃ等三条生产线的粉、粒状炭黑的
吸油值进行检验数据对比统计总结，部分炭黑品

种的粉、粒状吸油值存在偏差关系如表下１所示，
表中吸油值均为手工法检测所得的数据。

表２　粉状与粒状炭黑的吸油值偏差关系
生产线

编号
品种

吸油值（１０－５ｍ３／ｋｇ）对应关系
粉状炭黑 粒状炭黑 对应偏差数值

Ａ Ｎ１１０ １２８±３ １１３±３ １５
Ａ Ｎ２２０ １２８±３ １１４±３ １４
Ａ Ｎ２３４ １４５±３ １２５±３ ２０
Ｂ Ｎ３３０ １１０±３ １０２±３ ８
Ｂ Ｎ３３９ １４５±３ １２０±３ ２５
Ｃ Ｎ５５０ １４５±３ １２１±３ ２４
Ｃ Ｎ６６０ ９８±３ ９０±３ ８

３　粉样控制对成品质量的影响
３１　炭黑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炭黑的性质主要包括炭黑的粒径、结构、表面

活性、分散性等，当生产工艺方式确定，例如反应

炉型、原料配方、油枪水枪定位、喷嘴型号以及各

种相关工艺参数确定，炭黑的性质就基本确定了。

对于油炉法炭黑生产，主要调整和控制的是炭黑

的粒径与结构，当此两个性质确定则炭黑的其它

特性就基本确定了，所以炭黑生产过程的质量控

制主要是围绕炭黑的粒径与结构进行控制，即是

调整工艺控制炭黑的吸碘值与吸油值符合技术指

标要求。

３２　粉样质量控制的作用
在生产过程中炭黑成品质量的吸碘值、吸油

值是以干燥机出口所采集的粒状炭黑分析数据作

为依据，与对应品种的技术指标对比偏差后，再对

炉前工艺的风油比、添加剂以及其它相关工艺方

式进行相应调整。一般情况下，当正常稳定生产

时，粒状炭黑的质量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只需对相

关工艺小幅度调整即可满足品质要求。但是，在

投产、转换品种、原料油转换以及生产不稳定等状

况时，粒状炭黑的质量出现波动偏差较大，甚至不

符合要求导致切入次品罐，需要较大幅度地调整

炉前工艺，由于被调整后生成的炭黑如图１所示
要经过空预器、油预热器、收集系统、风送与分离

系统、供料造粒系统、干燥机等设备管线，大约需

６０～８０分钟才能到达干燥机出口的粒状炭黑取样
口，还需约２０分钟分析结果出来，才能确定所调
控的工艺是否可行。如果一次调整不好，还需再

调整、再等待采样分析，在此反复调整分析过程中

的炭黑质量波动较大，品质不稳定。经过多次的

长时间调整分析，在确定质量符合要求后才能进

入合格品罐，在此过程中连续产生的次品从几吨

至几十吨，在回流返工时浪费能源，并且影响产能

发挥及质量稳定性。

当需要较大幅度地调整工艺时，为了缩短等

待时间，如图１所示，在调整稳定后５～１０分钟可
在原料油预热器的粉状炭黑取样口快速采集炭黑

粉样直接进行分析，根据上述炭黑的粉状与粒状

对应特性关系来调整炉前工艺，粉样的分析结果

数据减去偏差数值就可估计本次调整生成的粒状

炭黑的吸碘值、吸油值数据，从而可确定是否还需

再调整工艺。因此，只要控制好炭黑粉样的吸碘

值、吸油值在对应的范围内，正常情况下炉后粒状

炭黑的吸碘值、吸油值基本上在所预期的指标范围

内。这样，进行一次采集粉样分析再调整相比等待

采集粒状分析缩短５０～７０分钟，如需进行几次调整
则缩短的时间更多，这就非常有利于在投产、转换

品种、原料油转换以及生产不稳定等状况的调控生

产过程，减少次品产生，稳定质量，可达到快速转换

目的。另外，炭黑粉样也可用于检测水洗３２５目筛
余物，有利于提前预估筛余物质量情况。

３３　粉样质量控制的影响因素
通过粉样质量控制来达到控制粒状炭黑的质

量，应注意生产及检测过程的一些相关影响因素，

例如下面几点：

（１）每次在采粉样时，为了避免采样短管、阀门
及滤袋残留其它炭黑，应把最先采集的粉样彻底清

理干净，重新再采样送检，确保所采集的炭黑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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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目前调整生成的炭黑，具有准确的代表性。

（２）各条生产线具有各自生产炭黑的特性，每
个品种在不同装置的吸碘、吸油偏差数值有差别。

即使是同条生产线，因原料油差异、设备损耗等原

因，吸碘、吸油偏差数值也不是固定的，可能会有

１～２个值变化。
（３）在转产初始阶段，若生产装置系统内还残

留部分其它品种的炭黑，也会影响粒状炭黑的分

析结果，使得炭黑粉样与相对应的粒状炭黑的吸

碘值、吸油值的偏差数值会有变化，尤其是质量指

标相差较大的炭黑品种。

（４）若返工回流的炭黑质量指标差异较大，或
包装不同品种时吸尘回流量过大，则应考虑粉样

的吸碘值、吸油值的偏差数值作相应小幅度调整，

最好是暂时避开回流影响进行快速转换。

（５）为了提高压缩 ＤＢＰ值，可适当提高造粒
机转速以利于增大粉状与粒状炭黑的吸油值偏差

数据。即是在确保粒状炭黑的吸油值符合指标前

提下，提高粉状炭黑的吸油值，通过提高造粒机转

速减少二次结构对粒状炭黑的吸油值影响，从而

提高了炭黑的一次结构比重。

因此，经过对各条生产线进行日常探索，摸清

其规律特性，总结粉状、粒状炭黑的吸碘、吸油的

对应关系，充分了解生产线实际存在的各种影响

因素，在投产、转产、换油以及生产不稳定等过程

中均可通过粉样质量控制达到快速转换、稳定生

产目的。

４　粉样质量控制在炭黑生产的应用
结合我司生产实践情况举例说明粉样质量控

制在生产中的应用。

（１）转换品种
转换品种在生产过程中是常事，但要快速转

产，减少次品，最关键是如何能最快确定炉前工艺

的正确性，根据上面所述，当然是通过采集粉样分

析。例如，Ｂ号生产线由生产Ｎ３３９转产Ｎ３３０，按技
术指标要求粒状的吸碘值由９０降到８２，吸油值由
１２０降到１０２，主要生产工艺参数如下表３所示。

表３　生产Ｎ３３９与Ｎ３３０主要工艺参数对照表
工艺项目 炭黑Ｎ３３９ 炭黑Ｎ３３０

中间质量控制
吸碘值，ｇ／ｋｇ 粉样：９８±３，粒样：９０±３ 粉样：８８±３，粒样：８２±３

吸油值，１０－５ｍ３／ｋｇ 粉样：１４５±３，粒样：１２０±３ 粉样：１１０±３，粒样：１０２±３
原料油 Ｃ类油 Ｃ类油

空气流量，ｋｍ３／ｈ １３６±０１ １３６±０１
燃料油流量，ｋｇ／ｈ（煤焦油） ７８０±１０ ７８０±１０

原料油流量，ｋｇ／ｈ ５９５０±１００ ６２００±１００
添加剂浓度Ｋ２ＣＯ３，ｋｇ／１２ｍ液位 ５ ４０

添加剂流量，ｋｇ／ｈ ３±２ １５±５
其它工艺 其它流量、压力、温度、造粒机转速等工艺根据实际调整。

现场工艺 油枪喷嘴型号、水枪喷嘴型号、定位等根据实际调整。

　　早上１０：００作为始点，转产过程如下表４所示。
表４　Ｎ３３９转产Ｎ３３０过程时间表

时间 转产调整与分析的主要内容

１０∶００ 先切换添加剂等物料，待切换后的物料投入反应炉，按Ｎ３３０生产工艺卡调整原料油、添加剂等工艺参数，
调整时有意识把吸碘、吸油压低，以便尽快置换系统内的Ｎ３３９。

１０∶１５ 稳定后约５～１０分钟采集炭黑粉样送检。

１０∶３０
１５分钟后粉样吸碘值８５０３，吸油值１０７，在Ｎ３３０粉样指标范围内：吸碘值８８±３，吸油值１１０±３。通过对
应偏差关系可知此粉样对应的粒状炭黑吸碘值约为８５－６＝７９，吸油值约为１０７－８＝９９，基本符合要求，
可适当微调炉前工艺使吸碘、吸油值升高。

１０∶４０ 从调整工艺转产约４０分钟后应将产品切换到次品罐过渡。
１１∶００ 在约６０分钟后采集粒样分析。

１１∶２０ 炭黑粒样吸碘值８２５３，吸油值１０１，符合Ｎ３３０品种指标，但要考滤到此数据可能仍混有少量Ｎ３３９炭黑的
影响，可适当微调炉前工艺，稍提高吸碘值、吸油值，或回流少量次品罐中吸碘值、吸油值稍高一些的炭黑。

１１∶２０ 切换进入Ｎ３３０成品罐，转产完毕，后续则根据粒状炭黑的分析结果调控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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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４可知，通过粉样数据可以基本确定炉
前工艺是否符合要求，可依据粉样数据快速调整

炉前工艺。如果要等待粒状炭黑分析结果再调

整，耗时较长，特别是转换品种之间的指标差异较

大时经常出现反复调整多次，甚至有时采集粒状

炭黑时机不准确也导致分析的结果偏差较大，误

导调整炉前生产工艺，造成调整失效，则无效生产

时间更长。

（２）原料油转换
为了降低成本，避免质量过剩，实现品质差异

化，满足不同客户性价比的需求，常使用不同的原

料油生产各种炭黑。即使是相同品种，针对不同

要求的客户也使用不同原料油配方，生产表观质

量相近，但内在品质有较大差异的炭黑供给对应

的客户。因此，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转换原料油，由

于原料油品质的变动，炭黑的吸碘、值吸油值也会

变化，而且油品差异越大，质量变化就越大。例

如，Ｂ号生产线由１号油罐 Ｃ／Ｄ类混合油生产炭
黑Ｎ３３０切换至 ２号油罐 Ｃ类油生产高要求的
Ｎ３３０，由于原料油差别较大，生产工艺参数也有差
别，如下表５所示：

表５　生产Ｎ３３０与Ｎ３３０（高要求）主要工艺参数对照表
工艺项目 Ｎ３３０ Ｎ３３０（高要求）

中间质量控制
吸碘值，ｇ／ｋｇ 粉样：８８±３，粒样：８２±３ 粉样：８８±３，粒样：８２±３

吸油值，１０－５ｍ３／ｋｇ 粉样：１１０±３，粒样：１０２±３ 粉样：１１２±３，粒样：１０２±３
原料油 １号罐（Ｃ／Ｄ类混合油） ２号罐（Ｃ类油）

空气流量，ｋｍ３／ｈ １３６±０１ １３６±０１

燃料油流量，ｋｇ／ｈ（Ｃ类油） ７８０±１０ ７８０±１０

原料油流量，ｋｇ／ｈ ６２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０±１００
添加剂浓度Ｋ２ＣＯ３，ｋｇ／１２ｍ液位 ４０ ４０

添加剂流量，ｋｇ／ｈ ６±３ １５±５

其它工艺 其它流量、压力、温度、造粒机转速等工艺根据实际调整。

现场工艺 油枪喷嘴型号、水枪喷嘴型号、定位等根据实际调整。

　　早上１０：００作为始点，原料油转换过程如下表６所示。
表６　原料油转换生产Ｎ３３０（高要求）过程时间表

时间 转换油调整与分析的主要内容

１０∶００ 先切换原料油，待约８分钟后切换的原料油进到反应炉，再按Ｎ３３０（高要求）工艺调整运行参数。

１０∶１５ 稳定后约７分钟采集炭黑粉样送检。

１０∶３０ １５分钟后粉样吸碘值８５，吸油值１０７，与Ｎ３３０（高要求）粉样指标吸油值有较大偏差：吸碘值８８±３，吸油
值１１２±３，应适当调整工艺使吸碘值、吸油值升高。

１０∶５０ 调整１０分钟后再采集粉样送检。约１５分钟后分析吸碘值８７，吸油值１１１，通过对应偏差关系，可估计粒
状炭黑的吸碘值约为８７－６＝８１，吸油值约为１１１－１０＝１０１，符合指标要求。

１１∶３０ 采集粒状炭黑分析。

１１∶５０ 粒样吸碘值８００３，吸油值１０１，符合Ｎ３３０（高要求）品种指标，把产品切向Ｎ３３０（高要求）贮存罐，原料油
转换油罐生产Ｎ３３０（高要求）完成。

　　从上表 ６可知，通过粉样数据可以更早发
现原料油转换后所引起的变化，可以更早调整

炉前工艺，防止质量波动大产生次品，从而影响

到产品的品质。如果通过等待粒状炭黑分析结

果再调整，已生产了较多指标相差较大的不良

品在系统内甚至进入到成品罐，造成品质波动

很大。

５　结　论
通过实践总结每条生产线的粉状与粒状炭黑

的吸碘值、吸油值特性关系，在投产、转换品种、原

料油转换以及生产不稳时均可通过对炭黑粉样质

量控制，达到快速转换，减少次品，稳定质量目的。

摸索生产线特性，总结生产规律，才能更好地有效

生产，实现精益生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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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中多环芳烃含量的 ＨＰＬＣ分析研究

陈平平，毛卫良，朱永宁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朱永宁炭黑研发中心 苏州 ２１５１５１）

摘　要：本工作旨在对炭黑中多环芳烃进行高效液相色谱研究，经过优化筛选，建立了一套快速定量分析的流程，其分

析条件如下：流动相为甲醇／水 ＝７５：２５，流动相流速为１ｍｌ／ｍｉｎ，色谱分离柱为ＩｎｅｒｔｓｉｌＯＤＳ－３柱，其柱温为３０℃，检测器为

紫外检测器，其检测波长为２５４ｎｍ；该方法具有灵敏度高、简便、重现性好等特点，对将来炭黑生产中多环芳烃工艺控制具有

潜在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炭黑；液相色谱；定量分析

　　近几年我国炭黑工业的环保和节能问题面临
的压力越来越大，欧盟国家近来也已经开始对轮

胎中多环芳烃含量有所要求；我们熟知，多环芳烃

中的苯并芘是强烈的致癌物质，欧盟国家已对橡

胶制品中的苯并芘含量提出了严格的限量要求。

多环芳烃是一类稠环有机化合物，其中包括：

萘、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蒽、屈、苯并

荧蒽、苯并芘、茚苯芘、二苯并蒽、苯并
"

等十八个

化合物。炭黑是经过原料油的不完全燃烧而制得

的，其表面或多或少都会残留或者吸附各种多环

芳烃（其来源或为原料油未燃烧残留，或为原料油

不完全燃烧过程残留）；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品种

的原料油或者相同品种不同批次的原料油的组成

各不相同，因而其燃烧过程之后，炭黑表面吸附的

多环芳烃的组成以及各组成的含量也是不尽相同

的。所以，为了快速地了解各品种中多环芳烃等

物质的含量一直是炭黑界同仁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

２０１４年炭黑展望会论文。

下面是我们在这方面工作所做的一些探索和

研究，供炭黑界同仁参考。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材料

本论文中所用的标准品物质有萘、苊、菲、蒽、

荧蒽、芘和屈以及２，６－二甲基萘均为上海宝钢化

工有限公司提供；所用的炭黑样品均为苏州宝化

炭黑有限公司产品，其它化学试剂也都为市售分

析纯试剂；液相色谱用的甲醇和去离子水均经过

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过滤。
１２　实验仪器

主要仪器：日本岛津 ＬＣ－１０Ａ高效液相色谱
仪；ＳＰＤ－１０ＡＶ紫外检测器，Ｎ２０００色谱工作站
（浙江大学智能信息工程研究所）。

１３　样品的制备
将炭黑样品充分混匀后，正确称取 １５ｇ左

右，置于 １００ｍｌ锥形瓶中，加入少量甲苯覆盖样
品，再加入内标物溶液，充分摇匀后，吸取少量该

溶液，经过 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过滤，得滤液供
ＨＰＬＣ分析用。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色谱条件

ＩｎｅｒｔｓｉｌＯＤＳ－３液相色谱柱（２５０×４６ｍｍ，
３μｍ）；流动相：甲醇：水（７５：２５）；流速：１０ｍｌ／
ｍｉｎ；检测波长：２５４ｎｍ；进样量：２０μｌ；柱温为
３０℃。
２２　溶液的配制

内标溶液：精密称取２，６－二甲基萘适量，加
溶剂甲苯配成溶度为５０μｇ／ｍｌ的溶液。

多环芳烃物质标准溶液：精密称取萘、苊、菲、

蒽、荧蒽、芘和屈各物质适量，加溶剂甲苯配成溶

度为５０μｇ／ｍｌ的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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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标准液：分别精密量取多环芳烃物质储

备液适量和内标液１ｍｌ置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再用
甲苯稀释至刻度，配制成各种多环芳烃物质所需

的浓度，内标液浓度为５μｇ／ｍｌ的混合标准溶液。
２３　线性范围的考察

依照上述混合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分别精

密吸取萘标准品溶液（１００μｇ／ｍｌ）００５、０１０、
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ｍｌ和内标液（５０μｇ／ｍｌ）１０ｍｌ，苊
标准品溶液（２５０μｇ／ｍｌ）００４、００８、０２０、０４０、
０８０ｍｌ和内标液（５０μｇ／ｍｌ）１０ｍｌ，菲标准品溶液
（１００μｇ／ｍｌ）００２、０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ｍｌ和内标
液（５０μｇ／ｍｌ）１０ｍｌ，蒽标准品溶液（５０μｇ／ｍｌ）
０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６０ｍｌ和 内 标 液
（５０μｇ／ｍｌ）１０ｍｌ，荧蒽标准品溶液（２５０μｇ／ｍｌ）
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８、０２０、０４０ｍｌ和 内 标 液
（５０μｇ／ｍｌ）１０ｍｌ，芘标准品溶液 （５００μｇ／ｍｌ）
０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６０ｍｌ和 内 标 液
（５０μｇ／ｍｌ）１０ｍｌ，屈标准品溶液 （１００μｇ／ｍｌ）
０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ｍｌ和 内 标 液
（５０μｇ／ｍｌ）１０ｍｌ；将上述各溶液置于 １０ｍｌ容 ２〗

测定多环芳烃各物质和内标物的面积积分值。以

多环芳烃各物质和内标物的浓度比值为横坐标，

多环芳烃各物质和内标物的面积积分值比值为纵

坐标，计算得多环芳烃各物质的回归方程如下表１
所示，表明各个物质在所示的浓度范围内线性关

系良好，方法可行。

表１　多环芳烃物质的线性回归方程

多环

芳烃
回归方程

浓度范围

（μｇ／ｍｌ）

萘 ｙ＝１１４７２ｘ－００５３７（ｒ＝０９９９８） ０５～５０

苊 ｙ＝０５４２８ｘ＋００１５６（ｒ＝０９９９９） １０～２００

菲 ｙ＝１２１５３３ｘ＋００４９１（ｒ＝０９９９９） ０１～５０

蒽 ｙ＝２８３９５５ｘ＋００３６５（ｒ＝０９９９９） ０２～３０

荧蒽 ｙ＝３１５１９ｘ－００１０８（ｒ＝０９９９９） ０１～１００

芘 ｙ＝２６２６５ｘ＋００６５３（ｒ＝０９９９８） １０～３００

屈 ｙ＝９１９４４ｘ＋００１６６（ｒ＝０９９９９） ０２～５０

２４　样品稳定性的考察
取同一份多环芳烃标准品溶液１２ｈ内不同时

间进样液相色谱分析，分别测定它们的峰面积积

分值。它们的ＲＳＤ都在２％左右，具体结果如表２
所示，结果表明样品溶液在１２ｈ内稳定。

表２　多环芳烃样品的稳定性考察
内标 萘 苊 菲 蒽 荧蒽 芘 屈

１ ２８１１２ １９６７ ２６２４ ６４０４０ １７５４１ ３１３４６ ６０９４６７ ６９０４
２ ２７０４９ １８７８ ２７３４ ６１０３４ １７１４５ ３０４３６ ６１８９３５ ６８５９
３ ２７１４４ １８９６ ２６６１ ６２２４１ １７２４１ ３１２６７ ６２９０７８ ６８９１
４ ２８１２７ １７３４ ２７８５ ６０９３０ １７６１９ ３０５３７ ６３９３６７ ６９５１
５ ２７５３２ １８３４ ２７５５ ６１８８５ １８０１１ ３２４７２ ６２２５３９ ６７５１
均值 ２７５９２８ １８６１８ ２７１１８ ６２０２６０ １７５１１４ ３１２１１６ ６２３８７７２ ６８７１２
ＲＳＤ １８６ ４６２ ２４７ ２０２ １９６ ２６２ １７９ １０９

２５　色谱方法精密度实验
分别取各标准品溶液２０μｌ连续进样５次进行

液相色谱分析，测定它们的峰面积积分值，计算各

个组分的ＲＳＤ，具体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色谱方法的精密度

内标 萘 苊 菲 蒽 荧蒽 芘 屈

１ ２７４６６ １５５８ ２２５４ ２５６０４０ ２７６６１ １３８１８９ ４１９４５２ ５５６２４
２ ２６９４９ １６４３ ２２６９ ２５４９３４ ２７２４５ １３０５２５ ４１９３４９ ５６０５５
３ ２７２１１ １６９８ ２１７７ ２６２２４１ ２７１７１ １３１４０４ ４１９０１３ ５５４７８
４ ２７６９６ １６７０ ２３２５ ２６１９３０ ２７９２９ １３０３１８ ４１５３７７ ５５１６０
５ ２６９５２ １５０７ ２１５１ ２５１８８５ ２８６１１ １３０６２４ ４０８８５５ ５５０２６
均值 ２７２５４９ １６１５２ ２２３５２ ２５７４０５８ ２７７２３１ １３２２１２０ ４１６４０９０ ５５４６８５
ＲＳＤ １２０ ４９５ ３１７ １７６ ２１１ ２５５ １０９ ０７３

２６　色谱方法回收率实验
采用加入相应标样法，取同一批已知多环芳

烃含量样品５份，精密加入各个标样组分（加入量

按照组分含量的１００％左右进行投料），分别依法
测定，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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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色谱方法的回收率
组分 组分含量／ｐｐｍ 加入量／ｐｐｍ 测得量／ｐｐｍ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ＲＳＤ／％

萘

１６．４２ １６．６８ ３３．９４ １０５．０４
１６．４２ １６．６８ ３２．９５ ９９．１０
１６．４２ １６．６８ ３２．９２ ９８．９２
１６．４２ １６．６８ ３３．４７ １０２．２２
１６．４２ １６．６８ ３２．６６ ９７．３６

１００．５３ ３．０６

苊

９．４０ ９．６０ １９．３２ １０３．３３
９．４０ ９．６０ １８．９３ ９９．２７
９．４０ ９．６０ １９．２５ １０２．６０
９．４０ ９．４０ １９．１６ １０１．６７
９．４０ ９．６０ １８．８９ ９８．８５

１０１．１５ １．９７

菲

６．４２ ６．６８ １２．９４ ９７．６０
６．４２ ６．６８ １３．１６ １００．９０
６．４２ ６．６８ １３．１５ １００．７５
６．４２ ６．６８ １２．９４ ９７．６０
６．４２ ６．４２ １３．１７ １０１．０５

９９．５８ １．８１

蒽

２．７４ ２．８６ ５．５２ ９７．２０
２．７４ ２．８６ ５．６２ １００．７０
２．７４ ２．８６ ５．５３ ９７．５５
２．７４ ２．８６ ５．６１ １００．３５
２．７４ ２．８６ ５．６５ １０１．７５

９９．５１ ２．０３

荧蒽

２３．１５ ２３．９５ ４７．５９ １０２．０５
２３．１５ ２３．９５ ４７．３８ １０１．１７
２３．１５ ２３．９５ ４６．３２ ４６．３２
２３．１５ ２３．９５ ４６．７４ ９８．５０
２３．１５ ２３．９５ ４７．３４ １０１．００

９９．８９ ２．２０

芘

８３．４３ ８３．６７ １６８．１９ １０１．３０
８３．４３ ８３．６７ １６６．２３ ９８．９６
８３．４３ ８３．６７ １６６．１３ ９８．８４
８３．４３ ８３．６７ １６７．２４ １００．１７
８３．４３ ８３．６７ １６７．５５ １００．５４

９９．９６ １．０５

屈

４．９８ ４．９２ １０．０２ １０２．４４
４．９８ ４．９２ ９．９６ １０１．２２
４．９８ ４．９２ ９．８５ ９８．９８
４．９８ ４．９２ ９．８９ ９９．８０
４．９８ ４．９２ ９．９１ １００．２０

１００．５３ １．３３

２７　炭黑样品的测定
将不同批次的炭黑样品按照２２中的方法制

备待测样品溶液，依法用本论文开发的高效液相

色谱法测定该样品中的多环芳烃组分含量，所得

的液相色谱图如图１所示，其中各个组分的出峰
位置在色谱图中都已标示，并且该法测得的结果

与上海ＳＧＳ检定机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具体结
果如表５所示。

由上述测试结果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种

测试结果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这个或许是两种测

试方法的原理所造成的。

３　 结　论
① 本论文所述的多环芳烃的定量分析未见报

道，目前有关炭黑中的多环芳烃含量测定方法多

为上海 ＳＧＳ检定机构所代表的 ＧＣ－ＭＳ联用技
术，分析时间较长，价格也较昂贵；本法采用ＨＰＬＣ
分析方法，经方法学考察具有灵敏度高、简便、重

现性好等特点，可以为生产工艺中有效地控制炭

黑产品中的多环芳烃指标提供跟踪服务。

② 本论文建立了一套炭黑中多环芳烃的快速
定量液相色谱检测分析方法，其分析色谱条件：流

动相为甲醇／水＝７５∶２５，流动相流速为１ｍｌ／ｍｉｎ，

４１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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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炭黑样品的液相色谱图

表５　ＨＰＬＣ和上海ＳＧＳ的对比结果　　　单位：ｐｐｍ
炭黑

样品

Ｎ２２０ Ｎ２３４ Ｎ６６０
ＳＧＳＡ ＳＢＨＢ ＳＧＳ ＳＢＨ ＳＧＳ ＳＢＨ

萘 ３６ ３８０ １２８ １４９７ ４０ ＮＤ

苊 ＮＤ ２８５ ０８ ６２７ ＮＤ ＮＤ

菲 ０５ ０１２ ２８ ４２７ １３ ０．６

蒽 ＮＤ ＮＤ ＮＤ ０２３ ＮＤ ＮＤ

荧蒽 ＮＤ ＮＤ ７１ １１４１ ４４ ２５

芘 ３９ ＮＤ ３１８ ４１８６ ３００ ２２８

屈 ＮＤ ＮＤ ＮＤ ２３６ ＮＤ ０７

总和 ８０ ６８ ５５３ ８１４ ３９７ ２６６
　　注：Ａ．ＳＧＳ代表的是上海 ＳＧＳ检定机构的测试结果，其检测
物质为多环芳烃十八项内容，其测试方法为ＧＣ－ＭＳ联用技术，我
们这里截取的是其中七项内容，其总和结果也为该七项内容的加

和；Ｂ．ＳＢＨ代表的是本论文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的测试结果；Ｃ．ＮＤ：
未检测出。

色谱分离柱为 ＩｎｅｒｔｓｉｌＯＤＳ－３柱，其柱温为
３０℃，检测器为紫外检测器，其检测波长为
２５４ｎｍ；该分析方法可以同时检测七个组分，包括
萘、苊、菲、蒽、荧蒽、芘和屈，并且各个组分的 ＲＳＤ

在５％左右，同时每个样品的分析时间可以控制在
２ｈ以内。

③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论文中提到的与上海
ＳＧＳ检定机构的对比结果有一定的出入，或许是
对比的数据点不够多，因此我们下一阶段将这一

方面加大对比数据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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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白炭黑标准介绍

王定友１，邓　毅１，范正平２

（１．全国橡标委炭黑分技术委员会，四川 自贡６４３０００；２．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介绍沉淀水合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和气相二氧化硅两类产品国内外标准的相关内容，同时分析了主要的

技术差异。

关键词：白炭黑；标准；介绍

１　前　言
白炭黑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化学式为

ＳｉＯ２·ｎＨ２Ｏ。因其具有对橡胶的补强作用而俗称
为“白炭黑”。工业化生产白炭黑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沉淀法，产品称为“沉淀水合二氧化硅”；另

一种是气相法，产品称为“气相二氧化硅”。这两

类产品都有成熟的生产工艺，通过调整工艺参数，

可以生产出数十个规格的产品，以适应不同领域

和产品的个性化需求。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２６

沉淀法白炭黑作为橡胶补强原材料主要用于

制鞋、轮胎和其它浅色橡胶制品，也可用于农药、

饲料、消防等行业中做载体或防结块剂；在牙膏中

用做磨擦剂、增稠剂；在涂料中用做分散剂、防沉

剂或消光剂；在医药及食品等行业用做吸附剂等。

制鞋（包括胶鞋和运动鞋）行业是沉淀法白炭黑的

最大用户，约占总耗用量的６０％。
气相二氧化硅在国外已有６０多年的生产历

史。２０１１年我国有气相二氧化硅生产企业近 ２０
家，产能５５万吨。在发达国家，气相二氧化硅的
消费领域中涂料占６０％，橡胶工业占３０％。气相
二氧化硅在橡胶中，主要用于室温硫化硅橡胶和

热硫化硅橡胶。

气相二氧化硅用途广泛，以其优越的稳定性、

补强性、增稠性和触变性，在众多学科及领域内独

具特性，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纳米二氧化硅俗

称“超微细白炭黑”，广泛应用于橡胶、塑料、石油

化工、医药、环保领域，作为补强剂、填充增量剂、

催化剂载体、脱色剂、消光剂，油墨增稠剂，金属软

性磨光剂，绝缘绝热填充剂，以及高级日用化妆品

填料。并为相关工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材料基

础。

就标准而言，国内主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企业标准三个层次，国际上主要有 ＩＳＯ标准和
跨国公司的公司标准两个层次。本文主要介绍国

内外白炭黑标准的技术内容及相互间的一些异同

点。

２　我国的白炭黑标准
２１　沉淀法白炭黑标准

对于沉淀法白炭黑，国内有一系列标准，包括

１４个行业方法标准和 ３个国家方法标准，其中
ＨＧ／Ｔ３０６１－２００９《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
硅技术条件》是产品标准，其余标准为方法标准，

标准名称及采用标准情况如下。

（１）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是橡胶工业主要的浅色补

强材料，在轮胎、橡胶制品、胶鞋等有着广泛的应

用，同时也用做涂料的消光剂，硅橡胶的补强剂，

以及在日用化妆品中都有应用。气相二氧化硅因

其粒径小、比表面积大、稳定性好，其应用的领域

更广泛，特别是在硅橡胶中的应用，可大大提高硅

橡胶制品的物理性能。

炭黑分技术委员会负责制修订的白炭黑标准

有《气相二氧化硅》（ＧＢ／Ｔ２００２０－２０１３）标准 １
个，《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的标准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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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其中 ３个国家标准，１４个化工行业标准。在
１４个化工行业标准中，ＨＧ／Ｔ３０６１－２００９《橡胶配
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技术条件》为产品标准，

其余为方法标准。

１）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比表面积
的测定 ＣＴＡＢ法（ＧＢ／Ｔ２３６５６－２００９）
２）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 凝胶含

量的测定（ＧＢ／Ｔ２８６０１－２０１２）
３）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 平均孔

径的测定（ＧＢ／Ｔ２８６００－２０１２）
４）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技术条

件（ＨＧ／Ｔ３０６１－２００９）
５）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干燥样

品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６２－２００８）
６）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颜色的

比较法（ＨＧ／Ｔ３０６３－２００８）
７）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４５μｍ筛

余物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６４－２００８）
８）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加热减

量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６５－２００８）
９）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干燥样

品灼烧减量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６６－２００８）
１０）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水悬浮

液ｐＨ值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６７－２００８）
１１）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总铜含

量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６８－２００８）
１２）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总锰含

量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６９－２００８）
１３）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总铁含

量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７０－２００８）
１４）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折光率

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７１－２００８）
１５）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邻苯二

甲酸二丁酯吸收值的测定（ＨＧ／Ｔ３０７２－２００８）
１６）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在橡胶

中的试验配方和物理性能测定（ＨＧ／Ｔ２４０４－
２００８）

１７）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水可溶
物含量的测定 冷萃取法（ＨＧ／Ｔ３７４８－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已上报计划

（２）橡胶配合剂　高分散沉淀水合二氧化硅

２０１２年，全国橡标委炭黑分会已上报了新制
定标准《橡胶配合剂 高分散沉淀水合二氧化硅》，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是继炭黑之后唯一能规模化生

产并能满足轮胎补强作用的功能性粉体材料，与

炭黑相比较，补强性较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在

橡胶中的分散性差，这是制约沉淀水合二氧化硅

在橡胶中应用的主因。

高分散沉淀水合二氧化硅（俗称“高分散白

炭黑”）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沉淀水

合二氧化硅，因其在橡胶中有较好的分散性，能

较大地提高在轮胎中的补强作用，而且可大幅

度减少炭黑在轮胎中的使用量，并降低轮胎的

滚动阻力。

高分散沉淀水合二氧化硅在轮胎中的应用具

有四大优点：

◆ 节能（用无机矿物材料生产，而炭黑要用
能源生产）；

◆ 环保（使用高分散沉淀水合二氧化硅的轮
胎滚动阻力低，称之为“绿色轮胎”）；

◆ 安全性（填充高分散白炭黑的轮胎相比炭
黑轮胎有较好的湿滑地面抓着力）；

◆ 新材料（高分散白炭黑属于具有纳米性质
的功能性材料）。

高分散沉淀水合二氧化硅标准规定了高分散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高分散白炭黑）的要求与测试

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识、贮存、运输要求。

标准适用于作为橡胶配合剂使用的高分散沉

淀水合二氧化硅。

高分散沉淀水合二氧化硅主要用于轿车轮胎

胎面。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和轮胎生产及消

费国，随着高分散沉淀水合二氧化硅在轮胎中的

用量增加，高分散白炭黑将逐步替代炭黑，成为主

要的补强功能性新材料用于轮胎行业；

欧盟由于对节能和环保的重视，早已规定了

轿车轮胎的原配胎，必须使用绿色轮胎，欧盟的轿

车轮胎胎面用高分散性白炭黑达到填料总需求量

的４０％，因此是现阶段高分散性白炭黑用量最大
的地区。

该标准是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的国家标准，国

内无相关的行业和国家标准；

沉淀法白炭黑按比表面积分为６类，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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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法白炭黑的技术指标和测试方法见表２。
表１　沉淀法白炭黑的分类

类别
比表面积

（ｍ２／ｇ）
类别

比表面积

（ｍ２／ｇ）
Ａ ≥１９１ Ｄ １０６～１３５
Ｂ １６１～１９０ Ｅ ７１～１０５
Ｃ １３６～１６０ Ｆ ≤７０

　　在标准的使用中，我们发现存在有如下问题：
① 在物理机械性能测试中，扯断伸长率指标

规定值≥５５０％，过于偏严。从国家炭黑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于２０１０年组织的全国炭黑质量普查数
据看，规定≥５００％似乎更为适合我国产品质量现
状；

表２　沉淀法白炭黑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序号 项　 目
指　　标

粒／粉状 块状
测试方法

１ 二氧化硅含量（干品） ％ ≥９０ ≥９０ ＨＧ／Ｔ３０６２
２ 颜色 不次于标样 不次于标样 ＨＧ／Ｔ３０６３
３ ４５μｍ筛余物 ％ ≤０５ ≤０５ ＨＧ／Ｔ３０６４
４ 加热减量 ％ ４０～８０ ５０～８０ ＨＧ／Ｔ３０６５
５ 灼烧减量（干品） ％ ≤７０ ≤７０ ＨＧ／Ｔ３０６６
６ ｐＨ值 ５０～８０ ６０～８０ ＨＧ／Ｔ３０６７
７ 总铜含量 ｍｇ／ｋｇ ≤１０ ≤３０ ＨＧ／Ｔ３０６８
８ 总锰含量 ｍｇ／ｋｇ ≤４０ ≤５０ ＨＧ／Ｔ３０６９
９ 总铁含量 ｍｇ／ｋｇ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ＨＧ／Ｔ３０７０
１０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吸收值 ｃｍ３／ｇ ２００～３５０ － ＨＧ／Ｔ３０７２
１１ 水可溶物 ％ ≤２５ ≤２５ ＨＧ／Ｔ３７４８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３００％定伸应力
５００％定伸应力
拉伸强度

扯断伸长率

ＭＰａ
ＭＰａ
ＭＰａ
％

≥５５
≥１３０
≥１９０

≥５５０

≥５５
≥１３０
≥１９０
≥５５０

ＨＧ／Ｔ２４０４

　　注：１颜色比较用标样由供需双方共同商定；
２３００％定伸应力、５００％定伸应力、拉伸强度和扯断伸长率采用ＧＢ／Ｔ５２８中规定的１型哑铃型裁刀；
３扯断伸长率高于６００％时，只考核５００％定伸应力。否则，只考核３００％定伸应力。

　　② 在橡胶用炭黑中，检验产品的物理机械性
能时，采用的方法是产品的测试值与标准参比炭

黑之间的差值法。而在白炭黑的物理机械性能

测试中，暂时还没有合适的白炭黑用作标准参

比，测试的结果都是样品的绝对值，由此在检验

过程中会带入来自原材料、人员、设备等方面的

系统误差。从而，导致３００％定伸应力、５００％定
伸应力、拉伸强度、扯断伸长率测试结果的重复

性和再现性均比较差，不利于产品的质量判定和

控制；

③ 白炭黑的 ＣＴＡＢ比表面积测试方法现
已制定了新的国家标准，但由于在修定 ＨＧ／Ｔ
３０６１－２００９时，因为采用的 ＩＳＯ标准中尚无
此项指标，而国内对该项目的测试数据还处于

积累过程中，待条件成熟时，将会对此作相应

规定。

各生产企业针对本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要

求，一般都制定有自已的企业标准。

２２　气相二氧化硅标准
我国的气相二氧化硅国家标准为ＧＢ／Ｔ２００２０

－２０１３《气相二氧化硅》。该标准根据我国国情，
修改采用ＩＳＯ３２６２－２０∶２０００《涂料和添加剂 说明
及一般方法第２０部分：气相二氧化硅》。

在ＧＢ／Ｔ２００２０－２００５《气相二氧化硅》中分
类命名见表３。

气相二氧化硅技术指标见表４。
表３　气相二氧化硅的分类命名

产品

名称

Ａ类 Ａ９０ Ａ１１０Ａ１５０Ａ２００Ａ２５０Ａ３００ Ａ３８０

Ｂ类 Ｂ９０ Ｂ１１０ Ｂ１５０ Ｂ２００ Ｂ２５０ Ｂ３００ Ｂ３８０

ＮＳＡ，ｍ２／ｇ ９０ １１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８０

　　我国另有一个军工气相二氧化硅标准为
ＧＪＢ１９６６－９４《气相二氧化硅》，包括两个品种，其
技术要求见表５。

此外，各气相二氧化硅生产企业也都制定有

本企业的标准，表６、表７给出了国内两家较大企
业的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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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外白炭黑标准
３１　国外沉淀法白炭黑标准

在沉淀法白炭黑国际标准中，因白炭黑的用

途较广，根据其不同的用途，ＩＳＯ５７９４标准分为三
个部分：ＩＳＯ５７９４－１：２００５（Ｅ）《橡胶配合剂 －沉
淀水合二氧化硅 第 １部分：非橡胶试验》、ＩＳＯ
５７９４－２：１９９８《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 第
２部分：在丁苯胶中的鉴定方法》和 ＩＳＯ／ＤＩＳ５７９４
－３：２０１０《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硅 第３部
分：在溶聚丁苯胶和聚丁橡胶中的鉴定方法》。

ＩＳＯ／ＤＩＳ５７９４－３：２０１０标准目前为 ＤＩＳ版，即草
案稿，ＩＳＯ内处于投票表决阶段。由于白炭黑对于
合成胶的补强作用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和形成了

一批成熟的配方，该标准的制定必将进一步规范

行业的技术评价行为，促进白炭黑的生产与应用。

表４　气相二氧化硅技术要求

项　　目
要　　求

Ａ类 Ｂ类
氮吸附比表面积，ｍ２／ｇ 典型值±３０ 典型值±３０

灼烧减量，％ ≤２５ ≤１００

二氧化硅含量，％ ≥９９８ ≥９９８

三氧化二铝含量，ｍｇ／ｋｇ ≤４００ ≤４００

二氧化钛含量，ｍｇ／ｋｇ ≤２００ ≤２００

三氧化二铁含量，ｍｇ／ｋｇ ≤３０ ≤３０

碳含量ａ，％ ≤０２ ≥０３ｂ

氯化物含量，ｍｇ／ｋｇ ≤２５０ ≤２５０

悬浮液ｐＨ值 ３７～４５ ≥３５ｃ

１０５℃挥发物，％ ≤３０ ≤１０

振实密度ｄ，ｇ／ｄｍ３ ３０～６０ ３０～６０

４５μｍ筛余物ｅ，ｍｇ／ｋｇ ≤２５０ －
　　ａ碳含量可以是灼烧减量的一部分；ｂ疏水产品碳含量可根
据不同产品由相关方协商；ｃ用１＋１的甲醇水溶液，相关方经协
商一致亦可使用１＋１的乙醇水溶液；ｄ振实密度亦可根据包装
型式由相关方协商；ｅ压缩产品和氮吸附比表面积低于９０ｍ２／ｇ
的特殊型号由相关方协商。

表５　ＧＪＢ１９６６－９４《气相二氧化硅》技术要求
分类

名称

氮吸附比表

面积（ｍ２／ｇ）
４５μｍ筛
余物（％）

悬浮液

ｐＨ
１０５℃挥发物
（％）

灼烧减量

（％）
ＤＢＰ
（ｍｌ／ｇ） ｐＨ 表观密度

（ｇ／Ｌ）
Ｊ１８０ １８０±３０ ＜００５ ３６～４５ ＜２０ ＜３０ ２６０～２８０ ３７～４５ ２５～５０
Ｊ３８０ ３８０±３０ ＜００５ ３６～４５ ＜２０ ＜３０ ３４６～３６０ ３７～４５ ２５～５０

表６　Ａ企业标准：气相二氧化硅
分类

名称

ＮＳＡ
（ｍ２／ｇ）

１０５℃挥
发物（％）

灼烧减量

（％）
４５μｍ筛
余物（％）

密度

（ｇ／Ｌ）
ＳｉＯ２
（％）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
（％）

Ｆｅ２Ｏ３
（％）

ＭｇＯ
（％）

悬浮液

ｐＨ
ＨＬ１５０
ＨＬ２００
ＨＬ３００
ＨＬ３８０

１５０±２５
２００±３０
３００±３０
３８０±３０

＜３０ ＜２５ ＜００５ ２５～６０ ≥９９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３６～４５

表７　Ｂ企业标准：气相二氧化硅
分类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主要用途
涂料、电子

元件包装
硅橡胶补强

树酯及润滑油增稠、电子元件包装、

玻璃钢制品填充及触变
硅酯稠化

特种硅橡胶

补强

ＮＳＡ，ｍ２／ｇ － ７５～１０５ － ≥１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吸油值，ｍｌ／ｇ ＜２９０ ２６０～２９０ ≥２９０ ≥３４５ ２６０～２８０
表观密度　ｇ／Ｌ － ≥００５ － ≤００４ ００４～００５
悬浮液ｐＨ ４～６ ４～６ ３５～６ ３５～５５ ４～６

１０５℃挥发物，％ ＜３ ＜３ ＜３ ＜３ ＜３
灼烧减量，％ ≤５ ≤５ ≤５ ≤５ ≤５
Ａｌ２Ｏ３，％ － － － ≤００３ －
ＴｉＯ２，％ － － － －
Ｆｅ２Ｏ３，％ － － － ≤００１ －

　　在ＩＳＯ５７９４－１：２００５（Ｅ）中，按表面积的大小
给出了产品的分类，并提供了产品的技术要求。

ＩＳＯ５７９４－２：１９９８《橡胶配合剂 沉淀水合二氧化
硅 第２部分：在丁苯胶中的鉴定方法》检验白炭黑
在合成橡胶中物理机械性能的方法标准。ＩＳＯ标

准中未给出白炭黑在合成橡胶中物理机械性能的

指标值。

３２　国外气相二氧化硅标准
国际标准ＩＳＯ３２６２－２０：２０００《气相二氧化硅》

的技术要求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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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ＩＳＯ３２６２－２０：２０００气相二氧化硅
分类

名称

ＮＳＡ
（ｍ２／ｇ）

１０５℃挥
发物（％）

灼烧减量

（％）
４５μｍ筛
余物（％）

表观密

度（ｇ／Ｌ）
ＳｉＯ２
（％）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
（％）

Ｆｅ２Ｏ３
（％）

Ｃ
（％）

ＨＣｌ
（％）

悬浮液

ｐＨ
表面未处理 － ＜３ ＜２５ ＜００５ － ≥９９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２５３６～４５
表面处理 － ＜１ ＜１０ ＜００５ － ≥９９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３ ＜００２５３４～８

　　国外其它较大气相二氧化硅生产企业的企业 标准见见表９、表１０、表１１、表１２。
表９　德国Ｄｅｇｕｓｓａ的企业标准（气相二氧化硅）

分类

名称

ＮＳＡ
（ｍ２／ｇ）

１０５℃挥发
物（％）

灼烧减量

（％）
４５μｍ筛
余物 （％）

表观密度

（ｇ／Ｌ）
ＳｉＯ２
（％）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
（％）

Ｆｅ２Ｏ３
（％）

ＨＣｌ
（％）

悬浮液

ｐＨ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１５
±２５
±３０
±３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５ ＜００５ ≈５０ ≥９９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３７～４７

表１０　美国卡博特公司的企业标准（气相二氧化硅）
分类

名称

ＮＳＡ
（ｍ２／ｇ）

１０５℃挥
发物（％）

灼烧减量

（％）
４５μｍ筛
余物 （％）

表观密度

（ｇ／Ｌ）
ＳｉＯ２
（％）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
（％）

Ｆｅ２Ｏ３
（％）

ＭＣｌ
（％）

悬浮液

ｐＨ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１５
±２５
±２５
±３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０
＜２０
＜２０
＜２５

＜００２ ＜５０ ≥９９８ － － － － ３７～４３

表１１　德国瓦克公司的企业标准（气相二氧化硅）
分类

名称

ＮＳＡ
（ｍ２／ｇ）

１０５℃挥发
物（％）

灼烧减量

（％）
４５μｍ筛
余物（％）

表观密度

（ｇ／Ｌ）
ＳｉＯ２
（％）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
（％）

Ｆｅ２Ｏ３
（％）

ＨＣｌ
（％）

悬浮液

ｐＨ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２０
±３０
±３０
±４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０

≥９９８ ＜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２ ３８～４３

表１２　日本标准（气相二氧化硅）
分类

名称

ＮＳＡ
（ｍ２／ｇ）

１０５℃挥发
物（％）

灼烧减量

（％）
４５μｍ筛
余物 （％）

表观密度

（ｇ／Ｌ）
ＳｉＯ２
（％）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
（％）

Ｆｅ２Ｏ３
（％）

ＨＣｌ
（％）

悬浮液

ｐＨ
Ｉ～ＩＶ － － － － ５０～６０ － ＜００２ － ＜００２ ＜００５ ４２

表１３　国内外沉淀法白炭黑技术性差异表

序号
ＨＧ／Ｔ３０６１－２００９ ＩＳＯ５７９４－１：２００５（Ｅ）

项　　目 粒／粉状 块　 状 测试方法

１ 二氧化硅含量（干品） ％ ≥９０ ≥９０ ≥９００
２ 颜色 不次于标样 不次于标样 符合认可的样品

３ ４５μｍ筛余物 ％ ≤０５ ≤０５ ≤０５
４ 加热减量 ％ ４０～８０ ５０～８０ ４０～８０
５ 灼烧减量（干品） ％ ≤７０ ≤７０ ≤７０
６ ｐＨ值 ５０～８０ ６０～８０ ５０～８０
７ 总铜含量 ｍｇ／ｋｇ ≤１０ ≤３０ ≤３０
８ 总锰含量 ｍｇ／ｋｇ ≤４０ ≤５０ ≤５０
９ 总铁含量 ｍｇ／ｋｇ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吸收值 ｃｍ３／ｇ ２００～３５０ － －
１１ 水可溶物 ％ ≤２５ ≤２５ ≤３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３００％定伸应力
５００％定伸应力
拉伸强度
扯断伸长率

ＭＰａ
ＭＰａ
ＭＰａ
％

≥５５
≥１３０
≥１９０
≥５５０

≥５５
≥１３０
≥１９０
≥５５０

－

４　国内外白炭黑主要标准的比较
４１　沉淀法白炭黑标准的比较

国内的沉淀法白炭黑标准主要是修改采用

ＩＳＯ国际标准，在制、修订时，根据我国的国情，对
相关标准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在沉淀法白炭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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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方面，国内外标准是一致的，其技术性差异见

表１３。
由表１５中可见，我国气相二氧化硅技术要求

与ＩＳＯ标准的要求是一致的。
４２　国内外气相二氧化硅标准的比较

国内外气相二氧化硅技术要求见表１４。
表１４　国内外气相二氧化硅技术要求

ＧＢ／Ｔ２００２０－２０１３ ＩＳＯ３２６２－２０：２０００

检验项目 Ａ类 Ｂ类 表面未处理 表面处理

１０５℃挥发分 ％ ≤３ ≤１ ＜３ ＜１
灼烧减量 ％ ≤２５ ≤１０ ＜２５ ＜１０
ＳｉＯ２ ％ ≥９９８ ≥９９８ ≥９９８ ≥９９８
Ａｌ２Ｏ３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ＴｉＯ２ ％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Ｆｅ２Ｏ３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Ｃ ％ ≤０２ ≥０３ ≤０２ ≥０３
氯化物含量 ％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４５μｍ筛余物 ％ ≤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０５
水悬浮液ｐＨ值 － ３６～４５ ３４～８ ３６～４５ ３４～８

　　
５　结　论

从上述国内外白炭黑标准的对比来看，国内的

白炭黑标准都是修改或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在技术

水平上，我国的沉淀水合二氧化硅和气相二氧化硅

都是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属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标准的使用和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中，我们

根据我国的国情力争在保持与国际标准相同技术

水平的基础上，增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内容，便于我

国标准使用者操作。

对于气相二氧化硅产品标准，在今后的工作

中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下列内容：

◆ 按ＮＳＡ值分类的范围划分的合理性；
◆ 表面密度的规定对于压缩性气相二氧化硅

的推广；

◆ 增加气相二氧化硅颜色和透明性判定；
◆ 进一步规范亲水和疏水产品分类的命名；
◆ 依据不同分类，进一步合理细化产品的各

项检测指标；

◆ 其它测试方法，如增加剪切稀化指数和硅
羟基含量测试；

◆ 产品包装类别和运输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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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ＰＰＧ扩大荷兰沉淀法白炭黑产能

　　美国 ＰＰＧ工业公司日前宣布，正将它在荷兰
德尔弗兹吉勒（Ｄｅｌｆｚｉｊｌ）工厂的沉淀法白炭黑年产
能扩增１５万吨以上，部分是由于其功能白炭黑
产品的全球需求不断增长。该扩建项目预计将在

２０１６年投产，将有助于 ＰＰＧ满足市场对其白炭黑
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

该公司表示，德尔弗兹吉勒工厂扩建项目

投资达数百万美元，届时不仅可以扩大沉淀法

白炭黑产能，也使其能灵活地在传统沉淀法白

炭黑与 Ａｇｉｌｏｎ功能白炭黑的现有产能之间快速
切换。

据悉，Ａｇｉｌｏｎ功能白炭黑是一种化学修饰沉
淀法白炭黑的高价值技术平台，可以有效地提

高使用其产品的性能。通过减少资本投入、增

加产量和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排放，
它还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例如，在轮胎中，

Ａｇｉｌｏｎ功能白炭黑可替代橡胶胶料中的传统白
炭黑 －硅烷体系，使汽车的燃油效率、轮胎牵引
力和胎面耐磨性提高达 ５％ ～１０％之多。在工
业橡胶应用领域，由于最终产品需大量散热、

高拉伸强度、高耐磨性或低压缩永久变形，

Ａｇｉｌｏｎ白炭黑可作为传统沉淀法白炭黑、炭黑
等填料的更高性能的替代品。ＰＰＧ公司称，上
世纪三十年代，它率先开发出了沉淀法白炭黑，

成为第一个将其推向市场的生产厂商。

（朱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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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炭黑聚集体分布与胶料性能的影响

王　宏
（青岛黑猫炭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４２）

摘　要：通过选择同一品种炭黑间相近的主要性能指标和不同的聚集体分布（ＤＣＰ），例如Ｎ３２６和 Ｎ２３４炭黑样品，并

采用国标中的天然胶配方来研究聚集体分布对胶料性能的影响程度，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炭黑各品种聚集体分布对胶料性能

影响打好基础。

关键词：炭黑；主要性能；聚集体分布；胶料性能

１　前　言
炭黑主要性能指标如 Ｉ２（吸碘值）、ＤＢＰ、ＣＤ

ＢＰ、ＮＳＡ、ＳＴＳＡ、Ｔｉｎｔ等对胶料性能的影响分析，以
往炭黑企业和橡胶企业及研究机构都有很多具体

的研究分析及探讨。近几年对炭黑性能的进一步

研究发现，炭黑微观粒子的聚集体分布（ＤＣＰ）对
胶料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为此，本文也针对炭

黑聚集体分布与胶料性能影响的关系进行探讨。

２　炭黑性能对胶料性能的影响
炭黑性能对胶料性能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炭

黑的粒径（比表面积）、结构（聚集体形态）和表面

活性。

２１　炭黑粒径（比表面积）的表征
炭黑粒径，除热裂解炭黑之外，其它所有炭黑

品种的粒子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以聚集体的

形式存在。聚集体是炭黑单独存在的最小单元。

炭黑粒径主要通过电子显微镜法测定。

炭黑比表面积是单位质量或体积内炭黑粒子

表面积的总和。一般情况下，比表面积与粒径成

反比。比表面积的测量方法现有 ＢＥＴ法、吸碘值
法、ＣＴＡＢ法。

２０１４年炭黑展望会论文。

其中，ＢＥＴ法测炭黑比表面积准确可靠，吸碘
值法仪器简单方便、快速。这两种方法目前为业

界所普遍采用。

２２　结构（聚集体）的表征

炭黑结构代表炭黑链枝发达程度和炭黑聚集

体间的空隙容积。结构高的炭黑相比结构低的炭

黑，具有较发达的链枝结构和较大的空隙的体积。

炭黑结构通过吸液法测定，如目前主要是用邻苯

二甲酸二丁脂（ＤＢＰ）液体浸润炭黑链枝和空隙的
量，称之为ＤＢＰ吸收值，代表炭黑一次结构和二次
结构的总和。

聚集体是炭黑单独存在的最小单元，也是炭

黑与橡胶分子结合的基本单元。因而，了解炭黑

聚集体的分布对了解炭黑对胶料的影响程度是非

常重要的。

２３　炭黑表面活性的表征
炭黑的表面活性，主要是指炭黑表面各种化学官

能团含量的多少。如酚基、羧基、醌基和内脂基等。

２４　炭黑聚集体分布的表征
２４１　检测原理

目前，对于炭黑聚集体的研究和测量主要通

过离心沉降技术，也就是将炭黑分散在一种悬浮

液中，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对炭黑进行沉降。由于

炭黑聚集体的大小及形态不同，沉降速度会不同，

从而可确定炭黑聚集体大小及分布。

２４２　检测设备
美国布鲁克海文仪器公司（ＢＲＯＯＫＨＡＶＥ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型号：ＢＩ－ＤＣＰ／
ＢＩ－ＸＤＣ。
２４３　检测主要数据

Ｄ１０＝累计分布百分数达到 １０％时，所对应
的粒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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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５０＝累计分布百分数达到 ５０％时，所对应
的粒径值；

Ｄ９０＝累计分布百分数达到 ９０％时，所对应
的粒径值；

Ｍｅａｎ＝平均值；
Ｍｏｄｅ＝最频值；
ＦＷＨＭ＝半峰宽；
Ｓｐａｎ＝（Ｄ９０－Ｄ１０）／Ｄ５０

３　同一炭黑品种不同聚集体分布与胶料性
能的影响分析

３１　不同 Ｎ３２６品质、聚集体分布与胶料性能的
关系

３１１　Ｎ３２６炭黑样品的工艺
两个Ｎ３２６样品的原料油配比一致，主要品质

数据接近，但是生产工艺条件不同。

３１２　Ｎ３２６炭黑样品指标
表１　炭黑样品指标

　　项　目 Ｎ３２６－１ Ｎ３２６－２
Ｉ２，ｍｇ／ｇ ８３ ８２
ＤＢＰ，ｍｌ／１００ｇ ７２ ７３
２４Ｍ４ＤＢＰ，ｍｌ／１００ｇ ６７ ６７
Ｔｉｎｔ，％ １１２ １１１
ＮＳＡ，ｍ２／ｇ ７９ ７８
Ｔｏｌｕｅｎｅ，％ ８９ ９２
ｐＨ ６９ ７４
Ｄ１０，μｍ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７
Ｄ５０，μｍ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４
Ｄ９０，μｍ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１
Ｍｅａｎ，μｍ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５
Ｍｏｄｅ，μｍ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８
ＦＷＨＭ，μｍ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３
Ｓｐａｎ ０７７１ ０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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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Ｎ３２６的ＤＣＰ图

　　表１和图１数据分析：
１）从表１数据看，Ｎ３２６－１、Ｎ３２６－２样品炭黑

的主要指标如Ｉ２、ＤＢＰ、ＣＤＢＰ、ＮＳＡ、Ｔｉｎｔ非常接近。
２）从图１可以看出，Ｎ３２６－１比 Ｎ３２６－２样

品的聚集体尺寸分布窄，同时，Ｄ１０、Ｄ５０、Ｄ９０、
Ｍｅａｎ数据更小些，说明Ｎ３２６－１样品ＤＣＰ分布比
Ｎ３２６－２窄。
３１３　两个Ｎ３２６样品的胶料性能

１）胶料配方及测试
采用国标ＧＢ／Ｔ３７８０１８《炭黑在天然橡胶中

的鉴定方法》。

配方如下 （按质量份数计）：天然橡胶

１００００，硬脂酸 ３０，氧化锌 ５０，促进剂 ＤＭ０６，
硫磺 ２５，炭黑５０。

所有性能测试均采用国标进行测定。

表２数据分析：
１）ＭＬ１００１＋４ 数据，Ｎ３２６－１大于Ｎ３２６－２。
２）硫变数据，Ｎ３２６－１与Ｎ３２６－２比较接近，

没有大的差距。

表２　胶料性能

品种 ＭＬ１００１＋４

硫变（１６０℃） 焦烧（１２０℃） 硫化（１４５℃×３０ｍｉｎ）
ＭＬ

（ｄＮ－ｍ）
ＭＨ

（ｄＮ－ｍ）
ＴＣ１０
（ｍ：ｓ）

ＴＣ９０
（ｍ：ｓ）

ｔ５
（ｍ：ｓ）

ｔ３５
（ｍ：ｓ）

ｔ３５－ｔ５
（ｍ：ｓ）

１００％Ｍ
（ＭＰａ）

３００％Ｍ
（ＭＰａ）

拉伸强度

（ＭＰａ）
伸长率

（％）
撕裂强度

（ｋＮ／ｍ）
Ｎ３２６－１ １０７１０ ２３５ １０８２ ０８５ ８９６ ８７１ １１６９ ２９８ ３１６ １５５ ２９１ ５００ １２８２１
Ｎ３２６－２ １０４３１ ２４４ １０５０ ０８９ ９０３ ８６０ １１７２ ３１２ ２９４ １４３ ２９８ ５１９ １１３５６

　　３）焦烧数据，Ｎ３２６－１相比Ｎ３２６－２短些。
４）硫化数据，１００％Ｍ、３００％Ｍ和拉伸强度没

有大的差异。但Ｎ３２６－２比 Ｎ３２６－１伸长率高；
Ｎ３２６－１比Ｎ３２６－２撕裂强度高。
３２　不同 Ｎ２３４品质、聚集体分布与胶料性能的
关系

３２１　Ｎ２３４炭黑样品的工艺

三个Ｎ２３４样品的原料油配比一致，主要品质
数据接近，但生产工艺条件不同。

３２２　Ｎ２３４炭黑样品指标
表３数据和图２分析：
１）从表３数据看，Ｎ２３４－１、Ｎ２３４－２、Ｎ２３４－

３样品炭黑的主要指标如Ｉ２、ＤＢＰ、ＣＤＢＰ、ＮＳＡ、Ｔｉｎｔ
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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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炭黑样品指标
　　项　目 Ｎ２３４－１ Ｎ２３４－２ Ｎ２３４－３
Ｉ２，ｍｇ／ｇ １２１ １１９ １２２
ＤＢＰ，ｍｌ／１００ｇ １２４ １２３ １２４
２４Ｍ４ＤＢＰ，ｍｌ／１００ｇ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Ｔｉｎｔ，％ １２０ １１９ １１９
ＮＳＡ，ｍ２／ｇ １１７５ １１６７ １１８３
Ｔｏｌｕｅｎｅ，％ ９３ ９５ ９５
ｐＨ ７７ ８０ ７４
Ｄ１０，μｍ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３
Ｄ５０，μｍ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２
Ｄ９０，μｍ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６
Ｍｅａｎ，μｍ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１
Ｍｏｄｅ，μｍ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３
ＦＷＨＭ，μｍ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９
Ｓｐａｎ ０８３９ ０８６３ １０１８

　　２）从表３数据看，Ｎ２３４－１，Ｎ２３４－２样品的
ＤＣＰ数据非常接近，Ｎ２３４－３的ＤＣＰ与Ｎ２３４－１，
Ｎ２３４－２有差异。
３）从图２可看出，Ｎ２３４－３样品的聚集体尺

寸分布图比其它两个样品在图中往左移，同时，

Ｄ５０、Ｍｏｄｅ、ＦＷＨＭ数据更小些，说明 Ｎ２３４－３样
品ＤＣＰ分布比Ｎ２３４－１、Ｎ２３４－２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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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Ｎ２３４的ＤＣＰ图

３２３　三个Ｎ２３４样品的胶料性能
１）胶料配方及测试
采用国标 ＧＢ／Ｔ３７８０１８《炭黑在天然橡胶中

的鉴定方法》。

配方如下（按质量份数计）：天然胶 １００００，
硬脂酸 ３０，氧化锌 ５０，促进剂 ＤＭ０６，硫磺
２５，炭黑５０。

所有性能测试均采用国标进行测定。
表４　胶料性能

品种 ＭＬ１００１＋４

硫变（１６０℃） 焦烧（１２０℃） 硫化（１４５℃×３０ｍｉｎ）
ＭＬ

（ｄＮ－ｍ）

ＭＨ

（ｄＮ－ｍ）

ＴＣ１０

（ｍ：ｓ）

ＴＣ９０

（ｍ：ｓ）

ｔ５

（ｍ：ｓ）

ｔ３５

（ｍ：ｓ）

ｔ３５－ｔ５

（ｍ：ｓ）

１００％Ｍ

（ＭＰａ）

３００％Ｍ

（ＭＰａ）

拉伸强度

（ＭＰａ）

伸长率

（％）

撕裂强度

（ｋＮ／ｍ）
Ｎ２３４－１ １５３８７ ３３６ １８７０ ０７７ ８４２ ８６７ １１３７ ２７０ ３４６ １６９８ ２４２７ ４１０ ８３７５
Ｎ２３４－２ １５４３５ ３８０ １８５０ ０９５ １０５２ ８５８ １１０５ ２４７ ３３０ １５８０ ２４１７ ４４０ ９３４３
Ｎ２３４－３ １５９４３ ３７１ １８４２ ０９７ １０４３ ８２３ １０８０ ２５７ ３３８ １６２８ ２３７３ ４２０ １１１８８

　　表４数据分析：
１）ＭＬ１００１＋４ 数据，Ｎ２３４－３相比 Ｎ２３４－１、Ｎ２３４

－２不仅差距大而且高；Ｎ２３４－１与Ｎ２３４－２相比
数据较接近。

２）硫变数据，Ｎ２３４－２与Ｎ２３４－３较接近，相
比 Ｎ２３４－１有一定差距。
３）焦烧数据，没有规律。
４）硫化数据，其它数据没有规律，但撕裂强度

Ｎ２３４－３明显比Ｎ２３４－１和Ｎ２３４－２高。

４　结束语
基于对以上两个 Ｎ３２６样品，三个 Ｎ２３４炭黑

样品的在炭黑主要指标、ＤＣＰ和胶料各种性能测
试的结果与分析，我们认为：

同一品种的炭黑，在炭黑主要指标相近的情

况下，聚集体分布（ＤＣＰ）的差异性会对胶料性能
产生一定的影响：

① 胶料的门尼粘度会随 ＤＣＰ分布变窄而增
加，比例在３％～４％之间。

② 胶料的硫变和焦烧方面，随着ＤＣＰ分布的
变化，并没有规律性的变化。

③ 胶料的撕裂强度会随 ＤＣＰ分布变窄而增
加，比例在１０％左右。

以上只是我们对炭黑聚集体分布（ＤＣＰ）与胶
料性能之间关联性所做的一点探索，今后，我们还

将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为全面了解炭黑的

主要宏观与微观性能对胶料性能的影响尽一点力

量，以更好地满足橡胶行业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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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白炭黑的不同制备方法的比较研究（上）

朱永康　 编译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胶体白炭黑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和原料来制备，包括水性硅酸盐的离子交换，硅化合物的水解和缩合，金属硅

的直接氧化，二氧化硅粉末的研磨及胶溶。基于其形状、尺寸均匀度、球形度、对 ｐＨ值变化的稳定性、阳离子浓度以及和价

格等，对利用这些方法制备的粒度为１０～６０ｎｍ的各种二氧化硅溶胶以及其制备方法进行了比较。由四乙氧基硅烷制备的

二氧化硅溶胶尽管成本相对较高，但却可以提供均一的粒度控制和增长，及高纯度。由液体硅酸盐硅制备的溶胶可提供相

对容易的尺寸和形状控制，但却很难把碱含量降低到适于进行半导体化学机械抛光过程的水平，此外为使离子交换树脂再

生所进行的废水处理也会造成环境问题。通过研磨和分散由气相法白炭黑制备的胶体白炭黑的性能取决于起始硅石源，用

这种方法要获得单分散的粒子相对更困难些。由金属硅直接氧化制备的胶体白炭黑呈单分散的球形，纯度可以控制，价格

也合理；该方法所产生的废水也较少，因为它可直接以相对高的浓度生产。位于这种粒子中的阳离子分数与流体中的游离

阳离子相比，直接氧化制备的二氧化硅溶胶也比其它方法相对更低。对胶体白炭黑及其制备方法进行仔细比较，有助于选

择最适合于所考虑的适用胶体白炭黑。

关键词：胶体白炭黑；制备方法；离子交换；直接氧化；水解和缩合；比较

１　引　言
胶体白炭黑是一种固体二氧化硅粒子的稳定

分散体，它已在诸如熔模铸造、半导体晶片抛光、

涂层和织物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此外还被用作

无机黏结剂、纳米尺寸填料、催化剂的前体。胶体

白炭黑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和原材料制备，如表 １
中所示。这些方法包括离子交换，水性硅酸盐的

中和或电渗析，硅烷的水解和缩和，硅凝胶或粉末

的胶溶或研磨，以及金属硅的直接氧化。

硅是地球上第二种最丰富的元素，通常是以

硅石矿的形式存在。不过，很难确保二氧化硅的

高纯度和粒度控制，而天然硅石使得控制二氧化

硅形态的困难更大。利用如图１所示从硅石矿合
成胶体白炭黑的各种合成路线，可以有效地控制

其纳米二氧化硅粒子的大小和形态。有四种典型

的路线可从天然硅石矿制备胶体白炭黑。其中的

第一种是通过离子交换法由液体硅酸钠制备胶体

白炭黑。硅酸钠是在有碱存在的情况下使硅石矿

熔融从天然硅石获得的，然后在压力下加热使之

溶解产生液体硅酸钠，俗称为“水玻璃”。液体硅

酸钠具有高粘度，因此把它稀释至浓度为 ３％ ～

５％（重量，下同）。接下来，让它通过离子交换树
脂，继而送入碱溶液中形成二氧化硅晶种，随即用

该晶种来培养白炭黑粒子。将由此获得的产物浓

缩至３０％重量份，从而获得商业化产品。第二种
制备胶体白炭黑的方法是利用四乙氧基硅烷

（ＴＥＯＳ），这就是众所周知的 Ｓｔｂｅｒ法。ＴＥＯＳ是
从四氯化硅制备的硅烷单体，四氯化硅又来源于

冶金级金属硅。金属硅（又称结晶硅或工业硅）本

身是天然硅石在有碳存在的情况下，于１９００℃以
上的温度还原而获得的。第三种方法是金属硅直

接氧化法，该方法不使用 ＴＥＯＳ，胶体白炭黑是通
过冶金级硅的直接氧化制备的。金属硅在有碱

性催化剂的情况下用水处理，产生胶体白炭黑，

同时释放出氢气和热量。最后，制备胶体白炭黑

的第四种方法是通过硅石的研磨和胶溶，此方法

可以得到硅凝胶形式或气相法白炭黑形式的胶

体白炭黑，其优先由凝聚或聚集的原生二氧化硅

粒子组成。由这一路线制备的胶体白炭黑的性

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磨和胶溶过程，而

且还取决于起始硅源的特性如纯度、形态和聚集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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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胶体白炭黑的各种制备方法
（ａ）硅酸钠离子交换法；（ｂ）ＴＥＯＳ水解和缩合；（ｃ）气相法白炭黑研磨或分散；（ｄ）金属硅直接氧化

　　 表１　胶体白炭黑的原料和制备方法
原料 制备方法

硅酸钠 离子交换中和电渗析

硅凝胶 造粒研磨

硅化合物 水解及缩合

金属硅 直接氧化电解

胶体白炭黑通常是由其固体含量、反离子类型和

浓度、ｐＨ值、二氧化硅的粒度来界定的。但当我
们在各种应用中使用胶体白炭黑时，却观察到了

一些不同的结果。为此，基于采用的制备方法和

所使用的原料比较了胶体白炭黑的性能。对胶体

白炭黑及其制备方法进行仔细的对比，有助于选

择最适合于考虑的应用方法。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胶体白炭黑制备的各种制备方法

表２列出了用不同方法制备的７种具有不同
粒度的胶体白炭黑试样。它们是通过硅酸钠的离

子交换、ＴＥＯＳ的水解与缩合、气相法白炭黑的研
磨和分散、金属硅的直接氧化来制备的。这些粒

子的标称直径为１０ｎｍ、３０ｎｍ和６０ｎｍ。为了便
于比较，将其浓度调整至１０％（重量），ｐＨ值保持
在～１０。

通过离子交换用硅酸钠制备的胶体白炭黑，

在早先的文献中已有详细描述。通过控制硅酸钠

溶液浓度、碱源及粒子生长的步骤，制备出标称粒

度为１０ｎｍ和６０ｎｍ（分别表示为 ＩＥ－１０和 ＩＥ－
６０）的试样。

通过ＴＥＯＳ的水解和缩合而得到的试样，其标
称粒度为１０ｎｍ和６０ｎｍ（分别表示为 ＴＥ－１０和
ＴＥ－６０），将这些试样的性能与其它试样的性能进
行比较。利用ＴＥＯＳ制备的白炭黑的粒度，可通过
选择溶剂、催化剂、原料（ＴＥＯＳ、水、乙醇助溶剂和
碱催化剂）浓度、温度、反应时间等加以控制。胶

体白炭黑合成后所获得的基液是水和乙醇的混合

物。为此，通过离心机以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三次
喷水６０ｍｉｎ，用水来代替基液。随后，调节其 ｐＨ
值以便形成碱性溶液。

表２　通过各种方法制备的典型试样的对比
制备方法 离子交换 水解与缩合 研磨及分散 直接氧化

试样 ＩＥ－１０ ＩＥ－６０ ＴＥ－１０ ＴＥ－６０ ＭＤ－３０ ＤＯ－１０ ＤＯ－６０
反离子 Ｎａ Ｋ Ｎａ Ｋ Ｋ Ｎａ Ｋ

ＴＥＭ粒度（ｎｍ） １３ ５３ １２ ７１ ３４ １４ ６２
ＰＳＡ粒度（ｎｍ） １４ ８３ ２３ ８６ １３６ １６ ５６
聚集系数 １．０ １．６ １．９ １．２ ４．０ １．１ ０．９
ＰＨ ９．２ ９．７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７ ９．６ １０．１

　　ＰＳＡ粒度、ＴＥＭ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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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气相法白炭黑获得的胶体白炭黑是通过气
相法白炭黑（１５０Ｇ，日本德山公司产品）的分散体
制备的，利用氢氧化钾（ＫＯＨ）把浆料的 ｐＨ值调
节至～１０。借助超声离心技术获得的首批分散相
的二氧化硅平均粒度约为２５０ｎｍ，所以，在有直径
０５ｍｍ的氧化锆珠存在的情况下，用砂磨机
（ＡＬＥＳＣＯ）或纳米均质机（Ｍ－１１０Ｐ，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ｓ
公司）对其进一步研磨，使获得的平均粒度为起

始值的一半（动态光散射法测定）。由气相法白炭

黑获得的原生粒子直径是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

（ＴＥＭ）测得的，它要比经研磨后获得的最终平均
粒子直径（按光散射方法测量）小得多，故聚集的

原生粒子未被进一步分离。由气相法白炭黑获得

的原生粒度在３０ｎｍ左右（用ＴＥＭ测量），因而将
该试样命名为ＭＤ－３０。

具有两种不同平均粒度（１０ｎｍ和６０ｎｍ）的
胶体白炭黑 （分别为ＤＯ－１０、ＤＯ－６０），是通过对
金属硅进行直接氧化制备的。直接氧化的制备方

法在先前的文献中有详细介绍。

２２　表征
通过ＴＥＭ（２０００ＥＸ，ＪＥＯＬ）按 ２００ｋＶ考察了

胶体白炭黑粒子的原生粒度和形态。用蒸馏水及

氢氧化钠（ＮａＯＨ）将浓度１０％的溶胶稀释至０５
％，将稀释溶胶的 ｐＨ值调整到９５。对稀释后溶
胶进行３ｍｉｎ超声波处理，将２滴稀释试样滴在滤
纸（５，ＡＤＶＡＮＴＥＣ）上面的碳涂覆２００目格栅上，
于６０℃干燥一个晚上，供ＴＥＭ观测之用。

粒度分析（ＰＳＡ）通过动态光散射法来进行。
把试样稀释至０５％，使用动态光散射谱仪（ＥＬＳ
－８０００，Ｐｈｏｔａｌ，Ｏｔｓｕｋａ）测量Ｚｅｔａ电位。Ｚｅｔａ电位
曲线表示ｐＨ值与Ｚｅｔａ电位的关系，它是通过制备
胶体白炭黑以及利用 ＨＮＯ３即硝酸和 ＫＯＨ改变
其ｐＨ值得到的。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胶体的稳定性是非常

重要的。通过观察不同 ｐＨ值条件下的聚集或附
聚状况对其进行估量，浊度使用 Ｔｕｒｂｉｓｃａｎ分析仪
（Ｔｕｒｂｉｓｃａｎ实验室，法国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公司）测量。

胶体白炭黑的阳离子浓度，通过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ＩＣＰ－ＯＥＳ，ＯＰＴＩＭＡ５３００ＤＶ，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司）测定。基液的阳离子浓度也通
过ＩＣＰ－ＯＥＳ来检测，基液则是通过高速离心从胶

体白炭黑分离出来的。

３　结果与讨论
通过不同方法用不同的原料制备的各种胶体

白炭黑列于表２。平均粒度和聚集系数是用 ＴＥＭ
和动态光散射法测得的；汇总出了反离子的类型

和ｐＨ值。原生粒度约为１０ｎｍ和６０～７０ｎｍ的
各种胶体白炭黑，是通过硅酸钠的离子交换、金属

硅的直接氧化、ＴＥＯＳ的水解及缩合制备的；而原
生粒度为３０ｎｍ的胶体白炭黑，则是通过气相法
白炭黑的分散制备的。对于某些试样，通过 ＴＥＭ
图像分析测出的平均粒度与标称粒度是一致的。

通过动态光散射法测得的平均粒度比 ＴＥＭ测得
的原生粒度大。聚集系数是由 ＰＳＡ粒度与 ＴＥＭ
粒度决定的，可以作为原生粒子形成次级粒子的

聚集程度的指标。在标称粒度为１０ｎｍ的二氧化
硅溶胶情况下，通过ＴＥＯＳ水解和缩合制备的试样
（ＴＥ－１０）其聚集系数大于用其它方法制备的试样
（ＩＥ－１０和ＤＯ－１０）；而对于６０ｎｍ的二氧化硅溶
胶，通过硅酸钠离子交换制备的试样（ＩＥ－６０）其
聚集系数大于用其它方法制备的试样 （ＴＥ－６０和
ＤＯ－６０）。在所有的７个试样当中，以ＭＤ－３０试
样的聚集系数最大（４０）。

标称粒度为１０ｎｍ的胶体通常比标称粒度为
６０ｎｍ的胶体更透明。粒子尺寸越小，聚集程度越
低，透射率就越高。根据如图２所示的一天透射
率图，所有７个试样在观察期内均未发生沉淀或
聚集。ＩＥ－１０和 ＤＯ－１０的透射率最高，ＴＥ－１０
的透射率比３０ｎｍ和６０ｎｍ的胶体大，但是却比 ＩＥ
－１０和ＤＯ－１０要小，因为在 ＩＥ－１０、ＤＯ－１０和
ＴＥ－１０中聚集系数最高。６０ｎｍ胶体的透射率按
ＤＯ－６０、ＴＥ－６０、ＩＥ－６０的顺序递减。ＭＤ－３０试
样的原生粒度要比 ＤＯ－６０、ＴＥ－６０和 ＩＥ－６０的
小；但是其透射率低于ＤＯ－６０和ＴＥ－６０，高于ＩＥ
－６０。
１０ｎｍ和６０ｎｍ试样的Ｚｅｔａ电位曲线在碱性条

件（ｐＨ值＞７）下彼此间通常很相似 （－），Ｚｅｔａ电
位随着ｐＨ值的降低而增加，等电点（ＩＥＰ）位于ｐＨ
值≈３处（图３）。

ＤＯ－６０、ＴＥ－６０、ＩＥ－６０的 Ｚｅｔａ电位曲线在
碱性条件下彼此也相似（－），Ｚｅｔａ电位随着ｐ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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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低而增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等电点比

１０ｎｍ试样的稍微小些，曲线的斜率在 ｐＨ值为２
和４之间比１０ｎｍ的胶体略小些。因此，在４～１０
的较宽ｐＨ值范围内，６０ｎｍ试样具有大的 Ｚｅｔａ电
位绝对值，而１０ｎｍ试样仅在７～１０的 ｐＨ值范围
内才有大的Ｚｅｔａ电位绝对值，这表明在更为宽泛
的ｐＨ值范围内，特别是在４～７的 ｐＨ值范围，与

拥有１０ｎｍ粒子的二氧化硅溶胶相比，拥有６０ｎｍ
粒子的二氧化硅溶胶的稳定性更好。ＴＥ－１０试
样在ｐＨ值为４时的Ｚｅｔａ电位，较之ＩＥ－１０和ＤＯ
－１０试样相对大些，这或许表明了由于用水替代
溶剂，斯特恩层（吸附层）内的阳离子数目减少，稳

定性因此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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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３１　用于处理含炭黑颗粒的废气的装置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处理含有炭黑颗粒的

废气的装置，该装置包括至少一个用于电离炭黑

颗粒的电离构件（和至少一个分离装置，该分离装

置具有用于沉积被电离的炭黑颗粒的表面分离

器，其中至少一个表面分离器具有两个以上至少

部分地导电的中和区域，该中和区域相互电绝缘，

以便用于中和被电离的炭黑颗粒。本专利还介绍

了一种用于转化废气中的炭黑颗粒的方法。

２０１５０３２　胎圈三角胶用橡胶组合物以及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胎圈三角胶用橡胶组合物

和一种充气轮胎，其可以改善操纵稳定性、燃料经

济性和挤出加工性。本专利介绍的一种胎圈三角

胶用橡胶组合物包含：橡胶组分；炭黑；除了白炭

黑之外的无机填料；以及酚醛树脂。其中炭黑的

ＢＥＴ比表面积为２５～５０ｍ２／ｇ；基于１００质量份的
橡胶组分，该炭黑的量为４０～８０质量份，该无机
填料的量为３～３０质量份。

２０１５０３３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

本专利介绍一种导电聚合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该材料将炭黑用于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复

合材料的结构中。首先，准备一种层状金属材料，

它是由金属表层和金属底层、金属表层和金属底

层之间的绝缘层、金属表层和金属底层之间的导

电孔所组成。然后进行复合电镀，在金属表层上

形成复合电镀层，该复合电镀层为有炭黑和复合

金属二次聚集的多孔结构。最后再进行热覆膜，

在复合电镀层表面覆盖一层聚合复合材料，这样

就形成了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装置的复合材料，

其中聚合复合材料为导电结晶，且充满了炭黑。

２０１５０３４　用于液体输送的含聚酰胺和乙烯 －乙
烯醇共聚物的多层管

本专利介绍了多层管，该多层管由聚酰胺外

层、共聚多酰胺层、乙烯 －乙烯醇共聚物层、共聚
多酰胺层、聚酰胺内层所组成。各层呈连续排列

且在各自的接触面相互附着。本发明的优点为，

管道内层为含聚酰胺与导电炭黑的混合物，这种

管道对汽油，尤其是对于烃类及其添加剂，特别是

对醇，例如甲醇和乙醇，或者对其它诸如甲基叔丁

基醚和乙基特丁基乙醚等物质具有很低的渗透

性。这种管道对发动机润滑油和燃料也有很好的

耐油性。

２０１５０３５　热塑性弹性体组合物和其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热塑性弹性体组合物的制

造方法，该热塑性弹性体组合物具有含有连续相

和分散相的相结构。连续相由至少１种热塑性树
脂构成，分散相由微细分散在该连续相中的动态

交联弹性体粒子构成。该制造方法的特征在于，

在动态交联前或动态交联中，在至少１种能够交
联的弹性体成分中，相对于能够交联的该弹性体

成分１００质量份，使１～１５质量份的、ＢＥＴ氮气吸
附比表面积为１００～２６０ｍ２／ｇ、一次粒子平均粒径
为１０～２５ｎｍ的炉炭黑分散在其中。

２０１５０３６　轮胎用橡胶组合物及带有包含该橡胶
组合物增强层的防爆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适合用于防爆轮胎的增强

层的橡胶组合物，它同时具有低放热性和高强度。

轮胎用橡胶组合物，以１００重量份的橡胶组分为
基准，含有１０～１００重量份的氮吸附比表面积为
３０～１００ｍ２／ｇ、并且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油吸收值至
少为５０ｍｌ／１００ｇ的炭黑、以及至少２重量份的硫黄
或硫的化合物，其中该橡胶组分含有１０～７０ｗｔ％
的由化学式（１）表示的化合物共聚得到的丁二烯
橡胶。

２０１５０３７　橡胶－填充材料母炼胶的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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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橡胶 －填充材料母炼胶的
制造方法，将炭黑、白炭黑和／或式（Ｉ）所示的无机
填充材料的至少１种预先分散到水中得到的浆料
溶液中，混入二烯系橡胶溶解于有机溶剂中的橡

胶溶液，从而制造出橡胶－填充材料母炼胶。

２０１５０３８　活性炭及其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活性炭及其制造方法。其在通

过ＢＪＨ法由在７７４Ｋ下的 Ｎ２吸附等温线计算的
孔径分布，具有在 １０ｎｍ～１５ｎｍ范围内的最高
峰Ｄ，其中该峰 Ｄ为００１２～００５０ｃｍ３／ｇ，并且为
总孔体积的２％～３２％。还介绍了含有该活性炭、
碳纤维、炭黑和粘合剂的可极化电极的双电层电

容器。

２０１５０３９　斑纹轮胎胎面
本专利介绍了轮胎的斑纹轮胎胎面。具体地

讲，该斑纹轮胎胎面包括用作基质的第一胎面胶

料，其中分布有一种或多种第二胎面胶料的非连

续颗粒，至少一种胶料的颜色不同于其它胎面胶

料，以便在视觉上可区分。例如，第一胎面胶料可

以包括炭黑颜料并且为黑色的，而第二胎面胶料

可以包括一种或多种颜料。因此，有色颗粒的颜

色与第一胎面组合物的颜色在视觉上可区分。另

外，至少一部分颗粒可以位于轮胎胎面跑合面上，

使得受试者可以在视觉上区分各胶料。

２０１５０４０　缓冲垫用橡胶组合物及使用该橡胶组
合物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缓冲垫用橡胶组合物，其

可以抑制生热和橡胶特性下降，同时还介绍了使

用该橡胶组合物的轮胎。该缓冲垫用橡胶组合

物，以１００重量份的橡胶组分为基准，含有２５～３５
重量份的吸碘值为７０～１２０ｍｇ／ｇ的炭黑和０５～２
重量份的间苯二酚缩合物或改性间苯二酚缩合

物；还介绍了一种具有使用了该橡胶组合物的缓

冲垫的轮胎。

２０１５０４１　纳米碳材料－活性碳复合材料
本专利介绍了碳 －碳复合物材料，其包括碳

质载体和纳米碳结构，其中该纳米碳结构在该碳

质载体上生长。载体可以是多孔的，如活性碳形

式或由炭黑粒子组成。根据本专利，可实现纳米

碳在多孔载体孔内的生长。生产这种碳 －碳复合
材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用含金属的催化剂材

料处理该碳质载体材料，该金属能够形成纳米碳

结构，和在包括含碳气体的气氛中通过化学气相

沉积方法在处理后的载体上生长纳米碳结构，随

后任选进行表面改性步骤。采用该方法能取得最

优化的孔隙率、流体动力学特性和表面化学性。

２０１５０４２　内衬用橡胶组合物和含有该橡胶组合
物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能够改善轮胎滚动阻力性

能和进一步改善加工性能的内衬用橡胶组合物。

该内衬用橡胶组合物包括：以１００重量份包含天
然橡胶的橡胶组分为基准，含有至少 ３０重量份
ＢＥＴ比表面积小于１５０ｍ２／ｇ的白炭黑和最多５重
量份的炭黑；还介绍了一种含该橡胶组合物的内

衬的轮胎。

２０１５０４３　侧壁补强用橡胶组合物及使用该橡胶
组合物的防爆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侧壁补强用橡胶组合物，

它同时具有低发热性和高硬度。本专利介绍了一

种防爆轮胎的侧壁加强用橡胶组合物，以１００重
量份的二烯橡胶组分为基准，含有１０～１００重量
份的氮吸附比表面积为３０～１００ｍ２／ｇ并且邻苯二
甲酸二丁酯油吸收值至少为 ５０ｍｌ／１００ｇ的炭黑，
至少２重量份的硫或硫的化合物，以及５～１２０重
量份的纵横比为３～５０的（１）片状氧化铝粉末或
（２）含氟云母。

２０１５０４４　防爆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防爆轮胎，其具有的侧壁

加强层能兼顾低生热和高硬度，并且耐久度得到

了改善。该橡胶组合物，以１００重量份的橡胶组
分为基准，含有１０～１００重量份的炭黑，以及２重
量份或更多的硫黄或含硫的化合物。其中该炭黑

的氮吸附比表面积为３０～１００ｍ２／ｇ，并且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油吸收值为 ５０ｍｌ／１００ｇ或更多；该橡胶
组分包含１０～５０ｗｔ％的共轭二烯聚合物或二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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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族乙烯基化合物的共聚物，具有伯氨基和烷

氧基甲硅烷基，并且具有 －３０℃或更低的玻璃化
转变点，其中双官能或更多的单体共聚为一条聚

合链，和／或至少一部分（共）聚合链被双官能或更
多的偶联剂所偶联；还介绍了一种防爆轮胎，其侧

壁加强层包含该橡胶组合物。

２０１５０４５　具有含 Ｎ，Ｎ′－（间亚苯基）双马来酰
胺酸的橡胶组件的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充气轮胎，其具有包括以

下的橡胶组件：（Ａ）１００重量份的至少一种含烯属
不饱和基团的弹性体；（Ｂ）１０～１２０重量份的选自
炭黑和白炭黑的填料；（Ｃ）０１～１０重量份的 Ｎ，
Ｎ′－（间亚苯基）双马来酰胺酸；（Ｄ）０１～０５重
量份的二苯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锌；和（Ｅ）０１～５
重量份的附加固化促进剂。

２０１５０４６　橡胶组合物以及使用其制造的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橡胶组合物，其用改性天

然橡胶配合炭黑而成。其中，该改性天然橡胶是

如下形成的：在天然橡胶胶乳中添加含极性基的

单体，使该含极性基的单体与天然橡胶胶乳中的

天然橡胶分子接枝聚合，进而凝固和干燥而形成；

该炭黑的甲苯着色透过度为 ９０％以上且放氢率
（质量百分率）与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吸附比表

面积（ＣＴＡＢ）（ｍ２／ｇ）满足下式：放氢率 ＞０２６０－
６２５×１０－４×ＣＴＡＢ的关系，该组合物低损耗性
优异，可对轮胎赋予耐磨损性和耐破坏性。

２０１５０４７　传动带用橡胶组合物以及传动带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传动带用橡胶组合物以及

传动带，该传动带用橡胶组合物能制造出具有优

异的导电性、导电维持特性、耐弯曲疲劳性以及耐

磨损性的传动带。该传动带用橡胶组合物是通过

在１００质量份橡胶中，在满足下述式的范围内混
合ＤＢＰ吸油值为３００ｃｍ３／１００ｇ以上、导电性碳和
氮吸附比表面积为 ４０ｍ２／ｇ～１００ｍ２／ｇ以上、ＤＢＰ
吸油量为 １００ｃｍ３／１００ｇ～１６０ｃｍ３／１００ｇ的炉法炭
黑而得到的，该式为７０≤８Ｘ＋Ｙ≤２００、且２≤Ｘ≤
２０以及０≤Ｙ≤９０，式中，Ｘ表示上述导电性碳的
含量（质量份），Ｙ表示上述炉法炭黑的含量（质量

份）。

２０１５０４８　用于无钉防滑轮胎的胎面橡胶组合物
及无钉防滑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无钉防滑轮胎的胎面

橡胶组合物，该橡胶组合物具有在冰雪路面上的

出色性能以及出色的耐磨性，同时可降低胎面橡

胶的硬度对应变的依赖性并保持在未被雪覆盖的

路面上的刚性。该胎面橡胶组合物包括：包含总

量为８０质量％以上的天然橡胶和聚丁二烯橡胶
的二烯橡胶；以１００质量份二烯橡胶为基准，１０～
１５０质量份的白炭黑；以及以１００质量份的二烯橡
胶为基准，３～５０质量份的炭黑。

２０１５０４９　半导电性胶辊的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一种半导电性胶辊的制造方法，

此制造方法用于制造具备邵氏 Ａ硬度在６０以下、
压缩永久变形为１０％以下、且外周面的表面粗糙
度Ｒｚ为３０μｍ～１００μｍ范围内的辊主体的半导
电性胶辊，可以在研磨该胶辊主体时不产生偏斜。

介绍了使用含有基础聚合物和炭黑的半导电性橡

胶组合物形成胶辊主体，该炭黑相对于１００质量
份基础聚合物为６６质量份 ～３０质量份、且平均
一次粒径为８０ｎｍ～２００ｎｍ。

２０１５０５０　帆布胎圈包布用橡胶组合物及充气轮
胎

本专利介绍一种用于帆布胎圈包布的贴面橡

胶组合物，该组合物具有良好的耐轮辋磨损性、耐

久性、和成片加工性；还介绍了一种使用该橡胶组

合物的充气轮胎。该组合物包含：橡胶组分以及

具有６５～１３０ｍ２／ｇ氮吸附比表面积的炭黑，该橡
胶组分包括选自下组中至少一种：（ａ）含有２５～
２０质量％１，２－间规立构聚丁二烯晶体的丁二烯
橡胶ＢＲ；（ｂ）顺式含量不低于９０质量％的丁二烯
橡胶ＢＲ；以及（ｃ）锡改性丁二烯橡胶，其用锂引发
剂聚合而获得，该橡胶的锡原子含量为 ５０～
３０００ｐｐｍ，结合乙烯基的含量为５～５０％，并且分
子量分布不超过２，其中，每１００％的橡胶组分，该
橡胶（ａ）～（ｃ）的总量为４０～９０％，以及每１００质
量份的橡胶组分，炭黑的量为５０～７５质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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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５１　橡胶组合物、胎搭接部及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形成轮胎胎搭接部的

橡胶组合物，橡胶成分中包含天然橡胶和环氧化

天然橡胶的至少一种，同时，相对于１００质量份的
橡胶成分，橡胶组合物含有３０质量份以上的白炭
黑以及０１质量份以上、１０质量份以下的醌·二
亚胺系化合物，还介绍了使用该橡胶组合物形成

的胎搭接部及轮胎。

２０１５０５２　顶胎面用橡胶组合物及具有该顶胎面
的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顶胎面的橡胶组合

物，能提高其在积雪路面上的操控稳定性，还介绍

了具有使用该橡胶组合物的顶胎面的充气轮胎。

以１００重量份的选自于天然橡胶、异戊二烯橡胶、
丁苯橡胶和丁二烯橡胶中的至少一种二烯橡胶为

基准，该用于顶胎面的橡胶组合物包含５～２００重
量份吸碘值为１００～３００ｍｇ／ｇ的炭黑、２～５０重量
份的硅油，以及以１００重量份的硅油为基准，还包
含１～２０重量份的硅烷偶联剂，并且介绍了使用
该橡胶组合物制备的具有顶胎面的充气轮胎。

２０１５０５３　包含具有连接生色基团的聚合物分散
剂的喷墨油墨组合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包含液体载色剂、颜料和

聚合物分散剂的喷墨油墨组合物。在一个实施方

案中，该颜料包含具有式Ａ－（Ｂ）ｘ的着色剂或者
该颜料为炭黑颜料，且该聚合物分散剂包含聚合

物基团和至少一个具有式 －Ａ′－（Ｂ）ｙ（Ｃ）ｚ的基
团，其中Ａ和Ａ′为有机生色基团。在第二实施方
案中，该聚合物分散剂包含聚合物基团和能够与

该颜料相互作用的有机生色基团。

２０１５０５４　离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及用其制造
的燃料电池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强度得到提高而其离子传

导性不受到影响的离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以

及使用该离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制造的燃料电

池。具体来讲，介绍了一种质子传导性复合电解

质膜，该质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包含 ５ｗｔ％ ～

８５ｗｔ％的电解质，该电解质具有离子解离官能团并
包含富勒烯衍生物或磺化沥青；且该质子传导性复

合电解质膜另外包含粘合剂，该粘合剂具有５５００００
以上的重均分子量和２ｄＬ／ｇ以上的对数粘度。

２０１５０５５　用于净化碳纳米结构的超声波回馏系
统

本专利介绍了用于净化碳纳米结构的回馏系

统和方法。本专利特别介绍了一种改进后的索格

利特萃取器和利用它净化碳纳米结构的一步法，包

括单壁纳米管、多壁纳米管、富勒烯、内多面体的金

属富勒烯、碳纳米纤维和其他含碳的纳米材料。该

回馏系统和方法特别适用于净化单壁纳米管。

２０１５０５６　可用于增强轮胎带的多层层压物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多层层压物，可特别用作

橡胶成品或半成品如轮胎的增强部件，包含至少

一个聚合物薄膜，其在薄膜面内任何拉伸方向上

都具有大于５００ＭＰａ的杨式模量，该薄膜被放置在
天然橡胶的橡胶组合物层之间并与其接触，特点

在于每个橡胶组合物层在交联状态下都具有大于

３０ＭＰａ，优选在３０～１５０ＭＰａ之间的１０％伸长下的
割线模量。

２０１５０５７　凸台包括至少一个增加构件的硫化轮
胎胎面用模具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硫化轮胎胎面的模

具。该模具包括：模制表面，其能够模制轮胎胎面

的胎面表面；和至少一个凸台，其长度为Ｌ，宽度为
Ｗ，能够在胎面中模制花纹沟。该凸台包括沿着
凸台的长度延伸并从模制表面突出的两个侧面和

连接该侧面的上面。该模具在该凸台中包括分别

在凸台的两个侧面上开口而不在该凸台的上面开

口的至少两个腔室。这些腔室在凸台的宽度上重

叠。该模具还包括事先加在凸台中的第一构件，

该第一构件将该两个腔室沿着凸台的长度分离。

２０１５０５８　包括倾斜区块的胎面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由橡胶材料制成的用于冬

季行驶的轮胎的胎面。该胎面包括多个具有高度

的区块，每个区块包括当轮胎滚动时接触地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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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面和至少一个侧面，该侧面在其至少５０％的
表面上被覆盖材料层覆盖。该区块包括当轮胎滚

动时首先接触地面的前导区域，并且该区块具有

倾斜的延伸方向，以使得该区块的前导区域为前

导角部。该区块还包括未被覆盖材料覆盖的部

分，该覆盖材料的弹性模量大于形成该区块的橡

胶材料的弹性模量，未覆盖的部分从前导角部开

始在该区块的高度的至少１／３上延伸。

２０１５０５９　具有可变倒角的轮胎胎面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轮胎胎面，其包括沿周向

总体方向延伸并限定多个隆起构件的花纹沟，该

胎面还包括多个呈横向延伸的花纹沟和／或狭槽
形式的切口，每个隆起构件包括预定用于接触路

面的接触面和沿着在行驶期间预定用于接触路面

的边缘与该接触面相交的侧面，该胎面至少在隆

起构件的多个横向边缘上具有倒角，该胎面在直

线行驶中具有总接触表面Ｓ，其包括其中所有横向

边缘均具有倒角的部分和其中所有横向边缘均没

有倒角的部分，该胎面在与０３ｇ（其中ｇ为重力加
速度）的横向加速度对应的转弯操作中具有接触

印痕。

２０１５０６０　包括用于花纹沟中模制封闭装置的空
腔的模具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硫化轮胎胎面的模具的模

制部件。该模制部件包括能够模制胎面的胎面表

面的一部分的基部和能够在胎面中模制花纹沟的

条形件。条形件具有沿该条形件的长度延伸并从

基部伸出的两个纵向面和连接纵向面的顶面。模

制部件具有由基部和条形件形成的接触边缘。该

接触边缘用于与另一模制部件接触，以形成整个

硫化模具或其一部分。模制部件还包括位于条形

件中的至少一个凹槽。该凹槽通向条形件的顶面

并通向模制部件的接触边缘。该凹槽不通向条形

件的纵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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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威推出高分散白炭黑新品

日前，在德国科隆举行的轮胎技术博览会上，

苏威公司推出名为 Ｅｆｆｉｃｉｕｍ的高分散白炭黑
（ＨＤＳ）。这是一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创新型补
强填料，可赋予生产绿色乘用车和卡车轮胎胶料

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大的灵活性。

据介绍，Ｅｆｆｉｃｉｕｍ可为汽车工业带来突破性的
好处。这是由于其对混炼和挤出处理量的积极影

响提高了生产力，硅烷化控制和重新配方增大了

生产灵活性，又不会影响产品的滚动阻力、耐磨

性和抓着性能。Ｅｆｆｉｃｉｕｍ可大大促进由炭黑胶料
向 ＨＤＳ胶料的转化，并且有利于满足节能和安
全要求。

用其制造的乘用车和重型卡车轮胎在道路测

试中的结果显示，对于卡车轮胎胎面胶料，Ｅｆｆｉｃｉ
ｕｍＨＤＳ可使其在混炼和挤出生产力方面的效益提
高３０％，而滚动阻力和耐磨性达到甚至超过了参
考水平。为满足主要轮胎制造商当前试验和测试

的预期需求，苏威正在３个不同的制造基地加紧
生产ＥｆｆｉｃｉｕｍＨＤＳ，以便向全球客户供货。

（安琪）

卡博特去年４季度销售额和
净利润双降

　　美国卡博特公司２０１４年第四季度的净销售
额为８１２亿美元，而２０１３年同期为８９８亿美元，
同比减少９６％。２０１４年净利润为４５００万美元，
而上年同期为８０００万美元，同比减少４３８％。

该公司补强材料业务（包括橡胶用炭黑以及

液相混炼的弹性体复合材料），２０１４年第四季度
的息税前利润（ＥＢＩＴ），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２０００万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南美和欧洲的需求
疲软导致销售量减少３％，由于没有去年收到的
一次性收益，而 ２０１３年第四季度收到弹性体复
合材料技术许可费，而今年未再收到这笔费用。

另外，该季度的 ＥＢＩＴ比２０１４年第三季度减少了
６００万美元，这主要是由于销售量减少了 ６％。
销售量的环比下降，主要是因为客户压低库存和

受到销售淡季的影响。该季度较低的固定成本，

以及有利的品种比例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完全被

较低的销售量抵消掉了。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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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３１　炭黑／高分散白炭黑对丁腈橡胶耐热及
耐油性能的影响

用正交试验法对 Ｎ２２０、Ｎ５５０和 ＳＴ１１２０三种
炭黑和高分散白炭黑共同补强的丁腈橡胶在耐空

气热老化和耐油方面的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炭黑Ｎ２２０和ＳＴ１１２０对丁腈橡胶老化行为具有
显著影响，Ｎ２２０最优添加量为１０ｐｈｒ，ＳＴ１１２０最优
不顾加量为２０ｐｈｒ；Ｎ５５０对橡胶老化的影响较小，
可以大量添加起到补强作用；高分散白炭黑可显

著降低正硫化时间和焦烧时间。

２０１５０３２　板状刚玉粒度和加入量对高铁镁砂 －
烧结刚玉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以粒度为３～１、≤１、≤００８８ｍｍ的高铁镁砂，
≤００８８ｍｍ的高纯镁砂为主要原料，分别研究了
不同加入量（质量分数分别为３％、６％、９％、１２％、
１５％）和不同粒度（３～２、２～１、≤１ｍｍ）的烧结板
状刚玉对试样性能的影响，并分析其物相组成和显

微结构。结果表明：当烧结板状刚玉细粉加入量为

６％（ｗ）时，试样的显气孔率 １６％，体积密度
２９９ｇ·ｃｍ－３，常温耐压强度８０９ＭＰａ，荷重软化温度
１６０９℃，抗热震性达到２０次，综合性能最好；改变加
入刚玉的粒度，可以控制刚玉反应速度，同时影响

高铁镁砂中Ｆｅ的扩散；铁在方镁石中固溶度大，高
铁镁砂的引入可以起到方镁石改性的作用；由于铁

氧化物的存在，高铁镁砂－刚玉体系在高温下易于
促进镁铝尖晶石和铁铝尖晶石固溶体的形成。

２０１５０３３　炉法导电炭黑微观结构及其调控技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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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３４　石墨烯负载小尺寸氧化锌纳米颗粒及
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利用共沉淀法实现石墨烯纳米片均匀负载粒

径为５ｎｍ氧化锌颗粒，并研究了石墨烯／氧化锌纳
米衍生体的光催化性能，结果表明，合成的石墨

烯／氧化锌纳米衍生体比纯氧化锌纳米颗粒对甲
基橙有机染料具有更好的光催化活性。当石墨烯

在衍生体中的含量为０５１ｗｔ％时，获得的衍生体
具有最强的光催化活性，在９０ｍｉｎ内能全部降解
溶液中的甲基橙。光催化活性的提高主要贡献于

石墨烯良好的电子输运性能，能有效阻止氧化锌

纳米颗粒中光生电子和空穴对之间的复合。

２０１５０３５　聚苯硫醚粉末涂料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以耐高温防腐蚀聚苯硫醚（ＰＰＳ）为主要成膜

物质，采用行星球磨机进行研磨，用旋转流变仪研

究了不同配方 ＰＰＳ粉末涂料的流变行为，考察了
配方、球磨及涂覆工艺对涂膜性能的影响。研究

了二氧化钛含量对涂膜外观、附着力、硬度及耐冲

击性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了塑化温度、塑化时间及

冷却方式对涂膜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二

氧化钛含量的增加，体系的黏度增大。涂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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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ＰＰＳ粉末涂料优化配方为 ｍ（聚苯硫醚）：
ｍ（二氧化钛）：ｍ（云母）：ｍ（硫酸钡）：ｍ（硅烷偶
联剂）为 １００∶１０∶１０∶５∶１。最佳球磨转速为
３００ｒ／ｍｉｎ，球磨时间为２ｈ；塑化温度为３２０℃、塑化
时间为２０ｍｉｎ时涂膜较平整、光亮、淬火可以降低
涂层的结晶度，表面光泽比自然冷却的好，适量的

填颜料使涂层具有较高的耐冲击性及耐热性能。

２０１５０３６　纳米ＡＴＯ水性透明隔热涂料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制备了一种以纳米氧化锡锑（ＡＴＯ）为功能粉
体的透明隔热涂料，涂覆在玻璃上１７０～１８０℃烘
烤成膜，其硬度可达４Ｈ，附着力０级，耐水、耐酸
及耐醇性优良，可见光区（３８０～７８０ｎｍ）的透过率
６０％以上，近红外阻隔率 ５０％以上，考察了纳米
ＡＴＯ的含量、涂层干膜厚度以及涂层朝向对隔热
效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加入水性色浆，制得隔

热效果良好的彩色透明涂层，以满足特殊的装饰

需求。

２０１５０３７　原料油管控对炭黑质量及生产成本的
影响

本文介绍了生产炭黑所使用的原料油种类与

特性，对不同种类的原料油所生产的炭黑质量及

生产成本差异进行了全面比对分析，阐明了原料

油对炭黑质量及生产成本的控制起决定性作用，

并结合生产实践详细介绍了原料油管控及提质降

本的有效方法。

２０１５０３８　氯化橡胶涂料在重防腐涂装中的应用
氯化橡胶涂料作为传统的重防腐涂料，在多

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环保法规的日益严

格，多家企业采用水性法和非四氯化碳溶剂法生

产的氯化橡胶树脂。采用改性技术、提高固含量

等方法可提高氯化橡胶的综合性能，使其有望在

船舶修造、非标集装箱、水力发电工程、化工、航标

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２０１５０３９　氧化石墨烯在膨胀型水性防火涂料中
阻燃和抑烟作用研究

以水性丙烯酸乳液为成膜物质，钛白粉为颜

料，加入不同量氧化石墨烯（ＧＯ）纳米粒子作为协
效阻燃／抑烟剂配制膨胀型防火涂料，采用大板燃
烧法、锥形量热仪和烟密度测试法对其阻燃和抑

烟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ＧＯ能有效地提高
涂料试样的耐燃时间和降低峰值生烟速率

（ｐＳＰＲ），当ＧＯ添加量为００２５份时（以１００份乳
液计，下同），试样耐燃时间可以增加５９５％，当添
加量为０１２５份时试样的 ｐＳＰＲ从 ００２４ｍ２／ｓ降
至００１３ｍ２／ｓ。结合扫描电镜（ＳＥＭ）、热重分析
（ＴＧ）、差热分析（ＤＴＡ）和红外光谱（ＦＴ－ＩＲ）等手
段对试样炭层的结构形貌进行分析后发现，具有

片状结构的氧化石墨烯在涂料受热膨胀过程中会

使自身和基体分子链取向，进而在聚合物炭化过

程中形成骨架结构增加炭层强度，达到阻燃和抑

烟的目的。

２０１５０４０　纳米补强剂对ＥＰＤＭ胶料性能的影响
本论文分别探讨了纳米炭黑的粒径以及纳米

白炭黑的用量对 ＥＰＤＭ胶料的硫化性能、物理机
械性能、耐热氧老化性能以及动态力学性能的影

响。结果表明，在相同添加量下，粒径小的炭黑，

对ＥＰＤＭ硫化胶的补强效果较好，而用大粒径炭
黑补强的ＥＰＤＭ硫化胶的耐热老化性能较好；对
于不同填充量的白炭黑补强体系，填充量为５０ｐｈｒ
的硫化胶的综合性能最优；在填充量相同（都是

４５ｐｈｒ时）的情况下，白炭黑的补强效果优于炭黑。

２０１５０４１　石墨烯的应用进展
石墨烯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在各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文章阐述了石墨烯在能源

通讯和医药等不同领域中的应用进展，并提出石

墨烯在未来可能的应用方向，对功能化石墨烯的

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２０１５０４２　合成条件对气相法白炭黑性能的影响
以甲基三氯硅烷、氢气、空气为原料，制备气

相法白炭黑。考察了原料配比、骤冷介质温度、合

成炉温度、原料气速对白炭黑的比表面积、平均粒

径的影响。结果表明：甲基三氯硅烷、氢气的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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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与白炭黑的比表面积成反比；合成炉温、骤冷介

质温度与白炭黑的比表面积、平均粒径成反比；原

料气速与白炭黑的比表面积成正比，与平均粒径

成反比。较佳工艺为：甲基三氯硅烷、氢气与空气

的量之比为 ０３３∶０４７∶１，冷却介质温度 ８０～
９０℃，炉温８００～８５０℃，气体流速５～６ｍ／ｓ。

２０１５０４３　石墨烯的制备技术研究进展
石墨烯以其高强度、高导电性、极轻薄等优

势，使其在电子、航天、军工、生物、新能源、半导体

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潜力，成为国际上的研究

热点和竞争焦点。石墨烯的制备是石墨烯走向应

用的关键，如何大规模制备高质量、大尺寸、低成

本的石墨烯是产业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近

些年在石墨烯的制备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及优缺

点进行了综述。

２０１５０４４　密炼机转子转速对白炭黑补强溶聚丁
苯橡胶性能的影响

分析溶聚丁苯橡胶（ＳＳＢＲ）５０２５－２２５６４Ｓ和
７２６１２Ｓ分子结构，研究密炼机转子转速对ＳＳＢＲ与
白炭黑的相互作用以及对胶料物理性能和动态力

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转子转速的提高，

胶料的物理性能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其中７２６１２Ｓ
的拉伸强度和撕裂强度明显减小；５０２５－２和２５６４Ｓ
的抗湿滑性能提高、滚动阻力降低，而７２６１２Ｓ的抗
湿滑性能和滚动阻力在转子转速为８０ｒ·ｍｉｎ－１最佳。
随着转子转速的提高，各胶料的弹性剪切模量（Ｇ′）
和低应变到高应变时的 Ｇ′变化幅度（Ｇ′０－Ｇ′
１００％）呈下降趋势，填料分散性变好，Ｐａｙｎｅ效应减
弱，而７２６１２Ｓ剪切效果的提高不如其他两者明显；
在相同转速下，白炭黑补强ＳＳＢＲ７２６１２Ｓ的Ｇ′０－Ｇ′
１００％最小，白炭黑分散性较好。

２０１５０４５　差示扫描量热法测定合成树脂乳液玻
璃化转变温度的研究

本研究通过真空干燥法将合成树脂乳液中溶

剂除去，利用差示扫描量热法测定树脂乳液玻璃

化转变温度，对测定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选

出了针对合成树脂乳液特性的前处理方法及测定

方法。并对方法的重复性及再现性进行了计算，

相对重复性≤１％，相对再现性≤１％。该方法操
作简单，重复性、再现性较高，为检测合成树脂乳

液玻璃化转变温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为企业

原材料监管提供了简便、稳定的测试方法。

２０１５０４６　ＳｉＯ２微粉对水泥结合刚玉质浇注料中
低温化学键变化的影响

以电熔棕刚玉（８～５、５～３、３～１ｍｍ）和电熔
白刚玉（≤１、≤００４５ｍｍ）为主要原料，添加 α－
Ａｌ２Ｏ３微粉和ＳｉＯ２微粉制备铝酸钙水泥结合刚玉
质浇注料，研究了经１１０、８００和１０００℃热处理后
含５％（ｗ）ＳｉＯ２微粉和不含 ＳｉＯ２微粉浇注料基质
中化学键变化与浇注料强度的关系。采用ＸＰＳ和
ＦＴＩＲ研究ＳｉＯ２微粉与水泥水化产物经１１０℃烘干
和８００℃热处理后的化学键变化。结果表明，经
１１０和８００℃热处理后，ＳｉＯ２微粉和水泥水化物之
间形成了 Ｓｉ－Ｏ－Ａｌ化学键。因此，在 １１０℃ ～
８００℃，含 ＳｉＯ２微粉的铝酸钙水泥结合浇注料的
强度较高的原因是 ＳｉＯ２微粉与水泥水化物之间
形成了Ｓｉ－Ｏ－Ａｌ化学键。

２０１５０４７　高铝纤维复合ＳｉＯ２质纳米微孔隔热材
料研究

为了解决ＳｉＯ２纳米微孔隔热板成本较高的问
题，将硅灰与高铝纤维按高铝纤维占二者总质量

的０、５％、１０％和１５％的配比配料，以酚醛树脂为
结合剂，分别加入占硅灰和高铝纤维总质量０和
０５％的遮光剂氧化锌制成试样，检测试样的高温
体积稳定性和热导率（平板法），并利用多功能模

拟设备研究不同厚度试样的隔热性能。结果表

明：１）随着高铝纤维加入量的增加，试样的线收缩
率减小，但热导率变化不大；２）加入氧化锌遮光剂
能显著降低试样的热导率；３）高铝纤维质量分数
为１５％（ｗ）的含氧化锌遮光剂的试样，在１０００℃
模拟试验２ｈ后其冷面温度几乎不再升高，厚度最
薄（２ｃｍ）的试样的冷面温度也未超过１８０℃。

２０１５０４８　白炭黑／炭黑共混比对溶聚丁苯橡胶性
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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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白炭黑／炭黑共混比对部分端基硅偶
联和非偶联环保型 ＳＳＢＲ的物理机械性能和动态
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填料总量不变时，随

着白炭黑用量的增加，橡胶与填料间的相互作用

增强，部分端基硅偶联橡胶与填料的相互作用更

强；体系中白炭黑含量增加，硫化胶的抗湿润性、

耐磨性提高，滚动阻力下降；可根据实际使用要求

选择合适的白炭黑／炭黑并用比。

２０１５０４９　高岭土改性水性聚氨酯乳液的合成及
表征

采用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ＫＨ５５０）对高
岭土进行表面改性，再将改性高岭土与异氰酸根

封端的聚氨酯预聚体反应，制备含有无机粒子的

高岭土水性聚氨酯乳液（ＷＰＵ－Ｋ）。采用傅里叶
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对改性高岭土进行表征；
使用粒度仪测定了 ＷＰＵ－Ｋ乳液粒径；通过扫描
电镜（ＳＥＭ）、透射电镜（ＴＥＭ）、拉力机和热重分析
分别对胶膜的表面形貌、力学性能和热学性能进

行了表征。结果表明：随着改性高岭土质量分数

的增加，乳液粒径变大、分布变宽，贮存稳定性下

降，胶膜的热稳定性和硬度明显改善。当改性高

岭土质量分数为８％时，与同组成聚氨酯相比，胶
膜耐热性明显提高，拉伸强度增加２２６％，邵Ａ硬
度由５３增加至８２，吸水率减少７３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　含氟超支化聚合物的 ＵＶ耐指纹涂层
研究

研究了含氟超支化聚合物光固化涂层的抗指

纹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在光固化涂料中添加含氟

超支化聚合物，大大提高了涂层表面的抗指纹效

果。同时研究了含氟超支化聚合物的添加量、含

氟超支化聚合物末端氟改性比例以及双键的引入

对涂层表面抗指纹性能及其耐久性的影响。研究

发现，较低含量的含氟超支化聚合物（１％）就能明
显提高涂层的抗指纹效果，且双键的引入增加了

涂层抗指纹效果的耐久性。

２０１５０５１　不同结构充油溶聚丁苯橡胶／炭黑／白
炭黑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研究了炭黑／白炭黑填充的苯乙烯／乙烯基含
量不同的充油溶聚丁苯橡胶（ＨＰＲ７５７Ｄ和 Ｂｕｎａ
ＶＳＬ５０２５－２ＨＭ）的物理机械性能及动态力学性
能，观察了填料在硫化胶中的微观分布情况。结

果表明，炭黑与白炭黑相互镶嵌地分布在橡胶基

质中，形成交织的填料网络。高苯乙烯基含量的

ＨＰＲ７５７Ｄ的拉伸强度、撕裂强度及耐磨性能优
异，滚动阻力较小，填料与橡胶间的结合力强，填

料的分散性较好。用白炭黑等量取代炭黑可以提

高胶料的拉伸强度，降低其动态压缩温升。但炭

黑／白炭黑的最佳配比与橡胶基质的分子结构有
关，主链双键含量越高，白炭黑的用量也随之增多。

２０１５０５２　透析橡胶混炼的工艺技术
橡胶混炼是为了提高橡胶制品的物理机械性

能，改善加工成型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在生胶或塑

炼胶中加入各种配合剂，如填充剂、补强剂、促进剂、

硫化剂、防老剂、防焦剂等，将所加入的各种配合剂

分散均匀，确保胶料的性质一致。在炼胶机上使各

种配合剂均匀地分散到生胶或塑炼胶中的工艺过

程称为混炼，经混炼制成的胶料称为混炼胶。

２０１５０５３　碳纤维炭黑导电混凝土的接地特性研究
选取碳纤维和炭黑作为导电相制备导电混凝

土，对导电混凝土的导电性能、导电稳定性及力学

性能等基本接地特性进行了研究，同时制备导电

混凝土接地模块，并研究了其并联接地的降阻效

果。研究结果表明：当碳纤维和炭黑掺量均为

０１％、电极面积为１０％时，导电混凝土具有良好
的导电性能；混凝土电阻率随龄期增长趋于稳定，

稳定值为５３０Ω·ｃｍ左右，电阻率在 －４０～５０℃范
围内的变化幅度小于５％，导电性能稳定；导电混
凝土 ２８ｄ抗压强度达到 ３５ＭＰａ，抗折强度达到
６ＭＰａ，满足接地材料的力学性能要求；采用并联接
地的形式敷设导电混凝土接地模块对接地电阻存

在集合效应，当敷设间距为３０～６０ｃｍ时，集合系
数小于１５，并联接地的降阻效果较好。

２０１５０５４　丁苯橡胶／纳米白炭黑复合材料的辐射
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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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高能电子束辐射丁苯橡胶（ＳＢＲ）／纳
米白炭黑（ＳｉＯ２）复合材料的交联密度和力学性能
变化，以及电子束辐射下纳米 ＳｉＯ２的 Ｓｉ－Ｏ键吸
收峰变化。实验结果表明：辐射硫化 ＳＢＲ／ＳｉＯ２纳
米复合材料的 Ｓｉ－Ｏ键吸收峰蓝移２０ｃｍ－１，吸收
强度减小；在５０～３００ｋＧｙ的辐射剂量范围内，随
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辐射硫化 ＳＢＲ／ＳｉＯ２复合材料
的交联密度呈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趋势，拉

伸强度随辐射剂量、ＳｉＯ２填充量的增加而增大。

２０１５０５５　用于电泳显示的纳米炭黑粒子的表面
改性

采用氧化还原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将丙烯酸

甲酯单体接枝到氧化炭黑的表面，并进行粒径分

布、扫描电子显微镜及 Ｚｅｔａ电位对其在 ＩｓｏｐａｒＬ
中分散性表征，结果显示，聚丙烯酸甲酯接枝的炭

黑在ＩｓｏｐａｒＬ中的分散性有明显的提高。将表面
修饰后的纳米炭黑粒子用作电泳显示器件的黑色

显色粒子，在０３Ｖ／μｍ的驱动电场下，具有良好
的显示性能，对比度达到 ５２５，响应时间为
９３４ｍｓ

２０１５０５６　石墨烯／环氧复合导电涂层的防腐性能
研究

以水性乙酸乙烯酯 －乙烯共聚乳液为基体，
采用聚磷酸铵（ＡＰＰ）、三聚氰胺（ＭＥＬ）、季戊四醇
（ＰＥＲ）为膨胀阻燃体系，采用正交设计实验方法，
对阻燃体系中各组分的配比进行了优化。并通过

对比添加不同聚合物，考察聚合物对防火涂料性

能的影响。采用红外测温仪在钢板散热良好的情

况下对钢板的背部升温曲线进行了测定。结果表

明：ｍ（ＡＰＰ）：ｍ（ＭＥＬ）：ｍ（ＰＥＲ）＝５∶３∶２时，添加
聚丙烯酰胺时制备的防火涂料受热后形成的炭质

层与钢板粘附性好、强度高、膨胀倍率大，防水性

能、持续耐火性能好，受热４０ｍｉｎ后钢板背面温度
维持在２７６℃左右。

２０１５０５７　水性超薄膨胀型防火涂料的制备与性
能研究

以水性乙酸乙烯酯 －乙烯共聚乳液为基体，

采用聚磷酸铵（ＡＰＰ）、三聚氰胺（ＭＥＬ）、季戊四醇
（ＰＥＲ）为膨胀阻燃体系，采用正交设计实验方法，
对阻燃体系中各组分的配比进行了优化。并通过

对比添加不同聚合物，考察聚合物对防火涂料性

能的影响。采用红外测温仪在钢板散热良好的情

况下对钢板的背部升温曲线进行了测定。结果表

明：ｍ（ＡＰＰ）：ｍ（ＭＥＬ）：ｍ（ＰＥＲ）＝５∶３∶２时，添加
聚丙烯酰胺时制备的防火涂料受热后形成的炭质

层与钢板粘附性好、强度高、膨胀倍率大，防水性

能、持续耐火性能好，受热４０ｍｉｎ后钢板背面温度
维持在２７６℃左右。

２０１５０５８　炭黑 Ｎ３３０在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胎
体胶中的应用

研究炭黑 Ｎ３３０在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胎体
胶中的应用。结果表明：在胎体胶中以炭黑 Ｎ３３０
等量替代炭黑Ｎ３２６，胶料的ＭＨ增大，炭黑分散性
提高，硫化胶的定伸应力增大，压缩生热升高，耐

屈挠性能下降；以炭黑 Ｎ３３０减量替代炭黑 Ｎ３２６，
并适当调整硫黄用量，胶料的 ＭＨ减小，炭黑分散
性改善，硫化胶的撕裂强度减小，压缩生热降低，

耐屈挠性能提高，成品轮胎的耐久性能达到企业

标准要求。

２０１５０５９　白炭黑在橡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新进
展

该文概述了白炭黑的补强机理以及白炭黑在

橡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新进展，指出了其今后的

发展方向。

２０１５０６０　炭黑和白炭黑增强 ＮＲ的微观网络结
构及动态性能

采用“填料粒子相互作用距离”的新观点，研

究了炭黑和白炭黑增强的 ＮＲ的填料网络结构和
动态性能。结果表明，当白炭黑和炭黑填充份数

相同时，由于白炭黑尺寸较小，在 ＮＲ基体中相互
作用距离小，易形成相互作用较强的填料网络。

动态测试发现，白炭黑填充混炼胶比炭黑填充混

炼胶具有更明显的Ｐａｙｎｅ效应；白炭黑填充硫化胶
具有更低的滞后损失和更小的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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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博特公司代表参观炭黑院

近日，卡博特公司亚太区总裁特别助理吴兆龙

和卡博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计和标准化总监

顾育良到中橡集团炭黑研究设计院参观交流，炭黑

院长王家贵率部分技术人员给予了热情接待。

王家贵院长在会谈中对来宾表示欢迎，并充

分肯定了卡博特公司在全球炭黑行业所作的贡

献。宾主双方围绕中国炭黑市场前景、节能环保

以及其它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会

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对今后的合作前景

表示乐观。

卡博特公司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炭黑供应商，

除在全球多个国家拥有炭黑生产设施外，在中国

上海、天津也建有生产线；炭黑院作为国内炭黑行

业唯一的科研设计单位，已发展成为继炭黑的产

品开发、工程技术开发、监测检验、标准化、信息等

方面于一体的具有雄厚实力的综合性能研究设计

院，其新工艺炭黑技术在国内炭黑行业的覆盖面

达８０以上。双方的合作将对炭黑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清风）

炭黑协会发布行业准入条件公示稿

由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近日公布了该

分会专家组起草编制的《炭黑行业准入条件》公示

稿，在２０１５－０２－１０至２０１５－０４－１０期间，公开
征求炭黑行业及各界人士的意见。该《炭黑行业

准入条件》从生产安全条件、环境保护设施、生产

装备水平、能源消耗以及产品质量等诸方面提出

要求，量化了各项指标。

新建装置必须达到该“准入条件”提出的各项

要求，而对未达到“准入条件”的现有生产装置，特

别是环保未达标的企业，须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备案，申报在本准入条件开始执行之日起 ３
年内通过配套建设脱硫、脱硝、除尘等装置，使各

种废弃物均达到排放要求。 （袁丁）

东海炭素炭黑营收增长２４５％

据日刊《橡胶时代》报道：日本东海炭素公司

２０１４年净销售额达到１１４５７６亿日元，同比增长
１３５％；营业收入为 ３７０３亿日元，同比增长
１２３７％；净利润为 ２５６２亿日元，同比跃升
１１１２％。其中，炭黑业务的净销售额达到５４８３６
亿日元，同比增长２２１％；营业收入为２８１１亿日
元，同比增长２４５％。该公司认为，炭黑营销业绩
的提升，与并购了加拿大坎卡博（Ｃａｎｃａｒｂ）公司以
及修订了国内市场售价有关。

从以上数据可见，去年的炭黑销售额约占该

公司总销售额的４８％，而营业收入为总营业收入
的７５％。该公司经营的产品，除炭黑之外，还有石
墨电极、精细提升制品、工业炉及相关制品，以及

摩擦材料等。 （袁丁）

丰城黑豹炭黑二期３万吨装置投产

江西丰城黑豹炭黑公司二期年产３万吨炭黑
项目竣工，今年１月试生产运行正常，目前处于环
境保护验收公示阶段。这项二期工程投资 ２５００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２８０万元，占总投资的
１５６％。２０１５年１月宜春市环境监测站对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了监测工作。

江西丰城黑豹炭黑公司位于丰城精品陶瓷产

业基地，一期工程３万吨生产线已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竣工投产。据悉，该项目由抚顺振兴化工工程设

计公司承建。

（袁丁）

米塔斯将测试蒲公英橡胶农用轮胎

捷克农用轮胎制造商米塔斯公司（ＭＩＴＡＳ
ＡＳ）计划测试用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ｋｏｋｓａｇｈｙｚ（哈萨克斯
坦蒲公英）提取橡胶制造的农用轮胎。

米塔斯正计划在原型轮胎的胶料中，把蒲公

英提取橡胶与橡胶数所产胶乳相混合。该公司参

与了欧盟的Ｄｒｉｖｅ４ＥＵ项目，该项目旨在研究应用
哈萨克斯坦蒲公英所产橡胶的可能性。据称，米

塔斯正在探讨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自然和可再生材

料来生产轮胎。该公司销售和营销总监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ｂｉｎ表示，研发部门正积极寻求改进农用轮胎生
产工艺的新方法，包括研究新颖的原材料或替代

品。 （阿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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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轮胎市场规模将超２６０亿美元

爱尔兰市场研究机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日
前发布最新研究报告称，日本轮胎市场规模２０１５
年有望超过２６０亿美元。

该研究报告认为，未来的几年，小型乘用车和

微型轿车的需求增长以及对高品质轮胎的需求增

长将影响日本轮胎市场的发展。其中，轿车轮胎

市场仍然是日本轮胎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细分市

场，其次是轻型商务车和重型商务车轮胎市场。

出口方面，欧洲、北美和中东是日本主要的轮胎出

口目的地，需求总量占日本轮胎出口量的一半以

上。另一方面，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是日本主要

的轮胎进口国。就销量而言，关东和关西地区的

市场份额占日本全国的４５％以上。因为关东和关
西地区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发展集中。因此，未来

几年，关东和关西地区仍然是日本主要的轮胎销

售市场。

此外，日本发达的汽车工业也是该国轮胎需

求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日本近９％的就业人口
间接或直接地从事汽车行业。同时，日本也是轮

胎制造大国，四大轮胎制造商普利司通、住友橡

胶、东阳橡胶、横滨橡胶都是本土企业。鉴于这些

轮胎制造企业表现不俗，日本轮胎行业今后数年

还将持续快速发展。 （艾迪）

全球轮胎市场年均增长率或达４５％

美国“橡胶世界网”报道，ＲｎＲＭａｒｋｅ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近日发布研究报告，对截至２０１９年的
全球橡胶轮胎市场市场规模、轮胎大国前１０名及
近期的趋势进行了预测。

研究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全球橡胶轮胎行业

有望以４５％年均增长率扩张。目前，用于轿车的
新充气橡胶轮胎正在主导橡胶轮胎市场，占全球

市场总需求的４５４％。其余的市场份额分为卡车
和公交车用新充气橡胶轮胎 （３２６％），摩托车用
新充气橡胶轮胎 （１６％），自行车用新充气橡胶
轮胎（１２％），飞机用新充气橡胶轮胎（０５％），其
它新充气橡胶轮胎（１４５％），翻新橡胶轮胎
（０５％），挂背条翻新橡胶轮胎（０１％），缓冲及实

心橡胶轮胎（１５％），机动车橡胶内胎（０７％），自
行车橡胶内胎 （０６％）以及其它类橡胶内胎
（０７％）。

该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德国、印度、印尼和美

国为当今最大的橡胶轮胎市场，而年均增长率最

强劲的国家预计是塞内加尔（３２０％）、摩洛哥
（１４６％）、玻利维亚（１３０％）、美国（１０９％）和
约旦（９４％）。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中国、
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韩国、英国

和美国。 （安琪）

博拉新建济宁基地２４万吨炭黑
项目奠基

　　由印度博拉集团、济宁炭素集团和国际金融
公司（ＩＦＣ）三方组建的科伦比恩（济宁）化学公司
２４万吨／年炭黑项目的奠基仪式２月１１日隆重举
行。该项目建在距济宁市以北５公里的化工产业
园区内，与济宁炭素集团现有的煤焦油蒸馏工厂

相毗邻；该项目所用的原料油，大部分由该煤焦油

蒸馏工厂供应。

该项目总投资约为２９５亿美元，分为两期建
设，一期工程规模为１２万吨／年，投资为 １６５亿
美元，预计２０１６年中期竣工投产；二期工程规模
为１２万吨／年，投资约１３０亿美元，计划要在一
期工程投产之后的２～３年内再着手建设。

（袁丁）

龙星化工向上修正２０１４年度
预期业绩

　　河北龙星化工公司近日公布了２０１４年度业
绩预告的修正公告，由原预计实现净利润５８５万
元～９７５万元，现调整为 １１７０万元 ～１５６０万元。
２０１４年度业绩预计同比下降４０％至２０％，原先曾
预计同比下降７０％至５０％。该公司称，这次的业
绩修正，是由于２０１４年４季度原料油价格下降幅
度明显，而部分主要客户实行季度定价，价格没有

同步下降，使得４季度的收益超过预期。根据龙
星公司发布的预告，该公司２０１４年度的财报要在
２０１５年３月中旬公布。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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