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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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黑物性对高压输送的影响因素

韩成功，张福刚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５０６）

摘　要：阐述了炭黑高压输送的流程和炭黑的物性对输送系统的影响，分析了炭黑国家标准中的造粒检测项目对物性

的要求。

关键词：炭黑输送；物理性质；动力学性质；静力学性质

　　随着轮胎行业的发展和炭黑行业干法造粒技
术的淘汰，炭黑的高压气力输送已逐步在轮胎行

业普及。气力输送是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气体流作

为载体来输送物体颗粒或粉状物体的一种方法。

它特别适用于小颗粒物的连续输送，也适用于间

断地将适合的颗粒物从罐车或轮船输送到储存仓

库。其优点主要有：

［１］输送管线布置灵活，可以充分利用空间，
适合复杂地形和拥挤的厂房；

［２］物料在密封的管线内，减少泄露，有利于

环保；

［３］结构简单，操作简单，利于自动化；
［４］能够定量输送，便于生产调度和管理。
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气力输送装置技

术会不断得到完善，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１　炭黑高压气力输送的结构及原理
本文以最常用的某公司设计的输送方式进行

介绍。炭黑高压气力输送结构示意图如图 １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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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炭黑高压气力输送的结构示意图
１－解包装置；２－＋进料阀；３－压送罐；４－压力传感器；５－气动截止阀；６－旁通管；７－输送管；
８－压力开关；９－二位分配器；１０－除尘器；１１－料位计；１２－储罐；１３－风机；１４－出料阀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炭黑通过解包装置１，进入压送罐３，在进料
阀２和出料阀１４关闭的状态下，通过压送罐３锥
斗处的流化装置利用压缩空气将炭黑进行流化，

当压力到达规定值后，在保持进料阀２关闭的状
态下，打开出料阀１４，处于流化状态的炭黑进入输
送管线，经过主、辅管的供气把炭黑输送到储罐１２
处。当压送罐３处的压力达到设定的最低值时，
输送完毕，关闭压缩空气进气阀。不同的炭黑品

１第３期　　　 　　　　　　　韩成功等．炭黑物性对高压输送的影响因素



种通过二位三通分配阀 ９输送到不同的仓储罐
中。为保证输送系统的正常运行，在充分考虑炭

黑的特性后，其输送系统主要有以下特点：

① 气力输送管的组成包括防锈铝镁合金管及
防静电、高强度的橡胶内衬，辅管平行配置于主输

送管旁，他们之间的联接由过滤喷嘴、单向阀、ＰＵ
管等组成。

② 物料在输送过程中在输送管内形成一定的
气料混合比，主、辅管之间的压差使长长的物料流

被连续切成小段，在输送压缩空气的推动下达到

良好地输送效果。

③ 防锈铝合金管与橡胶内衬之间存在一定的
间隙，在输送过程防止输送物料在管道内壁的粘

附，并有利于物料的输送和堵塞后的输通。

２　影响炭黑气力输送的因素
炭黑在气力输送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输送慢

和堵塞管线的现象，其原因既有其输送系统的原

因，也有炭黑物料的原因。我们知道，同一厂家不

同的炭黑品种和不同厂家生产的同品种炭黑输送

的速度有时有较大的差别，下面就炭黑的特性对

输送的影响作如下阐述。

在气力输送过程中，物料的性质对输送有较

大的影响，与输送有关的物料性质主要有：物料的

物理性质、静力学性质和动力学性质。

２１　炭黑的物理性质
１）炭黑颗粒的粒径
颗粒的粒径是炭黑输送的最重要的一项物

性，是以颗粒的长度尺寸表示的粒度。

固体物料颗粒直径的测量可根据其本身的大

小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如显微镜法、沉降法、筛分

法等。一般来说，散状固体物料采用筛分法测量

粒径较为普遍和方便。其分类如下表１。
表１　筛分法测量粒径的分类标准

分　类 粒径范围 备　注

粉末状 ２００目及以下
细粒 ２００目以上至３ｍｍ。
粗粒 ３ｍｍ至１０ｍｍ
块状 １０ｍｍ至１２ｍｍ及以上

不规则状体 纤维状及绞索状等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炭黑属于细粒物料，其测
量颗粒直径的方法采用了筛分法。

２）炭黑颗粒的形状
炭黑颗粒的形状多为不规则的粒状，形态各

异，为了定量描述粒子的几何形状，习惯上将粒子

的各种无因次组合称为形状指数，将立体几何各

变量的关系定义为形状系数。

形状指数主要用均齐度、球形度和圆形度表

示，而形状系数主要用体积形状系数和比表面积

系数表示。造粒炭黑可以近似的作为球体来进行

分析。

３）堆积（倾注）密度
堆积（倾注）密度是指在炭黑在堆积状态或松

散状态时，包括颗粒间隙在内的单位体积的质量。

橡胶用炭黑的堆积（倾注）密度一般在 ３５０～
４５０ｋｇ／ｍ３。

４）真实密度
真实密度是指质量除以不包括颗粒内外孔的体

积得到数值。炭黑的真实密度为１７×１０３ｋｇ／ｍ３。
５）空隙度。
空隙度是物料颗粒之间的空隙体积与包含物

料的整个空间体积之比，是固体物料流动性的标

志，可表示为：

　　γ０＝（１－ρＢ／ρＳ）１００ （１）
式中，γ０———空隙度，％。

ρＢ———堆积密度ｔ／ｍ
３。

ρＳ———颗粒真实密度ｔ／ｍ
３。

如果某炭黑的堆积密度为０４５ｔ／ｍ３，颗粒真
实密度１７ｔ／ｍ３，则该炭黑空隙度γ０＝（１－０４５／
１７）１００＝７３５％。

由于真实密度变化不大，堆积密度在一定程

度上也就表征了空隙度。

２２　静力学性质
静力学性质主要包括物料的摩擦性和腐蚀

性。炭黑在输送过程中，在炭黑与炭黑之间、炭黑

与输送管道之间、炭黑与空气之间都存在着相互

作用。物料的摩擦性越大，输送的耗能也越大，所

需的输送压力也越大，输送距离就会缩短，也容易

发生输送慢和管道堵塞。

１）摩擦性
摩擦角反映散粒物料的摩擦性质，可用以表

示散粒物料静止或运动时的力学特性。例如物料

的流动性、沿固体壁面的流动摩擦特性及滑落特

２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性等。散粒物料的摩擦角一般有四种，即休止角、

内摩擦角、壁面摩擦角和滑动角。休止角和内摩

擦角表示物料本身内在的摩擦性质，而壁面摩擦

角和滑动角表示物料与接触的固体表面间的摩擦

性质。

 休止角
散粒体的休止角又称静止摩擦角或堆积角，

是指散粒物料通过小孔连续地散落到平面上时，

堆积成的锥体母线与水平面底部直径的夹角。它

与散粒粒子的尺寸、形状、湿度、排列方向等都有

关。休止角越大的物料，内摩擦力越大，散落能力

越小。

休止角与粒径大小有关。粒径越小，休止角

越大，这是因为微细粒子相互间的粘附性较大。

粒子越接近于球形，休止角越小。若对物料进行

振动，则休止角将减小，流动性增加。粒子越接近

球形，粒径越大，振动效果越明显。也有的文章建

议将休止角分为静态休止角和动态休止角。物料

水分增加时，休止角增加。休止角与物体流动性

的关系如表２。
表２　休止角与物体流动性的关系

休止角（度） 物体的流动性

＜２０ 极易流动的物料

２０—３０ 自由流动的物料

３０—４５ 一般流动性的物料

≥４５ 粘滞性物料

　　粉状炭黑和造粒后的粒状炭黑的休止角差别
较大，即使是造粒炭黑也会由于品种、造粒质量等

原因有较大的差别。造粒后炭黑应属于一般流动

性的物料。

 内摩擦角
内摩擦角是散粒体内部沿某一断面切断时，

反映抗剪强度的一个重要参数。内摩擦角实际上

就是指颗粒相互间的摩擦角，对同一种物料，内摩

擦角一般随孔隙率的增加而减少，大致呈线性关

系。当颗粒处于运动状态时，其运动状态和内摩

擦角有关。

 壁面摩擦角和滑动摩擦角
壁面摩擦角表示物料层与固体壁面的摩擦特

性，而滑动摩擦角（又称自流角）则表示每个粒子

与壁面的摩擦特性。一般缺乏粘聚性的散粒物

料，休止角等于内摩擦角，大于壁面摩擦角；但对于

含水率大的物料，往往休止角比内摩擦角大得多。

滑动角或称自流角，也是衡量散粒物料散落

性的指标。测定滑动角时，将单个颗粒放在平板

上，再将平板轻轻倾斜，待颗粒开始滑动时，平板

角度即为物料的滑动角。实际上，类球体的滑动

角是壁面摩擦角和粒子沿板面滚动摩擦角的综

合。对于粉状物料，因为存在粘附性，其滑动角也

可能大于９０°。由于散粒体的性质不同，测试的工
况不同，所测的摩擦角也不同。

对输送影响最大的是内摩擦角和壁面摩擦

角。对于轮胎企业来说，炭黑输送采用的是高压

密相气力输送，料气比大，颗粒之间的作用比较强

烈，因此摩擦角成为气力输送的重要因素。

２）硬度和磨蚀性
与其他物性相比，物料的磨蚀性对气力输送

装置及其部件的影响更大，目前物料的磨蚀性用

莫氏硬度表示，其硬度大小是评估物料是否能够

采用气力输送和应如何采取抗磨措施的重要参

考。莫氏硬度大于７的物料一般不宜采用气力输
送，因为物料直接伤害到输送管线、气固分离装置

的寿命。

２３　动力学性质
炭黑的动力学性质主要是指悬浮速度和流动

性，代表着物料输送的难易程度。

１）悬浮速度
在气力输送中，都是以具有一定速度的气流

对物体颗粒作用为基础，物料在输送过程中，管道

与水平线的夹角大小直接影响到物料的运动条

件。在夹角为９０度的垂直管线内，物料则必须处
于悬浮状态，我们将保持物料处于悬浮状态的气

流最小速度称之为悬浮速度。球形单个粒子的自

由悬浮速度有表３中的公式计算：
式中：ｄｓ——— 颗粒粒径，ｍ；

ρａ———空气密度，ｋｇ／ｍ
３；

ρｓ———真实密度，ｋｇ／ｍ
３；

μ———空气动力粘度系数，μ＝１８１×
１０－５ｍ２／ｓ；

ＶＦ———悬浮速度，ｍ／ｓ；
ｇ———重力加速度 ９８ｍ／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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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球形单个粒子的自由悬浮速度计算公式
公　式 粒子直径 悬浮速度

斯托克斯公式 ｄｓ≤１２２５［μ２／ρａ（ρｓ－ρａ）］１／３ ｖＦ＝ｄ２ｓ（ρｓ－ρａ）ｇ／１８μ

阿连公式
１２２５［μ２／ρａ（ρｓ－ρａ）］１／３≤ｄｓ
≤２０４［μ２／ρａ（ρｓ－ρａ）］１／３

ｖＦ＝１１９５［（ρｓ－ρａ）／ρａμ］１／３

牛顿公式
２０４［μ２／ρａ（ρｓ－ρａ）］１／３≤ｄｓ
≤１１００［μ２／ρａ（ρｓ－ρａ）］１／３

ｖＦ＝５４５［ｄｓ（ρｓ－ρａ）／ρａ］１／２

　　２）流动性
流动性与颗粒的形状、大小、表面状态、密度、

孔隙率等有关，颗粒之间的内摩擦力和粘附力对

流动性也有影响。

粘附现象在很多场合均会产生，如气力输送

时粉末粘附于管壁等。粘附是两种材料的粘合，

粘聚是材料颗粒问的自身粘合，具有粘聚性的散

粒物料往往具有粘附性。

影响粘附的因素很多，情况也很复杂。实验

表明，粉状物料的粒径越小、越潮湿，以及显著带

电的散粒体，越容易粘附于壁面。因此，产生粘附

的主要原因是粒子间的粘聚力和粒子与壁面问的

作用力，包括分子间的引力、附着水分的毛细管力

以及静电引力等。对于不同种类的散粒体，这些

力的大小不同。特别细的粉末，分子引力是主要

影响因素；而含水率高的物料，尤其是亲水性高的

物料，湿润角小，毛细管力起主要作用。壁面光洁

度增大，粘附力也随之加大。对于某些物料，要考

虑到相互溶化而粘结的情况。

当散粒体与壁面接触时，只要一方为导电体，

另一方为绝缘体，其粘附力就相当大。粘附力的

大小与粒子的带电量、粒子和壁面的导电能力有

关，炭黑也具有这种特性。

造粒后的颗粒炭黑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完全

可以用气力装置实现输送。

综上所述，物料的基本性质对其能否背有效

地输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对气力输送系统的设

计、使用、维护、维修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

气力输送系统的稳定运行和能否达到最佳效率有

很大的影响。表４是不同物料性质与气力输送系
统设备的选用关系。

表４　不同物料性质与气力输送系统设备的选用关系
物料性质 与设备选择的关系 物料性质 与设备选择的关系

密度、倾注密度 功率、空气量 休止角 料斗的类型

充气倾注密度 给料机、料斗的能力 粘结性 输送类型；收集类型

颗粒大小及分布 最小输送速度 流动性 输送类型；料斗的类型

吸湿性和加热减量
空气是否干燥；给料机类型；除尘设备的类型；

储存期间是否倒罐。
硬度 输送类型；

腐蚀性 设备的材质，是否需要空气干燥。

３　对炭黑造粒的要求
我们知道，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厂家生产的炭

黑的造粒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差别，炭黑的造粒质

量直接影响到炭黑的输送，国家标准中对造粒质

量有特别的规定，倾注密度和细粉含量都有具体

数据作为标准判级，与造粒有关的标准主要有：

ＧＢＴ１４８５３１－２００２橡胶用造粒炭黑倾注
密度的测定。

ＧＢＴ１４８５３２－２００６橡胶用造粒炭黑 细粉
含量和粒子磨损量的测定

ＧＢＴ１４８５３４－２００２橡胶用造粒炭黑堆积
强度的测定

ＧＢＴ１４８５３５－２００２橡胶用造粒炭黑粒子
尺寸分布的测定

ＧＢＴ１４８５３６－２００２橡胶用造粒炭黑单个
粒子破碎强度的测定

３１　倾注密度、细粉含量、磨损量
标准中把倾注密度和细粉含量给出了具体数

据，可见其重要性，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倾注密

度直接影响到输送的空气量、输送功率、输送类型

等。细粉含量则体现了其休止角、（紧转第１６页）

４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天然气 －煤气混烧数学模型在炭黑生产中的应用

司德江１，葛立诚１，王发喜１，常广飞２

（１．抚顺振兴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辽宁抚顺１１３００１；２．嘉峪关大友嘉能化工有限公司，甘肃嘉峪关７３５１００）

摘　要：天然气与煤气先混合、后燃烧，按特定配比混合后的组分建立数学模型，依照混烧气体数学模型，先计算出所

需混合气体总的流量，再按特定配比求出天然气和煤气各自的流量给定值来控制炭黑反应炉的燃烧。

关键词：天然气；煤气；混烧；燃烧数学模型；炭黑生产；应用

１　课题的由来
我国最早从美国引进的新工艺炭黑装置都是

用油做燃料，因燃料油需要雾化，其雾化效果和燃

料油品质的变化，会造成不均匀燃烧，在雾化气流

偏心和发生碰壁现象时易发生结焦现象，会对产

品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不仅如此，燃料油喷嘴

故障率高，甚至损坏脱落，损坏反应炉，拥有焦炉煤

气资源的炭黑装置就用煤气做燃料。但煤气供应

不稳定，一般焦化厂由于受焦炉结焦时间、煤种变

化、出焦装料及其它故障的影响，送出煤气的压力

和供应量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严重时甚至会停气，

而炭黑生产是连续性要求极强的装置，于是就出现

了煤气－燃料油双燃料系统。后来随着西部开发，
西气东输的飞速发展，天然气不断进入中原大地，

用天然气做燃料很快在炭黑装置得到广泛应用。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气体燃料对燃烧相当有利，燃烧气流稳定，有

利炭黑的生成，且生产工艺稳定，反应炉寿命延长。

２０１２年３月，嘉峪关大友嘉能化工有限公司新建了
一条４万吨／年硬质炭黑装置就采用了天然气做燃
料，当年１１月投产开车成功。２０１３年２月考虑到
天然气价格越来越高，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拟使用

价格低廉的煤气和天然气混烧，委托抚顺振兴化工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提出重新做数学模型，修改ＤＣＳ
组态。双方密切配合，很快完成研究任务，４月２７
日设备安装、调试完毕，下载修改后组态，投５∶５数
学模型，运行正常，混烧数学模型组态成功。

２　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的建立
炭黑反应炉的燃料主要有三种：燃料油、天然气

和煤气，一般都是单用，比如山西宏特煤化工有限公

司设了燃料油枪、天然气枪和煤气枪，按各自的数学

模型运行。山西三强炭黑厂设了燃料油枪和煤气枪，

按煤气－燃料油双系统运行。而这次嘉峪关大友嘉
能化工有限公司提出天然气、煤气混烧，即先混合、后

燃烧，按混烧气体数学模型运行。这个方案在炭黑行

业尚没有先例，可以说是一个突破。

我们首先确定了一个思路：先按天然气和煤

气各自单独的组分，依据天然气和煤气比１０∶０、
９∶１、８∶２、７∶３、６∶４、５∶５、４∶６、３∶７、２∶８、１∶９、０∶１０计
１１个配比方案，得出混合后气体组分，再按照混合
气体组分做燃烧数学模型，先求出混合气体总的

流量，最后按配比求出天然气和煤气各自的流量

作为相应ＰＩＤ控制回路的给定值。
嘉峪关大友嘉能的天然气和煤气组分如表１

所示。

然后，按表１数据计算出不同配比下的混合
气体组分（表２）。

按上述１１个配比方案得到的１１个（ｉ＝０～
１０）混合气体组分。此处ｉ为配比序列号：

ｉ＝０（１０∶０）、ｉ＝１（９∶１）、ｉ＝２（８∶２）、ｉ＝３
（７∶３）、ｉ＝４（７∶４）、ｉ＝５（５∶５）、

ｉ＝６（４∶６）、ｉ＝７（３∶７）、ｉ＝８（２∶８）、ｉ＝９
（１∶９）、ｉ＝１０（０∶１０）

每个配比的混合气体又要做１０个燃烧模型
（ｊ＝０～９），从１６００～２０５０℃，每隔５０℃做一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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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天然气和煤气组分
天然气组分 甲烷 乙烷 丙烷 异丁烷 正丁烷 戊烷 己烷 氮气 二氧化碳 合计

分子式 СН４ С２Н６ С３Н８ Ｉ－Ｃ４Ｈ１０ Ｎ－Ｃ４Ｈ１０ С５Н１２ С６Н１４ Ｎ２ ＣＯ２
Ｖ％ ９４０６３ ２７５０ ０４０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９ １９３８ ０６７２ １０００００

煤气组分 甲烷 乙烷 氢气 一氧化碳 氮气 二氧化碳 氧气

分子式 СН４ С２Н６ Н２ ＣＯ Ｎ２ ＣＯ２ Ｏ２
Ｖ％ ２１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５７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８５００ ４６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２　不同配比下的混合气体组分

混合气组分 天然气 煤气

混　　合　　气　　体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０∶０ ９∶１ ８∶２ ７∶３ ６∶４ ５∶５ ４∶６ ３∶７ ２∶８ １∶９ ０∶１０

甲烷 СН４ ９４０６３ ２１２ ９４０６３８６７７７７９４９０７２２０４６４９１８５７６３２５０３４５４３０５９３５７７３２８４８６２１２００
乙烷 С２Н６ ２７５０ ２１ ２７５０ ２６８５ ２６２０ ２５５５ ２４９０ ２４２５ ２３６０ ２２９５ ２２３０ ２１６５ ２１００
丙烷 С３Н８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４ ０３６４ ０３２３ ０２８３ ０２４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０
异丁烷 Ｉ－Ｃ４Ｈ１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正丁烷 Ｎ－Ｃ４Ｈ１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戊烷 С５Н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己烷 С６Н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氢气 Н２ ５７０ ５７００ １１４００１７１００２２８００２８５００３４２００３９９００４５６００５１３００５７０００

一氧化碳 ＣＯ ５１ ０５１０ １０２０ １５３０ ２０４０ ２５５０ ３０６０ ３５７０ ４０８０ ４５９０ ５１００
氮气 Ｎ２ １９３８ ８５ １９３８ ２５９４ ３２５０ ３９０７ ４５６３ ５２１９ ５８７５ ６５３１ ７１８８ ７８４４ ８５００

二氧化碳 ＣＯ２ ０６７２ ４６ ０６７２ １０６５ １４５８ １８５０ ２２４３ ２６３６ ３０２９ ３４２２ ３８１４ ４２０７ ４６００
氧气 Ｏ２ １５ ０１５０ ０３００ ０４５０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９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２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５００
总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型。此处ｊ为理论燃烧温度序列号：
ｊ＝０（１６００℃）、ｊ＝１（１６５０℃）、ｊ＝２（１７００℃）、

ｊ＝３（１７５０℃）、ｊ＝４（１８００℃）、
ｊ＝５（１８５０℃）、ｊ＝６（１９００℃）、ｊ＝７（１９５０℃）、

ｊ＝８（２０００℃）、ｊ＝９（２０５０℃）
据此可以计算出１１×１０＝１１０个数学模型。
例如，对于配比方案 ｉ＝０（天然气：煤气 ＝

１０∶０），就有１０个模型：
１６０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０－Ｂ００×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１６５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１－Ｂ０１×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１７０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２－Ｂ０２×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１７５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３－Ｂ０３×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１８０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４－Ｂ０４×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１８５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５－Ｂ０５×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１９０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６－Ｂ０６×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１９５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７－Ｂ０７×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２００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８－Ｂ０８×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２０５０℃　ＦＭｉｘＳＶ＝（Ａ０９－Ｂ０９×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
式中Ａ００～Ａ０９是ｉ＝０、ｊ＝０～９时的数学模型

燃空比系数，Ｂ００～Ｂ０９是ｉ＝０、ｊ＝０～９时的数学模
型炉温补偿系数。

对于任意配比方案 ｉ、任意理论温度 ｊ的数学

模型就有：

ＦＭｉｘＳＶ＝（Ａｉｊ－Ｂｉｊ×ＴＥ＿１０３Ｃ）×ＦＡｉｒ（ｉ＝０～
１０，ｊ＝０～９）

同样，式中Ａｉｊ～Ａｉｊ是ｉ＝ｉ、ｊ＝ｊ时的数学模型
燃空比系数，Ｂｉｊ～Ｂｉｊ是 ｉ＝ｉ、ｊ＝ｊ时的数学模型炉
温补偿系数。式中 ＦＡｉｒ是经过温压湿补偿后的入
炉空气流量（标况体积流量），ＦＭｉｘＳＶ是在指定燃气
混合配比和燃烧理论温度下的相应混合气体总流

量所要求的给定值。

显然，需要根据混合气体组分计算出１１０×２
＝２２０个燃烧模型系数。
再根据所要求的燃气混合配比就能得到相应

煤气和天然气流量的设定值：

ＦＮＧＳＶ ＝ＦＭｉｘＳＶ×
１０－ｉ
１０ 　ＦＧａｓＳＶ ＝ＦＭｉｘＳＶ×

ｉ
１０

式中，ＦＧａｓＳＶ为煤气流量调节回路ＦＩＣ－３０８的给定值，
ＦＮＧＳＶ为天然气流量调节回路ＦＩＣ－３１０的给定值。

实际上，我们是计算出了１１０个空气过剩系
数（αｉｊ），再求出１１０个燃空比系数（Ａｉｊ）和１１０个
炉温补偿系数（Ｂｉｊ），见表３～表５。

［１］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空气过剩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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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空气过剩系数（αｉｊ）
方案

序号

天然气－
煤气比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６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００℃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０ １０∶０ ２６８０７ ２４９９１ ２３３７８ ２１９４２ ２０６５１ １９４９１ １８４３６ １７４７６ １６５９５ １５７８９
１ ９∶１ ２６８７４ ２５０５２ ２３４３３ ２１９９３ ２０６９７ １９５３３ １８４７５ １７５１２ １６６２８ １５８２０
２ ８∶２ ２６９４８ ２５１２０ ２３４９５ ２２０５０ ２０７４９ １９５８１ １８５１９ １７５５２ １６６６６ １５８５４
３ ７∶３ ２７０３２ ２５１９６ ２３５６５ ２２１１４ ２０８０８ １９６３５ １８５６９ １７５９８ １６７０７ １５８９２
４ ６∶４ ２７１２７ ２５２８３ ２３６４４ ２２１８６ ２０８７４ １９６９６ １８６２４ １７６４９ １６７５４ １５９３５
５ ５∶５ ２７２３６ ２５３８２ ２３７３５ ２２２６９ ２０９５０ １９７６５ １８６８８ １７７０８ １６８０８ １５９８５
６ ４∶６ ２７３６１ ２５４９６ ２３８３９ ２２３６４ ２１０３７ １９８４５ １８７６２ １７７７５ １６８７１ １６０４２
７ ３∶７ ２７５０７ ２５６２９ ２３９６０ ２２４７５ ２１１３９ １９９３９ １８８４８ １７８５４ １６９４３ １６１０９
８ ２∶８ ２７６７９ ２５７８６ ２４１０３ ２２６０６ ２１２５９ ２００４９ １８９４９ １７９４７ １７０２９ １６１８８
９ １∶９ ２７８８６ ２５９７４ ２４２７５ ２２７６３ ２１４０３ ２０１８２ １９０７１ １８０５９ １７１３１ １６２８２
１０ ０∶１０ ２８１３８ ２６２０４ ２４４８５ ２２９５５ ２１５７９ ２０３４３ １９２１９ １８１９５ １７２５７ １６３９７

　　［２］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燃空比系数
表４　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燃空比系数（Ａｉｊ）

方案

序号

天然气－
煤气比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６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００℃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８１６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８８０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９４６ ００９７９ ０１０１４ ０１０４８
１ ９∶１ ００７９４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８５９ ００８９２ ００９２６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９９６ ０１０３１ ０１０６７ ０１１０４
２ ８∶２ ００８３８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９４２ ００９７８ ０１０１５ ０１０５２ ０１０８９ ０１１２８ ０１１６６
３ ７∶３ ００８８８ ００９２４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９９８ ０１０３６ ０１０７５ ０１１１４ ０１１５４ ０１１９５ ０１２３６
４ ６∶４ ００９４３ ００９８２ ０１０２１ ０１０６１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１４３ ０１１８５ ０１２２７ ０１２７０ ０１３１５
５ ５∶５ ０１００６ ０１０４７ ０１０９０ ０１１３２ ０１１７６ ０１２２０ ０１２６４ ０１３１０ ０１３５６ ０１４０４
６ ４∶６ ０１０７８ ０１１２３ ０１１６８ ０１２１４ ０１２６０ ０１３０８ ０１３５６ ０１４０５ ０１４５５ ０１５０６
７ ３∶７ ０１１６１ ０１２０９ ０１２５８ ０１３０８ ０１３５８ ０１４０９ ０１４６２ ０１５１５ ０１５６９ ０１６２４
８ ２∶８ ０１２５９ ０１３１１ ０１３６４ ０１４１８ ０１４７３ ０１５２８ ０１５８５ ０１６４３ ０１７０２ ０１７６２
９ １∶９ ０１３７３ ０１４３０ ０１４８９ ０１５４８ ０１６０８ ０１６６９ ０１７３２ ０１７９５ ０１８６０ ０１９２６
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５１１ ０１５７４ ０１６３９ ０１７０４ ０１７７１ ０１８３９ ０１９０８ ０１９７８ ０２０５０ ０２１２３

　　［３］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炉温补偿系数
表５　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炉温补偿系数（Ｂｉｊ）

方案

序号

天然

气－煤
气比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６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００℃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４４４４０００００４４７２０００００４５０１０００００４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５９０００００４５８９０００００４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８２０００００４７１５
１ ９：１ ０００００４６７８０００００４７０８０００００４７３９０００００４７６９０００００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３２０００００４８６５０００００４８９８０００００４９３１０００００４９６６
２ ８：２ ０００００４９３９０００００４９７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０３６０００００５０６９０００００５１０３０００００５１３８０００００５１７３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２４６
３ ７：３ ０００００５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５２６４００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３３４０００００５３６９０００００５４０６０００００５４４３０００００５４８１０００００５５１９０００００５５５９
４ ６：４ ０００００５５５８０００００５５９５０００００５６３３０００００５６７００００００５７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７４７０００００５７８７０００００５８２７０００００５８６９０００００５９１２
５ ５：５ ０００００５９２９０００００５９６９０００００６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９１０００００６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６１７７０００００６２２１０００００６２６６０００００６３１３
６ ４：６ ０００００６３５４０００００６３９７０００００６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６４８６０００００６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６５７７０００００６６２４０００００６６７２０００００６７２１０００００６７７２
７ ３：７ ０００００６８４４０００００６８９２０００００６９４１０００００６９８９０００００７０３８０００００７０８９０００００７１４１０００００７１９３０００００７２４７０００００７３０３
８ ２：８ ０００００７４１６０００００７４６９０００００７５２３０００００７５７６０００００７６３１０００００７６８７０００００７７４５０００００７８０３０００００７８６２０００００７９２４
９ １：９ ０００００８０９３０００００８１５２０００００８２１２０００００８２７１０００００８３３２０００００８３９５０００００８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８５２５０００００８５９１０００００８６６１
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８９０５０００００８９７２０００００９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９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９１７６０００００９２４８０００００９３２１０００００９３９５０００００９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９５４９

　　按此思路修改 ＤＣＳ组态，做一个三回路之间
的比值控制：ＦＩＣ＿１０３（入炉空气流量），ＦＩＣ＿３０８
（入炉煤气流量）和 ＦＩＣ＿３１０（入炉天然气流量），
用ＦＩＣ＿１０３的 ＰＶ值按预先确定的燃气配比和燃
烧理论温度，经过手动比值计算或数学模型计算，

最后得出煤气流量控制回路和天然气流量控制回

路的控制目标值，分别作为ＦＩＣ＿３０８和ＦＩＣ＿３１０的
ＥＳＶ（外给定）值，再确定好“风燃气比控制方式”，
并投入“风燃气比控制”就能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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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的实施
３１　带控制点工艺流程图 带控制点工艺流程图见图１。

图１　带控制点工艺流程图

３２　工艺改造要点
天然气工艺管道不变，增加混合集箱，增加煤

气系统，炉型适当改变。煤气系统中增加２台煤
气加压风机（一用一备），用变频器控制；增加２台
Ｖ锥流量计，１台测量总管煤气流量，１台测量入
炭黑反应炉煤气流量；增加１台入炉煤气流量调
节阀；增加１台煤气加压风机出入口旁通阀；增加
一台入炉混烧气体切断阀。用煤气加压风机出口

压力控制变频器频率，用入炉煤气流量控制入炉

煤气流量调节阀。煤气加压风机出口压超过预置

上限时，自动打开风机出入口旁通阀，防止超压。

混合集箱是使天然气和煤气充分混合。炉前联

锁、紧急停气时，立即关闭入炉混烧气体切断阀，

以确保安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原来用天然气

时是三杆枪，改为混烧后设四杆枪，以满足燃烧气

体流量增大的需要。

３３　ＤＣＳ组态流程图画面
ＤＣＳ组态流程图见图２。

３４　ＤＣＳ操作要点
在ＤＣＳ运行时先确定炉温（见图３）。
根据生产的品种和以往的经验选择适当的理

论燃烧温度。多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微调，它能修

图２　ＤＣＳ组态流程图

正燃气成分变化所带来的数学模型的误差。嘉峪

关大友嘉能化工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根据现场红

外测温计测出的温度，燃烧的效果和产品质量的

情况，经过不断地调试、最后寻求到最佳的理论燃

烧温度。

然后选择混烧燃气配比（见图４）：
在实际运行中尽量使用煤气，只要煤气够用，

尽量使用全煤气（ｉ＝１０）。嘉峪关大友嘉能化工
有限公司现场煤气流量上限（ＦＩＣ＿３０８ＰＶ）为
４５００Ｎｍ３／ｈ，天然气流量上限（ＦＩＣ＿３１０ＰＶ）为
１５００Ｎｍ３／ｈ，混 烧 气 体 流 量 上 限 （Ｆ３００）为
６０００Ｎｍ３／ｈ。在运行过程中根据煤气的供给情况
适当增减天然气的比例，也就是适当改变燃气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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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因为天然气的供给是稳定的，燃气配比改变

以后，燃烧仍然处于稳定状态；在煤气全部中断

时，选择ｉ＝０（全天然气）。

图３　炉温选择　　　　图４　混烧配比选择

在使用数学模型控制时，先调出混烧方式的

燃空比比值控制弹出式流程图（见图５）。

图５　燃空比比值控制操作图

图５的上半部有燃气配比选择和理论炉温的
显示和操作、风燃气比控制方式的切换和比值控

制的投切开关，还有最重要的三个流量的动态参

数显示：入炉空气流量（Ｆ１０３）、入炉风温（ＴＥ＿
１０３Ｃ）和入炉燃气流量（Ｆ３００）。而入炉燃气流量
就是天然气流量（ＦＩＣ＿３１０ＰＶ）和煤气流量（ＦＩＣ＿
３０８ＰＶ）的总和。

混烧气体空气比值控制操作有三种方式：单

回路控制、手动比值控制和模型比值控制。烤炉

时用单回路控制，试生产时用手动比值控制，在正

常生产时用数学模型比值控制。

［１］单回路控制
点击此画面中“风燃气比控制投切开关”按

钮，选择“切除”，就进入了单回路控制。此时大画

面类别栏和炉前画面中均出现“单回路控制”字

样。再点击炉前画面的 ＦＩＣ＿１０３、ＦＩＣ＿３１０、ＦＩＣ＿

３０８动态数据框，即弹出相应仪表面板，即可进行
相应操作。这就是说，三个回路各控制各的，实际

上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用天然气还是用煤气？

从而只操作ＦＩＣ＿３１０，或只操作 ＦＩＣ＿３０８。在工艺
稳定后，记录下此大画面中的入炉空气流量、入炉

燃气流量和单回路调节的风燃气比及燃气风比实

际值，作为以后手动比值控制的重要依据。

［２］手动比值控制
将“风燃气比控制方式切换”按钮设为“手动

比值”。在“手动比值手动输入值”的红色动态数

据“风燃气比”（ａｉｒ＿ｇａｓ＿ＳＤ）栏中，参考前述实际
值或经验值输入适当数值，ＤＣＳ控制系统自动计
算出燃气风比和燃气流量、天然气流量、煤气流量

的给定值：

ｇａｓ＿ａｉｒ＿ＳＤ＝１／ａｉｒ＿ｇａｓ＿ＳＤ
Ｆ３００ＳＤ＝Ｆ１０３×ｇａｓ＿ａｉｒ＿ＳＤ
Ｆ３１０ＳＤ＝Ｆ３００ＳＤ×（１０－ｉ）／１０
Ｆ３０８ＳＤ＝Ｆ３００ＳＤ×ｉ／１０
与前述数值对比，如果认为合适，将风燃气比

“控制投切开关”按钮选择“投入”，即进入风燃气

比的手动比值控制，此时在大画面类别栏和炉前

画面中均出现“手动比值控制”。天然气和煤气的

流量就自动按此设定值控制，由于 ＰＩＤ调节作用，
使燃气流量维持在一个稳定、合适的数值。

显然，手动比值控制未能考虑到入炉空气温

度变化的因素，因此在实际确定手动风燃气比系

数时，要考虑到入炉空气温度的高低。入炉空气

温度高时，风燃气比系数要适当选高一些，入炉空

气温度低时，风燃气比系数要适当选低一些。这

是因为我们在计算燃气量时，是用入炉空气流量

乘以燃气风比，燃气风比是一个小于１的数（００４
～０１４），不适宜输入，我们习惯输入风燃气比，它
是一个大于１的数（７～２５），容易输入，也便于记
忆。当入炉空气温度较高，它挟带的物理热多，就

应该减少燃气量，进而应减小燃气风比，就是说要

增大风燃气比，反之亦然。

［３］数学模型比值控制
将风燃气比的“控制方式切换”按钮设为“模

型比值”控制，ＤＣＳ控制系统自动按上面选择的燃
烧模型计算出燃气风比和燃气流量、天然气流量、

煤气流量的给定值：

９第３期　　　 　　　司德江等．天然气－煤气混烧数学模型在炭黑生产中的应用



ｇａｓ＿ａｉｒ＿ＺＤ＝（Ａｉｊ－Ｂｉｊ×ＴＥ＿１０３Ｃ）
Ｆ３００ＪＳ＝Ｆ１０３×ｇａｓ＿ａｉｒ＿ＺＤ
Ｆ３１０ＪＳ＝Ｆ３００ＪＳ×（１０－ｉ）／１０
Ｆ３０８ＪＳ＝Ｆ３００ＪＳ×ｉ／１０
将风燃气比“控制投切开关”按钮，选择“投

入”，立即自动进入风燃气比的数学模型比值控

制，此时在大画面类别栏和炉前画面中均出现“数

学模型控制”。天然气和煤气的流量就自动按此

设定值控制，在燃气配比选择、炉温选择、入炉空

气温度变化的时候，立即自动跟随变化。由于ＰＩＤ
调节作用，使燃气流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稳定、合适

的数值。

３５　其它增加的功能
① 在实际组态中，还增加了一个煤气加压风

机超压联锁。因为现场煤气风机选用的是罗茨风

机，这种风机是定容风机，不能憋压。通过组态，

实现当煤气风机出口压力超过给定值（可预先任

意设定）时，煤气风机出入口旁通阀 ＨＶ＿３０７立即
打开到预先设定的开度，从而保证煤气风机的安

全（见图６）。

图６　煤气风机超压旁路联锁操作图

② 混烧气体切断阀 ＮＫＶ＿３１１和炉前联锁也
做在了一起。预热回路打开时，这个阀才能打开；

预热回路没打开时，这个阀根本开不了；预热回路

关闭或炉前联锁动作时，这个阀立即关闭。虽然

联锁发生时，煤气和天然气流量调节阀（ＦＶ＿３０８、
ＦＶ＿３１０）都被自动关闭，但用于调节的阀门有可能
有一定泄漏量，而此刻同时关断泄漏等级很高的

切断阀，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安全（见图７）。

图７　煤气加压风机热备互锁操作图

　　③ 两台煤气加压风机一用一备。为避免煤
气加压风机突发故障停车给生产带来很大的被

动，增设了“热备互锁”回路。在 Ａ风机运行的
时候，Ｂ风机投入“热备联锁”；在 Ｂ风机运行的
时候，Ａ风机投入“热备联锁”。当运行风机突然
停运时，风机出口压下降，一旦低于预先设定压

力，热备联锁投入的备用风机便立即自动启动，

从而很好地保证了生产的连续运行。两台风机

的出口都有可靠的逆止阀，保证了不会发生倒流

（见图８）。

图８　混烧气体切断阀联锁操作图

４　结束语
通过在嘉峪关大友嘉能化工有限公司的现场

实施和调试、运行，充分证明了我们研究的天然气

－煤气混烧数学模型实施方案是成功的，对类似
的现场有一定参考价值，也会给生产企业带来一

定经济效益，我们将在今后不断完善、不断提高，

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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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度全国炭黑质量普查结果通报

代传银，王定友

（国家炭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介绍２０１４年炭黑质量普查工作的组织、执行情况，对参加普查的企业及样品情况进行了分析，依据普查结果进

行了分类统计并对有关问题作简要分析，提出了适当的建议。

关键词：炭黑；质量；普查；通报

１　引　言
炭黑作为重要的基础类化工原料，近年来炭

黑行业持续高速发展。２０１４年，我国的炭黑产量
占全球产量的４１．８％，继续高居世界首位。在产
量达到相当规模后，行业今后一段时期努力的方

向应该是力争成为炭黑生产强国，因此，有必要加

强炭黑产品的质量监控，促使行业炭黑产品整体

质量的提高。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质量普查已成

为企业质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够为提高生

产管理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为此，国家炭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于２０１４年
１０～１１月组织开展了全国炭黑质量普查，以期摸
清炭黑质量的行业状况，为企业、政府和其它机构

制定有关规划提供重要依据。

２　总体情况
本次普查共有１３个省的３４家行业主要的炭黑

生产企业送样６９件，见表１，分布见图１。其中橡胶
用炭黑１５个品种４９件样品，白炭黑２０件样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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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参加企业各省分布图

表１　样品分省市分布情况

省份
企　业 样　品

家数 占比，％ 件数 占比，％
山东 ６ １７６ １４ ２０３
江苏 ６ １７６ １２ １７５
山西 ５ １４８ １０ １４５
河北 ４ １１９ １２ １７５
江西 ３ ８９ ８ １１６
福建 ２ ５９ ３ ４３
浙江 ２ ５９ ２ ２９

四川 １ ２９ ２ ２９

广东 １ ２９ １ １４

河南 １ ２９ １ １４

陕西 １ ２９ １ １４

辽宁 １ ２９ ２ ２９

吉林 １ ２９ １ １４

合计 ３４ １００ ６９ １００

　　６９件普查样品中共有５件不合格品，其中橡
胶用炭黑有 ２件，白炭黑 ３件。总合格率为
９２８％，比２０１３年下降了２５个百分点。２００５年
以来普查合格率总体呈现向上的趋势，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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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普查合格率分布趋势图

与上一年比较，橡胶用炭黑与白炭黑的合格

率呈现一升一降，白炭黑合格率上升幅度较大，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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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普查样品质量状况统计

产品类别 样品数
合格品 不合格品

件数 比例，％ 件数 比例，％
合格率同比

橡胶用炭黑 ４９ ４７ ９５９ ２ ４１ －４１
白炭黑 ２０ １７ ８５ ３ １５ ＋１１７
合计 ６９ ６４ ９２８ ５ ７２ －２５

３　统计分析
３１　橡胶用炭黑
３１１　检验依据

按ＧＢ３７７８－２０１１规定的全部项目进行检验
和综合判定。其中干法造粒炭黑不考核倾注密度

和细粉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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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２５家企业送样４９件，平均每个企业送
样近２件。有４７件样品为合格品，２件不合格品，
样品合格率为９５９％，较去年下降了４１个百分
点，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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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橡胶用炭黑合格率趋势图

表３　橡胶用炭黑分品种合格率统计
品种 样品数 合格数 合格率％

Ｎ１１５ １ １ １００
Ｎ１２１ １ １ １００
Ｎ１３４ ２ ２ １００
Ｎ２１９ １ １ １００
Ｎ２２０ ４ ３ ７５
Ｎ２３４ ６ ６ １００
Ｎ３２６ ７ ７ １００
Ｎ３３０ ９ ８ ８９
Ｎ３４７ １ １ １００
Ｎ３３９ １ １ １００
Ｎ３７５ ２ ２ １００

Ｎ５５０ ３ ３ １００

Ｎ６６０ ９ ９ １００

Ｎ７６２ １ １ １００

Ｎ７７４ １ １ １００

合计 ４９ ４７ ９５９

　　表３数据表明：
①１５个送检品种中，仅Ｎ３３０、Ｎ２２０各有一个

样品不合格。其中 Ｎ３３９、Ｎ５５０、Ｎ７７４三个品种已
连续四年的普查合格率均为１００％。

② 常规品种Ｎ２２０、Ｎ３３０数量进一步减少，其
它品种有所增加，共计１５个品种，见图４。

③ 查品种占 ＧＢ３７７８－２０１１所列 ４６个品种
的３２％，表明虽然炭黑新品研发及生产还有较大
的空间，但同仁们在丰富市场品种方面取得了新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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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送检炭黑样品数量趋势图

３１３　数据分析
本次普查 Ｎ２２０和 Ｎ３３０各有 １件样品不合

格，而且不合格的项目较多，对于常规品种出现这

种情况实属意外，可能是送样时未经检测，随意采

取的样品。压缩样吸油值、着色强度等以前常有

的不合格项目再次出现。

虽然总体而言各项目合格率较好，但还是存

在一些需要引起企业重视的问题：

———边缘数据问题。有 １０个项次的结果正
好处于标准规定范围的上限或下限，这些项目包

括吸压缩样吸油值、ＣＴＡＢ表面积、着色强度、
３００％定伸应力等。边缘数据对产品质量影响较
大，生产控制条件出现小波动，这些项目的检测结

果可能超出合格范围，导致不合格品的产生。

———与去年情况相似，压缩样吸油值检测结

果整体偏低，其中压缩样吸油值处于规定值中值

以上的仅有３个，占６１％，有４６个处于下限与中
值之间，占９３９％，表明炭黑的原生结构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还需从生产控制和提高原料油品质

２１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方面进行改进。

———着色强度基本稳定。检测结果处于中值

以上和中值以下的样品数基本相当，着色强度整

体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３２　白炭黑
３２１　检验依据

执行ＨＧ／Ｔ３０６１－２００９《橡胶配合剂－沉淀水
合二氧化硅》。其中氮吸附比表面积仅作为白炭

黑分类的依据，不参与综合判定。

３２２　检验结果
有１２家企业送检２０件样品，其中１７件合格，

样品合格率８５％，比２０１３年提高了１１７个百分点。
３２３　数据分析

３件样品的不合格项目均为橡胶物理性能，特
别是拉断伸长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是检测环节。橡胶物理检测方法标准

ＨＧ／Ｔ２４０４－２００８已实施６年，虽然各企业在认真
执行标准，强化操作过程，尽可能提高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但检测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影响结果、

需要引起重视的因素，如：

① 胶料及配合剂。由于白炭黑橡胶物理性能
采用的是绝对值考核，所用的丁苯橡胶、硫磺等配

合剂对结果影响较大，需要经过验证后，适合本方

法测试才能投入使用，尤其不能使用失效的材料。

② 分散性影响。由于白炭黑自身的特点，它
在橡胶中的分散相对比较困难，在混炼过程没有

严格执行标准，白炭黑在胶料中分散不均匀，测出

的定伸应力、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未能反映出白

炭黑的真实补强特性。

另一方面是产品环节。有关企业生产过程中

对质量控制不理想，导致产品在橡胶中的补强特

性较差。

目前，国内白炭黑生产企业已经超过６０家，
总产能超过２００万吨，产量超过１００万吨，而参加
普查的企业仅占２０％，虽然参加普查的均为国内
较有影响的企业，但也不能较好地反映白炭黑行

业的整体质量状况。只有各企业积极参与普查，

相关数据才能对行业发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

４　企业检验数据再现性分析
本次普查共有１６家企业按要求提供了３０个

橡胶用炭黑和白炭黑样品的自检数据。橡胶用炭

黑再现性统计情况见表４。
表４　样品检验数据再现性统计表

　 　项 目
吸
碘
值

吸
油
值

ＣＴＡＢ
比表

面积

着色

强度

３００％
定伸

应力

数据个数 ２５ ２５ １６ １９ ２４
超标样品数 ０ １ ６ ２ １

超标率，％
２０１４年 ０ ４ ３７５ １０５ ４２
２０１３年 ４５ ９ ６ ０ ５

　　与去年相比，各项目再现性超标率出现上下
波动，实验室间结果一致性还有反复。各项目再

现性超标率变化情况如下：

① 吸碘值：无超标样品，表明行业内对吸碘值
检测过程的控制水平明显增强，各企业继续利用

标样验证等方式维持当前水平。

② 吸油值：超标率在去年基础上再降５个百
分点，再现性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得益于行业仪

器法的普及和掌握了手工法数据校准方法。

③ ＣＴＡＢ比表面积：超标率上升了３０多个百
分点，超标的样品数明显增多，在超标的样品中有

４个是软质炭黑，由于规定绝对差值较小，较易超
过规定值。测试过程中应注意温度控制，防止溶

液意外变化；尽可能采用仪器滴定，减少人员间和

实验室间的差异，从而进一步改善再现性。

④３００％定伸应力：仍有一件样品超标。可能
是样品与标样在混炼及硫化阶段温度及其它条件

不一致，使两者的差值产生较大偏差。测试时应

严格按标准要求进行操作，而且标样与样品的测

试条件尽可能一致，才能真正起到消除系统误差

的作用，达到提高准确度的目的。

５　结　语
本次普查得到了各企业的高度重视，圆满完

成了本年度的普查活动。有的企业安排了多个样

品，部分企业随样品寄送了自检报告，便于中心帮

助企业更全面地评价其检验水平和作出有针对性

的改进指导。通过质量普查活动，可以反映出行

业中整体质量状况及趋势，同时反映出个体企业

的质量管理能力和水平，提供改进的机会。企业应

很好地利用普查结果，持续改进工艺控制与管理工

作，从而生产出优质炭黑产品。 （下转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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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ＴＭＤ３３１３－０５

炭黑标准试验方法———单个粒子强度的测定

１　范　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炭黑单个粒子强度测定的试
验方法。

１２　本标准测试值采用ＳＩ单位制，括号里的值仅
供参考。

１３　本标准无意涉及与本标准使用有关的所有
安全问题，本标准使用者在使用本标准前，有责任

建立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符合相关规章和

条件的规定。

２　参考文献
２１　ＡＳＴＭ标准

Ｄ１５１１炭黑试验方法———粒子尺寸分布的测
定

Ｄ１７９９炭黑的实验操作———袋装装运的采样
方法

Ｄ１９００炭黑的实验操作———散装装运的采样
方法

Ｄ４４８３在橡胶和炭黑制造工业中评价试验方
法标准精密度的实验操作

Ｄ５３２０炭黑标准试验方法—单个粒子强度的
自动测定

Ｅ１１用于试验目的的金属丝编织物和试验筛
的技术要求

３　重要性和用途
３１　粒子强度与炭黑的各种特性有关，这些特性
中有堆积强度和磨损量。其次，粒子强度可以影

响一些掺有炭黑得到的混炼胶的分散水平。可接

受的粒子强度必需是使用者和生产者一致同意

的。

注１—Ｄ５３２０试验方法是单个粒子强度优先
选用的标准试验方法，Ｄ３３１３试验方法的认可取
决于操作人员的判断力，例如对于这个试验可增

加一个附加的可变动力源。

４　试验方法概要
４１　炭黑试样通过两个筛子分离出粒子尺寸相
同的一个粒度级，几乎球状的粒子从这个粒度级

中被择出并使它与施加力的测量装置相接触。粒

子强度是粒子被压碎时所需要的最大力。

５　仪器设备
５１　粒子强度试验仪，能

"

以克力（厘牛）来测量

各个粒子的粒子强度。一台合适的测试仪必需显

示下述的特性。

５１１　初始接触的力必需是在进行测试之前，压
头表面轻轻地施加在粒子上；

５１２　必需是能
"

以一个恒定的速率施加

压力的设备；

５１３　必需是具有测量使加力的准确方法；在施
加压力的时期使粒子的位移趋于最小；

５１４　在测试期间施加的力和底座平台必需是
可控制的，在粒子压碎之前不引起粒子运动或滚

动。

注２—如果需要一台带有１００ｇ刻度盘和装有
透明压足的二盘扭力天平，它能

"

起到将天平转

#

成一台粒子强度测试仪作用，直接用于粒子的

测定。

５２　机械振筛机（见试验方法Ｄ１５１１）。
５３　筛，美国标准筛或符合 Ｅ１１规格要求的，可
使用筛号１２（１７０μｍ）和 １４（１４００μｍ）。
５４　筛底盘和筛顶盖；
５５　容器，浅 的，平 坦 部 分 大 约 长 ３０５ｍｍ
（１２ｉｎ）。
５６　镊子，镊子尖端包以海绵，一种低密度的人
造海绵橡胶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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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采　样
６１　根据实验操作Ｄ１７９９或Ｄ１９００采取样品。

７　校　准
７１　用于本试验的测试仪器可用一组固定的砝
码或一个力测量装置来校准，使仪器的准确性在

检测的有效范围内校验。

８　步　骤
８１　按下述步骤制备炭黑试样：
８１１　将１２号筛叠放在１４号筛上面，底下放置
接受盘。

注３—为了同时筛分若干试样，容许采用多级
筛组合。

８１２　放置试样到顶部筛中并安装筛盖。移动
该筛组合到振动装置中。

８１３　使筛组在带锤击操作下振摇 ６０，－０，＋
１０ｓ。
８２　从振动装置上取下筛组合。在 Ｎｏ１４筛上
保留的炭黑中选择近乎球形的粒子。

８３　这些几乎球形的粒子可以采用将保留在１４
号筛上的粒子大约２ｇ倾注到一个浅的容器的一
端，轻微地倾斜这容器使更呈球形的粒子滚动到

容器的另一端从中挑选出来。

８４　取２０或５０个比较球形的粒子作测试。常
规的施加力测试采用２０个粒子，临界施加力的测
试用５０个粒子，临界施加的力可由顾客和供应商
一致同意来确定。为了测试当搬运或放置粒子时

需用海绵包头的镊子来处理每个粒子。

８５　将被检测的粒子放置在一个稳固的能自由
转动的表面上，为的是使合适的压力施加在接近

表面的中心处。

８６　使测量装置与粒子相接触，但不施加任何
力。这一步骤对于测试低硬度的粒子是很重要

的，因为最初接触的冲击力往往会导致粒子的立

即破碎或过早的破碎。

８７　以１０ｓ时间内施加５０ｇ适当力的固定速率直
到粒子被破碎。读出最接近整数值的显示值。

８８　重复８５～８７步骤，直到需要测试的粒子

全部被测定。

９　报　告
９１　 报告下列信息：
９１１　报告试样的标识；
９１２　平均值以厘牛顿（克力）为单位精确到毫
牛顿（精确到０１克力）；
９１３　以单个粒子的最高值作为最大值以厘牛
顿（克力）为单位取整数位；

９１４　试验粒子的个数；
９１６　买方和卖方双方确定的任何其他测试结
果。

１０　精密度和偏差
１０１　这些精密度和偏差的叙述已经在 Ｄ４４８３
标准中规定，有关术语和其他统计学说明，参阅该

标准。

１０２　在本标准精密度和偏差一节中给出了一个
按如下描述的试验程序时评估这种试验方法精密

度的精密度结果。除非有文件显示这些精密度结

果在某种试验条件下适合于某种特别的材料和特

殊的试验方案，包括本试验方法，否则这个精密度

参数不应当用来接收或拒绝任何材料组合试验。

１０３　一个１类实验室内精密度程序在１９９０年巳
实施，重复性和再现性两者都表示短时期的试验

状态。七个实验室在不同的二天时间测试三个炭

黑（Ｄ、Ｅ和 Ｆ）二次。试验结果是从正常的２０个
粒子得到的值。可接受的差异值未测定。

１０４　对于本试验统计算出的精密度结果在表１
中给出，这些物料被调配在平均水平以上的等级。

１０５　单个粒子强度值本试验精密度可以用如下
表示：

１０６　重复性　单个粒子强度试验结果重复性（ｒ
）确定为２６４％。在两个单个试验结果（或测定）
之间的差异与２６４％相差甚大时，则应该考虑怀
疑并确定采取某些合适的调查行为。

１０６　再现性　单个粒子强度试验结果再现性（
Ｒ）确定为７４１％。在不同的独立实验室得到的
两个单个试验结果（或测定）之间的差异与７４１
％相差甚大时，则应该考虑怀疑并确定采取某些
适当的研究或技术／贸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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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ＡＳＴＭ试验方法精密度：炭黑单个粒子强度
（Ｄ３３１３）（１类精密度）

材料
平均

水平

实验人

员之间
实验室之间

ｃＮ Ｓｒ （ｒ） ＳＲ （Ｒ）
Ｄ ２１４ ２６４ ３４８ ６２０ ８１８
Ｅ ３９０ ３４１ ２４６ １０２ ７４１
Ｆ ３９６ ３２５ ２３２ ９２６ ６６１

组合或

平均值
３３４ ３１２ ２６４ ８７３ ７４０

　　注：［１］系短时间内的精密度（天）。［２］符号定义为：Ｓｒ＝
实验室内的标准偏差；

（ｒ）＝重复性（百分率）；ＳＲ ＝实验室之间的标准偏差；
（Ｒ）＝再现性（百分率）。

１０７　偏差　在试验方法术语中，偏差是试验值
的平均值与标准试验特性值（真值）之间的差值。

本试验方法标准值是不存在的，因为标准值或试

验特性值是由试验方法专门定义的，所以偏差不

能确定。

１１　主题词
炭黑 ；分散水平；单个粒子强度；粒子硬度试

验机。

（沈伟光 译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紧接第４页）
粘结性和流动性，影响输送的输送类型和输送的

速度等。两者是造粒好坏的直接体现。

不同产品的倾注密度有很大的差别，标准中

Ｎ９０７和 Ｎ１２１的倾注密度分别为 ６４０ｋｇ／ｍ３和
３２０ｋｇ／ｍ３，高的是低的近两倍，这就要求输送管线
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产品的特性。

造粒炭黑的细粉含量与散装时的流动性污染

度有关，在某些情况下，还与粒子的分散水平有

关，由于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影响炭黑分散和运输，

因此造粒炭黑的细粉含量的技术要求必须符合标

准要求或者用户要求。磨损量则进一步评价炭黑

粒子的稳定性以及在运输、装卸、或搬运过程中粒

子破碎和磨损情况。磨损量过大会使粒子变为细

粉，影响输送性能。

３２　粒子尺寸分布
粒子尺寸分布实际上就是用筛分法检测炭黑

颗粒的直径，由于该法检测炭黑时的重复性较差，

所以标准中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值，根据经验，造粒

的标准要向直径为１、０５、０２５ｍｍ的靠近，一般三
者达到９０％以上时较为理想。
３３　单个粒子破碎强度

单个粒子破碎强度过低，会在运输、装卸、或

搬运过程中破裂变成细粒子或细粉，过高会影响

到颗粒在橡胶中的分散，甚至混炼完成后，还有炭

黑以粒子状态存在于橡胶中，有时在检测 ＤＢＰ吸
收值时会出现吸油计没有终点的现象。许多客户

对粒子强度都有规定的数值，如某合资企业要求

单个粒子强度最大值要求小于９０ｃＮ，单个粒子强

度的平均值小于５５ｃＮ，软质和硬质的要有差别。
３４　加热减量

加热减量的主要物质是水分，水分的多少对

输送的影响是巨大的，炭黑的防潮和防雨淋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般情况下，细粉含量、加热减量、倾注密度

合格的情况下，炭黑粒子的破碎强度达到要求，就

会有良好的输送性能。

Ｎ５５０、Ｎ６６０等软质炭黑，造粒较为困难，粒子
容易破碎，颗粒尺寸分布较宽，输送性能的稳定性

较差，即使以上各项指标全部符合要求，有时也不

能保证输送性能良好，这就要求其粒子强度可以

适当高于其他品种。一些国外著名的炭黑公司

Ｎ６６０的多个粒子破碎强度一般在３０ｃＮ，单个粒子
最大破碎强度一般小于９０ｃＮ，输送性能良好。国
内一些企业出现输送性能差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粒

子破碎强度波动大，有的甚至单个粒子强度最大

达到１００ｃＮ以上，小的在１０ｃＮ，粒子尺寸分布宽
等，从而造成输送性能不稳定。

４　结　论
炭黑的造粒质量和炭黑生产的工艺直接影响

到炭黑的物理性质、静力学性质和动力学性质，进

而影响到炭黑的输送性能。一个轮胎厂的输送系

统如果维护保养不能按时进行，出现故障，首先表

现在软质炭黑出现输送困难或堵塞管线的现象，

在排除炭黑的原因后，应及时检查输送系统是否

正常。如果硬质产品也出现输送困难或堵塞管线

的现象，则必须首先排查输送系统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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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结构炭黑表面活性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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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高结构炭黑（ＣＤ２１１７、ＣＲＸ２１２５）和普通炭黑（Ｎ３３０、Ｎ５５０）的不同比表面积以及含氧官能团的变化进行表面

活性的研究。将炭黑样品分别在不同温度进行热处理及氧化处理，研究热处理对炭黑表面官能团含量和结合胶质量分数的

影响，并通过反相气相色谱法测定其样品表面自由能。结果表明：随着炭黑比表面积的增大，其色散自由能也随之增大；随

着温度的升高，炭黑表面氧化官能团脱落，总酸含量降低，而结合胶随温度的升高在增加，其色散自由能变大；而经过氧化处

理高结构炭黑，炭黑表面含氧官能团增多，氧化处理后的色散自由能减少，证实含氧官能团并非吸附橡胶的活性中心点。

关键词：炭黑；比表面积；含氧官能团；ＩＧＣ；表面自由能

１　引　言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

炭黑作为橡胶工业中大量使用的填充剂及补

强剂，其补强机理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一般认为，炭黑补强橡胶主要取决于炭黑的表面

活性、粒径和结构三大因素。炭黑的表面活性通

过与橡胶的物理化学作用影响橡胶补强，继而影

响到橡胶产品的弹性模量、拉伸强度和摩擦特性

等［１－３］。现已证明，表面活性是通过表面能来反

映的，反相气相色谱法（ＩＧＣ）是最适用于检测填科
表面能的有效方法之一［４］。首次将 ＩＧＣ法成功的
应用于炭黑表面性能表征上的科学家是 Ｍｅｎｇ－
ＪｉａｏＷａｎｇ，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Ｗｏｌｆ和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Ｄｏｎ
ｎｅｔ［５－７］等人他们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应用此方法对
Ｃａｂｏｔ公司的Ｎ系列炭黑品种进行了测定，研究发
现炭黑的最大特征是炭黑强烈的吸附作用，即表

面活性，并求得每个亚甲基的吸附自由能的增量

代表了该炭黑样品对橡胶大分子吸附能力的大

小，进一步求得表面色散自由能。Ｊｅｏｎｇ－Ｓｏｏｎ
Ｋｉｍ和Ｓｏｏ－ＪｉｎＰａｒｋ［８－９］等人利用反气相色谱法
对改性后炭黑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酸化改性的炭黑

表面自由能有所降低，并且酸化改性炭黑混炼橡胶

的物理性能有一定程度减小，如耐撕裂性。Ｙｏ－
ＢｏｋＰａｒｋ［１０］等人曾经对炭黑表面进行了一系列处
理，发现了炭黑表面的官能团对炭黑表面活性的影

响。近年来，就填料表面能对橡胶补强的机理已开

展了许多研究，而传统的表征手段又无法证实炭黑

的补强机理，通过ＩＧＣ法就找到了影响炭黑实际使
用性能的重要性能指标，据此可以衡量传统分析方

法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此外该方法的建立也可以为

炭黑工业新的质量标准的形成提供依据。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实验药品、材料及仪器

主要的实验药品及材料如表１。
表１　主要实验药品

药品名称 规格 生产单位

炭黑Ｎ３３０ 合格级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炭黑Ｎ５５０ 合格级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炭黑ＣＤ２１１７ 合格级 美国哥伦比亚炭黑有限公司

炭黑ＣＲＸ２１２５ 合格级 美国卡博特有限公司

正５～８烷 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氯仿 分析纯
重庆川东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化学试剂厂

四氢呋喃 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丙酮 分析纯
重庆川东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化学试剂厂

乙腈 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主要的实验仪器见表２。
２２　实验步骤
２２１　炭黑样品热处理

选择经研磨后的Ｎ３３０，Ｎ５５０，ＣＤ２１１７，ＣＲＸ２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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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实验主要设备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或规格
生产厂家

气相色谱仪 ＧＣ７７００ 上海天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真空干燥箱 ＤＺＦ－６０２０ 上海琅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精密电子天平 ＦＡ２２０４ 上海方瑞仪器有限公司

台式离心机 ＴＧＬ—１６Ｇ 成都名驰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精密强力电动

搅拌器
ＪＪ－１ 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四种炭黑样品，将样品放入马弗炉中进行热
处理，热处理的温度分别为：３００℃、６００℃、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２２　炭黑表面氧化改性

取炭黑样品（型号：ＣＤ２１１７、ＣＲＸ２１２５）于烧瓶
中，分别加入５２％的浓硫酸１００ｍｌ，放入水浴中加
热６ｈ，取出样品于台式离心机分离，称取５ｇ炭黑
样品（ＣＤ２１１７、ＣＲＸ２１２５），然后倒入三口烧瓶中，
再分别加入１００ｍｌ浓硫酸，并在沸腾的水浴中搅
拌加热煮沸６ｈ，注意搅拌不易过快，等反应完成
后，冷却，离心分离，然后反复用水洗涤、分离，一

直洗涤到中性为止，再将样品放入烘箱中，温度设

定为１２５℃干燥，得到氧化改性样品。
２２３　炭黑表面氧化改性

分别配制 ００５ｍｏｌ／Ｌ的 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
ＮａＯＨ碱溶液，取 ２５ｍｌ三种碱液分别倒入装有
０５ｇ炭黑（原样和热处理样品）的三个锥形瓶中，
在１００℃反应１５小时后，利用００５ｍｏｌ／Ｌ盐酸标
准溶液滴定。测定炭黑表面官能团的变化。

２２４　炭黑反气相色谱测试方法
选取２５０μｍ～５００μｍ筛网分别对未处理、热

处理以及表面氧化改性炭黑进行筛选，将炭黑粒

子均匀的填充于内径３ｍｍ、长３０ｃｍ的不锈钢填充
柱内。把气相色谱仪的检测器调整为双氢火焰离

子化检测器，把填充柱安装到气相色谱仪上，将填

充柱进行活化，最后用微量进样器注入各种探针

分子，记录出峰时间。

２２５　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据Ｆｏｗｋｅｓ指出，固体表面自由能 ｒ是由极性

和非极性两部分组成。

ｒ＝ｒｄｓ＋ｒ
ｓｐ

其中：ｒｄｓ代表非极性部分的表面能，被称为色散自由
能，ｍＪ／ｍ２；ｒｓｐ代表极性部分的表面自由能，ｍＪ／ｍ２；

（１）求色散自由能

① 求吸附自由能

－ΔＧ＝ＲＴｌｎ
ＣＶＮ
Ｓｇ

其中：ΔＧ为吸附自由能，Ｊ／ｍｏｌ；ＶＮ为净保留体
积，ｍＬ；Ｔ为柱内温度，Ｋ；Ｓ为炭黑比表面积，
ｇ／ｋｇ；ｇ为炭黑质量，ｋｇ；Ｒ为理想气体常数，Ｒ＝
８３１４Ｊ／（ｍｏｌ·Ｋ）；Ｃ为常数，Ｃ＝２９９。

② 求色散自由能

ｒｄｓ ＝［
－ΔＧＣＨ２
２ＮＡａＣＨ２

］２
１
ｒＣＨ２

其中：ｒｄｓ为色散自由能，ｍＪ／ｍ
２；ｒＣＨ２为聚乙烯的表

面能，ｒＣＨ２ ＝３５ｍＪ／ｍ
２；－ΔＧＣＨ２为 －ＣＨ２－引起的吸

附自由能的变化，Ｊ／ｍｏｌ；ａＣＨ２为 －ＣＨ２－所占据的

面积，ａＣＨ２ ＝００６ｎｍ
２；ＮＡ为阿伏伽德罗常数，ＮＡ

＝６０２２×１０２３。
（２）求表面自由能极性参数

Ｉｓｐ ＝
－ΔΔＧ
ＮＡａｐ

其中：Ｉｓｐ为表面自由能极性部分，ｍＪ／ｍ
２；ａｐ为探

针分子占据炭黑的表面积，ｎｍ２；ΔΔＧ为相同表面
积的极性探针分子与非极性探针分子 －ΔＧ的差，
Ｊ／ｍｏｌ；ＮＡ阿伏伽德罗常数，ＮＡ ＝６０２２×１０

２３。

３　结果讨论与分析
３１　酸碱滴定数据与分析

炭黑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对炭黑的化学性质影

响最为显著，所以测定炭黑表面含氧基团的含量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根据炭黑的基本性质，在

惰性气氛中，高温处理炭黑时，含氧官能团会分

解。炭黑表面含氧官能团分解的产物为：１００－
６００／℃脱落 Ｈ２Ｏ，２００－９００／℃脱落 ＣＯ２，３００－
１０００／℃脱落ＣＯ，所以当温度达到１０００℃时含氧
官能团几乎不再脱落。且随着温度的升高炭黑的

表面活性增加，本实验采用的是隔绝空气条件下

对炭黑进行不同温度的热处理。

（１）不同热处理后普通炭黑（型号：Ｎ３３０和
Ｎ５５０）的表面基团羧基、内酯基和酚羟基的含量及
其变化如下表３和表４所示。

根据表３和表４绘制Ｎ３３０和Ｎ５５０的表面含
氧基团的折线图，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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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Ｎ３３０表面含氧基团含量（ｍｏＬ／ｇ）
炭黑样品 温度／℃ 羧基 内酯基 酚羟基 总酸含量

Ｎ３３０

原样 ００３７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０ ０２９０
３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９３０ ０２６７
６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１８０ ００４６ ０２４２
９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１２７０ ００８４ ０２３４
１２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０ ０２２１

表４　Ｎ５５０表面含氧基团含量（ｍｏＬ／ｇ）
炭黑样品 温度／℃ 羧基 内酯基 酚羟基 总酸含量

Ｎ５５０

原样 ００６０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３ ０３８７
３００ ００５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３１ ０３５５
６００ ００３４ ０２０６ ００９５ ０３３６
９００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１ ０１２０ ０３１１
１２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９ ０２８４

图１　炭黑Ｎ３３０的表面含氧基团变化曲线

　　从图１和图２中（ａ）和（ｂ）的普通炭黑 Ｎ３３０
和Ｎ５５０氧化官能团含量变化规律来看，随着温度
的升高，羧酸、酚羟基含量减少，当温度为６００℃时
羧酸含量降到最低，说明随温度的增加，炭黑表面

不稳定的含氧官能团在分解；但当温度在９００℃，
羧酸、酚羟基含量有所增加，认为随着温度的提

高，炭黑表面含氧官能团再生；随后在 １２００℃，
含量趋于平稳。从（ｃ）图内酯基含量变化规律来
看，随着温度的升高内酯基含量增加，当温度为

６００℃含量最高，初步推测羧基和酚羟基相对不
稳定且分解，析出了 ＣＯ２和 Ｈ２Ｏ气体，与碳在高
温接触时生成内酯基，当温度在９００℃，含量有所
减少，随后在 １２００℃，含量趋于平稳，这是因为
炭黑在１０００℃的隔绝空气热处理时，表面含氧官
能团及其不稳定，会释放出所有表面复合物。从

（ｄ）图总酸含量变化规律来看，随着温度的升高，
总酸含量降低，这与炭黑在惰性气体或真空中热

处理时，会逐渐释放出表面含氧官能团，从整体

氧化官能团变化趋势分析，普通炭黑 Ｎ３３０和
Ｎ５５０总酸量降低的规律性变化是一致的。

（２）不同热处理后高结构炭黑（型号：ＣＤ２１１７
和ＣＲＸ２１２５）的表面基团羧基、内酯基和酚羟基的
含量及其变化如下表５和表６所示。

表５　ＣＤ２１１７表面含氧基团含量（ｍｏＬ／ｇ）

炭黑样品 温度／℃ 羧基 内酯基 酚羟基 总酸含量

ＣＤ２１１７

原样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３ ０２８９

３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３６ ００９１ ０２５９

６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１６３ ００５１ ０２４０

９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６ ０２１８

１２００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７ ０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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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炭黑Ｎ５５０的表面含氧基团变化曲线
表６　ＣＲＸ２１２５表面含氧基团含量（ｍｏＬ／ｇ）

炭黑样品 温度／℃ 羧基 内酯基 酚羟基 总酸含量

ＣＲＸ２１２５

原样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１ ０３３５

３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２１ ０３０９

６００ ００２８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８ ０２８８

９００ ００４４ ０１３２ ００８７ ０２６４
１２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７ ０２６０

　　根据表５和表６绘制 ＣＤ２１１７和 ＣＲＸ２１２５的
表面含氧基团的折线图，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从图 ３和图 ４中（ａ）和（ｂ）高结构炭黑
ＣＤ２１１７和ＣＲＸ２１２５的氧化官能团含量变化规律
来看，随着温度的升高，羧酸、酚羟基含量均在降

低，表明随温度的增加，炭黑表面不稳定的含氧官

能团在分解，而从图（ｃ）内酯基含量变化规律来
看，随着温度的升高内酯基含量增加；当温度在

９００℃，羧酸、酚羟基含量有所增加，认为随着温度
的提高，炭黑表面含氧官能团再生，而内酯基有所

减少；随后在１２００℃，含量趋于平稳；从（ｄ）图总
酸含量变化规律来看，随着温度的升高，总酸含量

降低，这高结构炭黑 ＣＤ２１１７和 ＣＲＸ２１２５含氧官
能团的变化趋势与普通炭黑Ｎ３３０和Ｎ５５０基本保
持一致。

３２　结合胶含量数据与分析
不同热处理后普通炭黑（型号：Ｎ３３０和

Ｎ５５０）及高结构炭黑（型号：ＣＤ２１１７和 ＣＲＸ２１２５）
的结合胶产率及其变化如下表７所示。

表７　结合胶产率（％）
型号 原样 ３００℃ ６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Ｎ３３０ ４９８１ ５３８８ ５５７２ ５７４７ ５９１１
Ｎ５５０ ４７７８ ５１３９ ５４４１ ５５２８ ５６６５
ＣＤ２１１７ ５７８３ ５９７８ ６０２７ ６３３１ ６３７２
ＣＲＸ２１２５ ５０１２ ５４２１ ５６６９ ５９３４ ６０８９

　　根据表７结合胶的产率变化绘制温度 －结合
胶产率图，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中炭黑样品随温度升高，结合胶产率
变化规律来看，普通炭黑 Ｎ３３０和 Ｎ５５０结合胶
产率分别在 ４９８１％ ～５９１１％和 ４７７８％ ～
５６６５％范 围 内；而 高 结 构 炭 黑 ＣＤ２１１７和
ＣＲＸ２１２５结合胶产率在 ５７８３％ ～６３７２％和
５０１２％ ～６０８９％范围内，可以看出，高结构炭
黑结合橡胶能力明显高于高耐磨 Ｎ系列炭黑，高
结构炭黑的结构相对高耐磨 Ｎ系列炭黑更复杂，
结合橡胶时，更容易缠绕橡胶。根据图５中结合
胶产率数据及对图形的分析可知，随着温度的升

高，四种炭黑与天然橡胶制备出的结合胶产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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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炭黑ＣＤ２１１７的表面含氧基团变化曲线

图４　炭黑ＣＲＸ２１２５的表面含氧基团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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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炭黑在不同温度下结合胶的产率

在增加，说明对炭黑进行热处理后，炭黑表面的

含氧官能团脱落，炭黑表面吸附空位增加，从而吸

附橡胶的能力增大，进一步的证实了含氧官能团

并不是炭黑补强性能的活性中心；当温度在

１０００℃以上时，炭黑表面不再脱落含氧基团的原
因，吸附空位增加缓慢，四种炭黑在９００～１２００℃
时结合胶产率趋于平稳。总体来说高结构炭黑制

备出的结合胶产率明显高于低结构炭黑制备出的

结合胶产率，说明高结构炭黑的表面活性大于低

结构炭黑的表面活性；证实炭黑表面含氧官能团

并不是炭黑补强性能的活性中心，随温度增加，含

氧官能团的脱落，炭黑表面吸附空位增多，炭黑吸

附橡胶的能力增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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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黑院与电子科大等签约开发

石墨烯新材料

　　最近，炭黑院、电子科技大学及四川环碳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石墨烯新材料材料协议。

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构

的新材料。特殊的结构形态使其具备世界上最

硬、最薄的特征，同时也具有很强的韧性、导电性

和导热性。这些及其特殊的特性使其拥有无比巨

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以应用于电子、航天、光学、

储能、生物医药、日常生活等大量领域。石墨烯行

业仍在量产摸索阶段，主要的制备方法有微机械

剥离法、外延生长法、氧化石墨还原法和气相沉积

法。发展低成本石墨烯制备方法，拓展石墨烯应

用领域将对相关行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实现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联合，开

发以石墨烯为主的碳纳米材料，进一步推进碳纳

米材料产业化应用，经三方友好协商，在平等、自

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三方将优势互补，在石墨

烯制备技术、应用研究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明月）

炭黑院与四川理工学院开展校企合作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日前与四川理

工学院正式签订校企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校

企产学研联合取得实质性进展。炭黑院院长王家

贵与四川理工学院校长汪明义分别在校企合作框

架协议书上签字。

炭黑院是目前国内炭黑行业唯一的科研和工

程设计单位，在炭黑及白炭黑等领域的科研开发、

工程设计、工程承包、质量监测、标准等方面具有

独特的地位或处于行业领先。四川理工学院则是

川南地区唯一的应用型综合大学，拥有１５个二级
学院、３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７０个科技创新团队。
根据本次签订的校企合作框架协议，炭黑院与理

工学院将在新产品新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合作和申报、学术交流、重点科研平台合作、人

才培养、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

产学研合作，以推动相互资源的高度共享，实现校

企共赢。 （阿枫）

炭黑院压力容器设计资质

通过现场评审鉴定

　　受国家技术监督总局委托，中石化工程部鉴
定评审组专家日前对炭黑院 “特种设备设计许

可（压力容器 Ａ２类）”换（取）证进行了现场评审
鉴定。

专家组成员听取炭黑院相关工作的情况介绍

后，对设计场所、计算机中心等多个场所进行了现

场检查，并依据相关规定对炭黑院的设计资质、设

计工作机构和场所、设计装备和手段、质量保证体

系等进行了严格审查及现场答辩。通过评审，专

家组一致认为炭黑院在压力容器设计和管理工作

方面达到较高水平，具备设计Ａ２类压力容器的换
（取）证条件。 （艾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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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白炭黑的不同制备方法的比较研究（下）

朱永康　 编译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在离心速度和时间不同的情况下，比较了各
个试样的稳定性。在６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小时后，
拥有１０ｎｍ粒子的试样并没有发生沉淀，而 ＭＤ－
３０试样呈现出最高１０％浓度（体积，下同）的透
明性，ＤＯ－６０试样呈现出最高 ３０％浓度的透明
性，ＴＥ－６０和 ＩＥ－６０试样呈现出最高９０％浓度
的透明性。这取决于原生粒子的大小。１０ｎｍ试
样即使按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离心１ｈ也未沉淀下
来，故通过离心并没观察到ＤＯ－１０、ＴＥ－１０和 ＩＥ
－１０的稳定性的差异。
图４示出各种二氧化硅溶胶的ＴＥＭ图像，据此

可以对比二氧化硅粒子的原生粒度和形态。对

６０ｎｍ试样（ＩＥ－６０、ＴＥ－６０和 ＤＯ－６０）的类似原
生粒子进行了比较。ＩＥ－６０试样正如由其聚集系
数（１９）所预示的那样发生了聚集，而 ＴＥ－６０和
ＤＯ－６０白炭黑试样则呈现出单分散。在６０ｎｍ和
１０ｎｍ胶体中，聚集系数最大的分别是是ＩＥ－６０和
ＴＥ－１０。图５示出的是ＭＤ－３０试样的低放大倍数
和高放大倍数ＴＥＭ图像，其中的原生粒子即使在研
磨１ｈ后，其互连键也没有完全分离开。值得一提
的是，气相法白炭黑制备过程的喷雾热解步骤所产

生的粒子间内聚力将原生粒子桥接起来，很难通过

研磨和分散使之完全分离开，分散为单分散相。

表３列出了胶体白炭黑的阳离子浓度。１０ｎｍ
的胶体以 Ｎａ反离子作为主要的稳定阳离子，而
６０ｎｍ的胶体则以 Ｋ反离子作为主要的稳定阳离
子。ＴＥ－１０和 ＴＥ－６０试样的 Ｎａ阳离子浓度最
低，而ＤＯ－１０和 ＤＯ－６０的 Ｋ阳离子浓度低于
ＴＥ－６０的 Ｎａ阳离子浓度。ｐＨ为 ～４时 ＴＥ－１０
试样Ｚｅｔａ电位的绝对值相比另外两个１０ｎｍ白炭
黑试样更大些。这也许是因为白炭黑粒子表面的

阳离子数量少，而这决定了胶体的稳定性。这一

层可能是一个斯特恩层。无论是离子交换试样还

是直接氧化试样，其中Ｎａ的浓度都相近。
表３　胶体白炭黑中阳离子的ＩＣＰ分析 （ｍｇ／ｋｇ）
阳离子 ＩＥ－１０ＩＥ－６０ＴＥ－１０ＴＥ－６０ＤＯ－１０ＤＯ－６０

Ｎａ ９００ ８１．７ １８９ ２２．４ ９８８ ８９．４
Ｋ ５．１ ３４６８ ２１．５ ２０１１ ６．７ １３２２
Ｃａ ２１．６ １．８ － － ２．４ ３．８
Ｆｅ ８．７ ０．８ ３．０ ０．３ ２．１ ０．８

　　如表４所示，可见基液中Ｎａ的浓度是十分有
趣的。在ＩＥ试样和ＴＥ试样中，白炭黑粒子分离后
的离子浓度相当低，而ＤＯ－１０和ＤＯ－６０试样中
的离子浓度则不如其它试样那么低。基液中的阳

离子称之为“游离阳离子”，在白炭黑表面的为结合

阳离子，在白炭黑内部的为混杂阳离子。通过比较

基液中的阳离子浓度（表４）和白炭黑胶体内的阳离
子浓度，发现在ＩＥ和 ＴＥ试样当中，基液中阳离子
浓度与白炭黑胶体中阳离子浓度的差异比ＤＯ试样
小。它可以通过游离阳离子的分数（基液中阳离子

浓度／粒子中阳离子浓度）来表征，如表４和图６所
示。ＴＥ－１０试样中的阳离子浓度较低，但游离阳离
子分数却是ＩＥ－１０试样中最低的。这就使得我们
可以假定游离阳离子的分数，即粒子中阳离子总

数的比例因不同的制备方法而异。ＤＯ试样中的
阳离子分数大于 ＩＥ试样和 ＴＥ试样。换句话说，
位于 ＤＯ试样白炭黑粒子中的阳离子数量，比在
ＩＥ试样和 ＴＥ试样中要低。因此，在 ＤＯ－１０和
ＤＯ－６０试样中去除钠阳离子相对容易些，可通
过一个额外的清洗步骤如离心或超膜过滤来产

生阳离子浓度较低的二氧化硅溶胶。

尽管图７尝试根据粒子和基液中存在的 Ｎａ
阳离子数对试样进行分类，这些阳离子要么存在

于粒子内，要么暴露在粒子表面上。但是，１０ｎｍ
试样基液内的阳离子分数总体上高于６０ｎｍ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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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ＩＥ－６０、ＩＥ－１０、ＴＥ－６０、ＴＥ－１０、ＤＯ－６０和ＤＯ－１０中胶体白炭黑的ＴＥＭ形态之比较

图５　ＭＤ－３０中胶体白炭黑的ＴＥＭ形态学

表４　胶体白炭黑基液中阳离子的ＩＣＰ分析及基液中的阳离子分数
阳离子 ＩＥ－１０ ＩＥ－６０ ＴＥ－１０ ＴＥ－６０ ＤＯ－１０ ＤＯ－６０

阳离子浓度

（ｍｇ／ｋｇ）
Ｎａ １０２ ６６ ３４ ５２ ３２３ ２４
Ｋ ０５８ ３６０ － ２８９ １８ ２３１

游离阳离子分数 Ｎａ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３０ ０４９ ０３７
Ｋ ０１２ ０１１ ０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２１

　　基液中阳离子／粒子中阳离子。

表５　二氧化硅溶胶的制备方法之比较
类别 离子交换 水解及缩合 分散 直接氧化

原料 硅酸钠 Ｓｉ（ＯＣＨ２ＣＨ３）４ 白炭黑 金属硅

主要反应 稀释／长大／浓缩 水解及缩合／浓缩 研磨或分散／浓缩 氧化／过滤
聚集 部分聚集 单分散 聚集 单分散

杂质 高 最低 低 低

价格 合理 高 合理 合理

优点 粒度易控制 单分散；纯度高
纯度高；

一步即可获得有机基液

废水减少；无需浓缩；

Ｎａ容易控制

缺点
离子交换树脂残留；

Ｎａ需再生 溶剂需再生；价格高 粒度及形态有限 须进行过滤

　　这或许暗示阳离子混入了粒子内部，而不
是留在其表面上。如果它位于白炭黑的表面，

就会有数量更多的 Ｎａ离子因表面积更大附着

于白炭黑表面，故我们预期１０ｎｍ试样的 Ｎａ离
子分数较低。考虑每一种制备方法的反应机

理，便可以充分理解阳离子位置的不同。ＩＥ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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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游离阳离子的分数之比较：（ａ）１０ｎｍ试样；（ｂ）６０ｎｍ试样

图７　不同方法制备的胶体白炭黑中阳离子位置示意图之比较
（ａ）通过硅酸钠离子交换制备；（ｂ）通过金属硅直接氧化制备

样是用硅酸钠制备的，所以粒子内不可避免地

要混入钠离子。因此，通过离子交换难以最大

限度地完全除去阳离子，这样一来，在白炭黑胶

体中固体含量的浓度为１０％时，阳离子的浓度
低于 １０ｐｐｍ。然而，ＤＯ试样是在有碱催化剂
存在的情况下由金属硅制备的，碱分子有助于

使硅分子溶解而形成水解的硅单体，硅单体经

过缩合而形成与另一个水解硅单体的 Ｓｉ－Ｏ－
Ｓｉ桥键；于是，碱催化剂作为一种载体帮助把硅
分子逐个由硅粉形成二氧化硅。

４　小　结
表５中基于原料、主要反应、所获粒子的聚

集程度、阳离子浓度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对制备

胶体白炭黑的四种不同方法进行了比较，列出

了每一种制备方法的优缺点。

　　离子交换法的缺点是有低限的残余 Ｎａ离子
存在，离子交换树脂再生会产生环境问题。水解

和缩合法的缺点在于溶剂需再生拉高了成本，价

格相对较高，虽然该方法生产的白炭黑纯度高，且

可对粒子形态学进行良好的控制。最后，直接氧

化法以合理的成本提供了单分散的粒子，并且可

以控制其纯度，但在进行过滤步骤时需格外小心，

直接氧化后把硅泥浆与白炭黑粒子分离开。

可以看出，每一种制备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

和缺点，故具体应该选择哪一种方法，这要取决于

特定应用领域所需胶体白炭黑的类型。胶体白炭

黑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能，其纯度及形态控制

因制备方法而不同，能够在二氧化硅溶胶的各种

应用中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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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炭 黑 文 摘

２０１５０６１　添加剂炭黑的生产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新型炭黑及其生产方法，即，在

无溶剂或载体的情况下下将一种或多种添加剂与

炭黑混合，生产出一种添加剂炭黑。该添加剂可

以是对苯二胺与相关化合物。该专利还介绍了含

有该新型炭黑的新型聚合物成分和制品及其生产

方法。本专利中的新型炭黑能减少聚合物的加工

时间、降低成本、减小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２０１５０６２　连续式橡胶地垫的生产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连续式橡胶地垫的生产方

法，将由橡胶配方所混炼而成的橡胶胶料，通过压

延技术制作出橡胶薄片，再经过连续式硫化成型

来制得橡胶地垫，有别于传统橡胶地垫产品采用

模压成型来制作，本发明通过连续式硫化成型的

橡胶地垫更有利于大面积的施工，减少铺设地垫

所需的时间及劳力，且大幅减少地垫间接缝的数

量，使得橡胶地垫的使用能够更容易清洁，及减少

接缝容易累积脏污及由于液体沿接缝渗入而造成

的破坏。本发明所生产的橡胶地垫可更适用于如

医院、机场、火车的公共场所，或住家阳台、走廊、

楼梯、电梯等处的地板材料。

２０１５０６３　含硫共轭二烯烃类共聚物橡胶以及含
有其的胶料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含硫共轭二烯烃类共聚物

橡胶，其是共轭二烯烃与芳香族乙烯化合物的共

聚物橡胶：（１）是与橡胶结合的硫的含量为
００１ｍｍｏｌ％以上的共聚物橡胶聚合物；（２）芳香族
乙烯化合物的聚合单元的含量是共聚物橡胶重量

的５％～４５％；（３）共轭二烯烃的聚合单元中的１，
２位的乙烯键的含量是共轭二烯烃的聚合单元的
３０ｍｏｌ％以上，并且使共轭二烯烃与芳香族乙烯化
合物发生共聚时，使用特定的含硫阻聚剂使反应

停止。本专利的含硫共轭二烯烃类共聚物橡胶具

有良好的可加工性、且具有耐磨损性、断裂特性以

及低滞后损失。

２０１５０６４　高粘合强度的复合胶布结构及其制造
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高粘合强度复合胶布结构

及其制造方法，该高粘合强度的复合胶布的制造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提供基布，将基布浸洗硬化剂

稀释溶液，以使基布附着硬化剂稀释溶液，硬化剂

稀释溶液为水性异氰酸盐硬化剂与水稀释而成，

再加热烘干基布。之后，使用异氰酸酯基系粘合

剂以在基布的表面上形成接合层。制作具有聚氯

乙烯及热塑性聚胺基甲酸酯的复合胶料，将复合

胶料进行加工以形成复合胶膜。最后，将复合胶

膜贴合于基布上。本发明还介绍了一种高粘合强

度的复合胶布结构。

２０１５０６５　重负荷用充气轮胎及其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重负荷用充气轮胎及其制

造方法，它通过使硫化条件最佳化而确保轮胎的

胎面部的耐久性、且提高胎圈部的耐久性。本发

明的重负荷充气轮胎的制造方法是：通过至少调

整在与胎面部对应位置对模具加热的第１热源、
在与胎侧部对应位置对模具加热的第２热源、以
及供给至胎胆内的介质的供给条件，而满足以下

硫化条件：（１）胎面部的硫化温度为１４０℃以下；
（２）在基于硫化温度１４０℃换算时，施加于该胎圈
部的硫化热量为相当于２５分钟～４０分钟的热量；
（３）在基于硫化温度１４０℃换算时，施加于胎面部
表面的硫化热量与施加于胎圈部的硫化热量之比

为０６～１０。

２０１５０６６　改性聚合物的制造方法以及二烯类聚
合物、橡胶组合物及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主链具有碳 －碳双键的聚
合物通过用高碘酸等氧化剂使该碳 －碳双键氧化
开裂而分解，从而分降低子量，以使含有分解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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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体系在酸性情况下变为碱性、在碱性情况

下变为酸性的方式改变酸碱性，使该分解的聚合

物的聚合链结合，得到结构改变的改性聚合物。

由此，可在聚合物的主链结构上引入官能团。此

外，还介绍了在含有该改性聚合物的橡胶成分中

配合填料形成的橡胶组合物及使用该橡胶组合物

形成的充气轮胎。

２０１５０６７　功能性炭黑色母料以及用其生产的弹
性体和产品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胶料的制备方法，即，将至

少一种功能化炭黑与一种有机溶剂溶液或至少一

种弹性体的水乳液相预混炼。本专利中的功能化

炭黑最好在表面含有功能成分，以提高功能性炭

黑与聚合物之间的共价键。该专利还介绍了该胶

料的应用，或将其与至少一种另外的弹性体和／或
橡胶配合剂相混炼而生产出轮胎等产品，也可以

为软管、传送带等工业产业。

２０１５０６８　复合材料及其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复合材料及其制造方法，

该复合材料的制造步骤是先将橡胶混合物混炼形

成橡胶胶料，待冷却至室温后静置，接着提供两个

基布，其分别具有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再将该橡

胶胶料涂布于该两个基布其中之一的第一表面及

第二表面上以形成第一胶布，将该橡胶胶料涂布

于该两个基布中另一个的第一表面上以形成第二

胶布，之后将该第一胶布及该第二胶布同时进行

贴合及加硫程序，其中该第一胶布贴合于该第二

胶布的基布的第二表面，以形成五层式结构的复

合材料。

２０１５０６９　轮胎硫化金属模具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轮胎硫化金属模具和使用

其的轮胎制造方法，该轮胎硫化金属模具在阻止

阀杆弯曲变形的同时，能够防止弹簧的咬橡胶。

通风孔塞有筒状阀壳、插入阀壳的阀杆及将阀杆

向型腔加力的螺旋状弹簧。阀杆有插入弹簧的柱

状主体部以及通过与阀壳的开口部的内面接触来

关闭排气道的头部。与头部连结的主体部的连接

端部的直径大于由弹簧环绕的主体部的主要部分

的直径。头部的顶面的直径大于阀杆插入的阀壳

的内径。在连接端部的侧面设置一个或多个突

起，通过该突起的全部或一部分来限制弹簧的上

端位置。

２０１５０７０　耐透气性膜及充气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不用大幅提高构成分散相

的橡胶比率便可以对膜赋予柔软性的耐透气性

膜。本发明的耐透气性膜含有：（Ａ）包含将聚酯
作为硬链段的嵌段共聚物且熔点为１８０℃～２３０℃
的热塑性聚酯系弹性体、以及（Ｂ）橡胶，两者的质
量比（Ａ）／（Ｂ）为９０／１０～４０／６０，通过将（Ａ）成分
与（Ｂ）成分熔融混练而动态交联，而将（Ａ）成分形
成为连续相，将（Ｂ）成分形成为分散相，且透气系
数（８０℃）为５×１０１３ｆｍ２／Ｐａ·ｓ以下、杨氏模量为
１２０ＭＰａ以下。

２０１５０７１　轮胎部件及其制备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制备轮胎部件的方法，该

方法包括步骤（Ａ）：制备包含二烯橡胶组分、无机
填料、塑解剂和含氨基的硫代硫酸化合物的混合

物；和步骤（Ｂ）：混合该混合物、硫组分和硫化促进
剂。得到了耐磨性、撕裂强度和耐挠曲疲劳性得

以改进的轮胎部件，并介绍了该轮胎部件。在混

合过程中的温度于１４５～１７０℃的范围内保持２０
秒或更长时间，且混合结束时的温度为１７０℃或更
低的条件下得到的含１００质量份二烯橡胶组分、
０１～０５质量份塑解剂和０２质量份以上的含氨
基的硫代硫酸化合物的预混料：来自预混料的二

烯橡胶组分在步骤（Ａ）中制备的混合物的全部二
烯橡胶组分中的比例为４０～１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２　轮胎的缺陷检测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能够高精度地检测轮胎表

面缺陷的缺陷检测方法。在步骤 Ｓ１开始之前，预
先连续地取得包含狭缝光像的二维图像。在步骤

Ｓ１中，从所拍摄的多个二维图像数据提取狭缝光
像。在步骤Ｓ２中，从所提取的狭缝光像将作为因
偏心而导致的模糊的偏心成分除去。在步骤 Ｓ３
中，基于除去偏心成分后的光像算出特征量，在步

骤Ｓ４中，基于所算出的特征量检测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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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７３　照明装置以及轮胎检测装置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照明装置以及轮胎检测装

置，其能够容易地检测出所制得轮胎的形状异常。

在从沿轮胎 Ｔ的内周面设置的光源单元３６向轮
胎Ｔ的圆周方向Ｃ照射光的状态下，驱动部１２使
轮胎Ｔ与检测部２０绕轮胎Ｔ的轴相对旋转，同时
设置在检测部２０上的拍摄部１８、１９对轮胎 Ｔ的
内周面进行拍摄。

２０１５０７４　离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及使用其的
燃料电池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强度得以提高而不影响其

离子传导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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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地介绍了一种质子传导性复合电解质膜，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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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烯衍生物或磺化沥青；且该质子传导性复合电

解质膜另外包含粘合剂，粘合剂的重均分子量在

５５００００以上、对数粘度在２ｄＬ／ｇ以上，且包含重
量１５％～９５％含氟聚合物如聚偏二氟乙烯或聚
偏二氟乙烯和六氟丙烯的共聚物。

２０１５０７５　生产氢气或合成气与炭黑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生产氢气或合成气的方法，以

及分级反应炉的使用。本专利还介绍了能高效生

产氢气和炭黑的方法、由炭黑生产设备和精制设

备组合而成的组合设施、以及利用本专利所生产

的产品。

２０１５０７６　离子传导复合电解质、利用其的膜电极
组件、利用膜电极组件的电化学装置及制造离子

传导复合电解质膜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具有改善的离子传导性的

离子传导复合电解质、利用该离子传导复合电解

质的膜电极组件和电化学装置、以及用于制造离

子传导复合电解质膜的方法。质子传导复合电解

质包含具有质子离解性基团（－ＳＯ３Ｈ）的电解质
和具有路易斯酸基团 ＭＸｎ－１的化合物，其中该路
易斯酸基团和质子离解性基团彼此相互作用。具

有路易斯酸基团的化合物是路易斯酸化合物 ＭＸｎ
或具有路易斯酸基团 ＭＸｎ－１的聚合物。具有质子
离解性基团的电解质例如是富勒烯衍生物。质子

传导复合电解质膜利用供体数为２５以下的溶剂
形成，并且利用该质子传导复合电解质膜的膜电

极组件适用于燃料电池。

２０１５０７７　电解质、使用该电解质的电池以及电解
质的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在低温下具有良好离子电

导率的电解质、使用该电解质的电池、它们的使用

方法，以及制备该电解质的方法。在正极（１４）和
负极（１５）之间设置固体电解质（１６）。电解质
（１６）由电解质盐如锂盐、碳团簇如富勒烯、以及具
有极性的且将电解质盐解离成离子的液体形成，

液体如丙酮等有机溶剂和 ＥＭＩＴＦＳＩ（１－乙基 －３
－甲基咪唑双（三氟甲磺酰基）亚胺盐）等离子液
体。

２０１５０７８　用一步法净化碳纳米结构的超声波回
馏系统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净化碳纳米结构的回

馏系统和方法，尤其是，本发明介绍了一种新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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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７９　锂一次电池及其制造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锂一次电池，其具备正极、

包含锂或锂合金的负极、配置在正极与负极之间

的隔膜、介于负极与隔膜之间的碳材料层、及非水

电解质，负极的碳材料层侧的表面具有第１凹凸，
且与碳材料层的负极侧的表面密合，碳材料层的

隔膜侧的表面具有第２凹凸，第１凹凸和第２凹凸
相对应。第１凹凸及第２凹凸也可以是通过将碳
材料层压紧在负极表面、使碳材料层及负极的表

面变形而形成的凹凸。

２０１５０８０　复合负极活性物质以及非水电解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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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电池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使用包含易石墨化性碳材

料和低结晶性碳材料的复合负极活性物质来制作

的负极，其中，易石墨化性碳材料含有碳网面的层

叠结构，该层叠结构在局部具有三维规则性。将

该负极应用于非水电解质二次电池。由此，可以

得到在从高温到低温的全部环境下，长期显示高

能量密度和高输出输入性能的非水电解质二次

电池。

２０１５０８１　提高橡胶组分之间的粘合力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方法可用于提高橡胶组分

之间的粘合力，该方法基于低分子量反式１，４－聚
丁二烯的橡胶化合物可用于提高橡胶组分之间的

粘合力。具体有如下步骤：（１）将含有低分子反式
１，４－聚丁二烯橡胶的增粘橡胶组合物层材置于
第一橡胶组分与第二橡胶组分之间；（２）让第一橡
胶组分与增粘橡胶组合物层材的一面接触并让第

二橡胶组分与增粘橡胶组合物层材的另一面接

触；（３）在加热和加压条件下让第一橡胶组合物、
第二橡胶组合物和增粘橡胶组合物一起硫化，制

成硫化橡胶制品。

２０１５０８２　去除回收炭黑挥发分的方法及相关装
置

本专利介绍了控制回收炭黑（如来自轮胎热

解）中挥发分的方法，该方法是将回收炭黑解聚

以大幅减小炭黑粒径，并将一股气流送至炭黑粒

子上，且最好呈逆流方向，以提高加工温度，从而

增大挥发份的释放量。该专利还介绍了相关装

置。

２０１５０８３　模拟含有填料粒子的橡胶混合物的变
形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于模拟含有填料粒子的

橡胶混合物的变形的方法，它包含如下步骤：通过

利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ＳＴＥＭ），获得橡胶混合
物的ＳＴＥＭ图像的数据；以ＳＴＥＭ图像的数据为基
础，重构橡胶混合物的三维结构的数据集；以橡胶

混合物的三维结构的数据集为基础，生成橡胶混

合物的有限元模型，以使得该模型包含被分成有

限数量单元的橡胶组分区域、以及每一个都被分

成有限数量单元的填料粒子区域；在橡胶组分单

元上，定义取决于橡胶组分应变速率的应力；还介

绍了以有限元模型为基础，进行橡胶混合物的变

形的模拟。

２０１５０８４　冬季用无钉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冬季用无钉轮胎，其在冰

和雪上具有良好性能和良好耐磨性、硬度基本不

会发生变化并且轮胎表面基本不会褪色。其包含

橡胶组合物形成的胎面，该橡胶组合物含有预定

量的通过聚合法呢烯得到的法呢烯树脂。橡胶组

合物包含预定量的至少一种选自以下的月桂烯树

脂：Ｍｗ为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的月桂烯聚合物，Ｍｗ为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的月桂烯 －丁二烯共聚物，Ｍｗ为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的月桂烯 －苯乙烯共聚物；和预定
量的Ｎ２ＳＡ为４０－４００ｍ２／ｇ的二氧化硅，该橡胶
组分包含预定量的顺式含量为９５％或以上的高顺
式聚丁二烯。

２０１５０８５　无钉防滑轮胎用橡胶组合物和无钉防
滑轮胎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无钉防滑轮胎用橡胶组合

物，该组合物可以以取得足够的耐磨性和湿抓地

性能；还介绍了一种具有由该组合物所生产的胎

面的无钉防滑轮胎。无钉防滑轮胎用橡胶组合物

包含：包含天然橡胶和丁二烯橡胶的橡胶组分、芳

香油、二氧化硅和炭黑；其中基于质量１００％橡胶
组分，天然橡胶和丁二烯橡胶的总量为３０％以上；
基于１００质量份橡胶组分，芳香油含量为１２～８５
质量份并且二氧化硅含量为１２～８５质量份；基于
质量１００％二氧化硅和炭黑的总量，二氧化硅的
含量为４５％以上。

２０１５０８６　提高胶料中炭黑分散性能的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生产可硫化成分的方法，该方

法为提供至少含有一种橡胶的聚合物结合剂或乳

胶，将至少一种加工助剂添加至结合剂或乳胶中

形成改性橡胶结合剂或乳胶，分离橡胶与至少一

种加工助剂以形成预混料，最后再将预混料与炭

黑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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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８７　多孔碳材料复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多孔碳材料复合物，该多

孔碳材料复合物由多孔碳材料和功能性材料形

成。该多孔碳材料复合物由以下物质形成：（Ａ）
以硅含量５％以上的植物来源材料作为原料而得
到的硅含量１％以下的多孔碳材料，以及（Ｂ）附着
在该多孔碳材料上的功能性材料，该多孔碳材料

复合物按照氮ＢＥＴ法测定的比表面积值为１０ｍ２／
ｇ以上，按照 ＢＪＨ法和 ＭＰ法测定的孔容积为
０１ｃｍ３／ｇ以上。

２０１５０８８　石墨材料、电池电极用碳材料和电池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石墨材料，在用扫描型电

子显微镜观察到的石墨材料表面像中，任意选出

２００处６μｍ×８μｍ的矩形区域时，在出现于该区
域中的石墨材料的表面上，能够目视确认２处以
上开口部的形状为直径１５ｎｍ～２００ｎｍ、圆度０７５
～１０和长径／短径比１０～１５的圆柱状的细孔。
本发明的石墨材料，适宜作为在充放电循环特性、

大电流负荷特性上优异的二次电池的电极材料。

２０１５０８９　热固化性树脂组合物及其固化物和成
型体的制造方法

寸精度和机械特性优异的成型体的热固化性

树脂组合物，还介绍了其固化物和成型体的制造

方法、固化物、成型体、以及燃料电池用隔板。本

发明的一实施方式中的热固化性树脂组合物含有

下述（Ａ）～（Ｄ）。（Ａ）含有质量５０％以上的高分
子化合物的粘结剂１００质量份，该高分子化合物
含有６０％摩尔以上的侧链具有碳 －碳双键的单
体单元；（Ｂ）碳材料１５０～１，０００质量份；（Ｃ）作为
固化引发剂的有机过氧化物１～１０质量份；（Ｄ）固
化延迟剂０１～２质量份。

２０１５０９０　环状橡胶构件的成形方法及环状橡胶
构件的成形设备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通过减少卷绕次数来抑制

尺寸精度的偏差或气泡，同时能够减轻设备负担

的环状橡胶构件的成形方法、及环状橡胶构件的

成形设备。该成形方法包括形成层压体的工序，

该层压体以如下方式形成：经由设置于挤出机（１）
的顶端侧的口型（２）来连续挤出片状橡胶（ＳＲ），
并将该挤出的片状橡胶（ＳＲ）卷绕于旋转支撑体
（３）上，由此在厚度方向上重叠成多层；当从形成
相对位于内周侧的层（５１）的阶段移至形成相对位
于外周侧的层（５２）的阶段时，通过改变口型（２）的
开口宽度，使具有不同宽度尺寸的层在在厚度方

向上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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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永东化工股票即将上市

山西永东化工公司在近日发布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该意向书表明，此次发行

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Ａ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１元，发行数量为 ２４７０万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 ２５０３％，发行后总股数为 ９８７０万
股。该意向书中披露，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

行人将尽快按照程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

票上市。股票上市的保荐机构即主承销商为中

德证券公司。

据了解，目前永东化工的产能为１６万吨，其
中硬质炭黑８５万吨，软质品种５０万吨，另有导
电炭黑产能２５万吨。据称，这次上市募集的资
金，主要用于扩建１２万吨新产能，其中８万吨橡
胶用炭黑和４万吨导电炭黑。 （袁丁）

一季度黑猫炭黑和龙星化工效益迥异

江西黑猫炭黑公司近日发布的财报显示，该

公司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１２１８亿元，比去
年同期减少１６４％。但是，净利润为５９９８万元，
同比增长３１９％。该公司认为，由于国际油价大
幅下跌，国内外炭黑产品及原料价格波动剧烈，炭

黑毛利率同比有小幅增长，致使今年一季度的净

利润有所增长。

河北龙星化工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今

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４１０亿元，同比减少
３１７％；一季度亏损８６５４万元，亏损额同比下降
５０４％。该公司在分析经营效益时，认为营业收入
的减少主要是２０１４年末原材料降幅加大，客户要求
产品降价的幅度较高，该公司为了保持必要的毛利

率，主动放弃一些不合理的订单所致。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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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６１　炭黑增强ＥＶＡ／ＣＭＴＰＶ的性能研究
以炭黑作补强剂，采用动态硫化法制备了乙

烯—醋酸乙烯共聚物（ＥＶＡ）／氯化聚乙烯（ＣＭ）热
塑性硫化胶（ＴＰＶ），并研究了力学性能、Ｍｕｌｌｉｎｓ效
应和微观相结构。结果表明，当 ＥＶＡ／ＣＭ／ＣＢ质
量比在 ４０／６０／６～４０／６０／２４范围内时，ＴＰＶ动态
硫化产物表现出良好的综合性能。单轴循环拉伸

实验表明，ＴＰＶ存在明显的 Ｍｕｌｌｉｎｓ效应，即第 １
次拉伸后就表现出明显的应力软化现象；在拉伸

比固定不变时，ＴＰＶ最大应力随拉伸次数的增加
而下降，残留应变逐渐增大。ＳＥＭ观察结果表明，
动态硫化 ＥＶＡ／ＣＭ／ＣＢＴＰＶ的拉伸断面较为平
坦，表现出良好的弹性回复能力，刻蚀样品表面均

匀分散着ＣＭ硫化胶粒子，其平均尺寸为２μｍ。

２０１５０６２　全钢子午线轮胎钢丝圈包胶技术性能
浅析

主要介绍全钢子午线轮胎钢丝圈包胶设备的

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重点阐述钢丝圈包胶设备

的工艺技术优势，采用该设备后，完全满足质量要

求，全钢子午线轮胎超载的问题及胎圈耐久寿命

有大幅度提升，减少子口缺陷，提升了产品质量及

劳动生产效率。

２０１５０６３　新型填料ＱＣ在天然橡胶中的应用
实验研究了新型填料 ＱＣ作为补强填充剂在

ＮＲ中的应用效果：与通用补强填充剂轻质碳酸
钙、凹凸棒土０６３、凹凸棒土００２、白炭黑和炭黑进
行了应用对比。结果表明，不同品种的补强填充

剂在ＮＲ胶料应用中，ＱＣ的补强效果优于轻质碳
酸钙、凹凸棒土（０６３、００２），低于白炭黑和炭黑，因
此，ＱＣ具有一定的补强性；随着 ＱＣ用量的增加，
硫化胶的硬度、定伸强度逐步增大，而拉伸强度、

撕裂强度、扯断伸长率先增大后减小，综合考虑，

ＱＣ在ＮＲ胶料中的适宜用量为６０～８０份。

２０１５０６４　水性导静电涂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以水性环氧改性丙烯酸酯乳胶为成膜物质，

以碳纳米管、导电硫酸钡为导电填料，并配合防腐

蚀颜填料以及助剂，制备了具有优异机械性能、导

静电性能以及防腐蚀性能的水性导静电涂料。重

点讨论了导电填料的种类及用量、碳纳米管的纯

化及改性、导电填料的复配对涂料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碳纳米管含量为０．１％～０．２％、导电
硫酸钡含量为２０％左右时，涂层的导静电性可满
足要求，同时防腐蚀性能以及机械力学性能不受

影响。

２０１５０６５　碳纳米管／天然橡胶复合材料的性能研
究

研究４种不同牌号的碳纳米管（Ｆｌｏｔｕｂｅ７０００，
９０００，９０１１和９４００）对碳纳米管／天然橡胶复合材
料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纳米管的加入能显

著提高复合材料的物理性能和热导率，具有一维

取向排列且长径比较大的 Ｆｌｏｔｕｂｅ７０００对物理性
能的提高程度最大，Ｆｌｏｔｕｂｅ７０００和经酸处理表面
具有－ＯＨ和 －ＣＯＯＨ官能团的 Ｆｌｏｔｕｂｅ９０１１对导
热性能提高程度最为明显。

２０１５０６６　相对分子质量及端基改性对炭黑补强
星形溶聚丁苯橡胶性能的影响

研究相对分子质量及端基改性对炭黑补强星

形溶聚丁苯橡胶（ＳＳＢＲ）各项性能的影响。结果
表明，随着相对分子质量的增大，ＳＳＢＲ生胶和混
炼胶的门尼粘度增大，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先

增大后有所减小，撕裂强度和耐磨性能改善，压缩

疲劳温升及永久变形不断减小。分子链末端经叔

丁基二苯基氯硅烷改性的 ＳＳＢＲ硫化胶的物理性
能、耐磨性能和动态力学性能达到平衡，符合高性

能绿色轮胎胎面胶的要求。

２０１５０６７　填充因数对橡胶连续塑炼机塑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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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以自主研发的新型连续塑炼机为实验平台，

天然橡胶（ＮＲ）为生胶原料，研究填充因数对 ＮＲ
连续塑炼效果的影响。塑炼段、销钉段、挤出段机

筒和机头温度依次为４０，５０，６０和７０℃，转子转速
为３０ｒ·ｍｉｎ－１的工艺条件下，填充因数为０．６时，
连续塑炼机具有最好的塑炼效果，门尼粘度下降

最多，塑炼胶更加均匀。

２０１５０６８　白炭黑对再生顺丁橡胶／聚烯烃弹性体
热塑性硫化胶性能的影响

采用动态硫化技术制备再生顺丁橡胶

（ＲＢＲ）／聚烯烃弹性体（ＰＯＥ）共混型热塑性硫化
胶（ＴＰＶ），研究硫黄硫化体系ＲＢＲ／ＰＯＥＴＰＶ的硫
化特性、白炭黑对 ＴＰＶ物理性能和动态力学性能
的影响。结果表明：ＲＢＲ／ＰＯＥＴＰＶ在硫黄硫化体
系下能够继续硫化；随着白炭黑用量的增大，

ＲＢＲ／ＰＯＥＴＰＶ的 ３００％定伸应力和拉伸强度增
大，拉断伸长率和拉断永久变形减小；偶联剂 Ｓｉ６９
改性白炭黑补强 ＲＢＲ／ＰＯＥＴＰＶ的 ３００％定伸应
力、拉伸强度和储能模量与未改性白炭黑补强体

系相比明显增大，拉断伸长率和拉断永久变形有

所降低。

２０１５０６９　硝酸对普通炭黑的表面氧化研究
本实验使用硝酸经不同的反应时间对炭黑

Ｎ３３０进行改性处理，改善其分散性。利用红外光
谱仪、Ｘ射线衍射仪、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扫描探
针显微镜进行表征；〗沉降实验做分散稳定性测
试。结果表明，浓硝酸经３２ｈ氧化制备得到的改
性炭黑分散性有极大的提高，表面含氧基团量有

所增加。

２０１５０７０　白炭黑高效活性分散剂好优达 ＢＨ６８
在丁苯橡胶和天然橡胶胶料中的应用研究

采用丁苯橡胶（ＳＢＲ）胎面胶配方和天然橡胶
（ＮＲ）胎面胶配方，考察白炭黑高效活性分散剂好
优达ＢＨ６８的性能。结果表明：白炭黑高效活性分
散剂好优达 ＢＨ６８可以显著降低白炭黑填充 ＳＢＲ
胶料和ＮＲ胶料的门尼粘度，提高交联密度、定伸
应力、撕裂强度、耐磨性能和抗湿滑性能，降低滚

动阻力；白炭黑高效活性分散剂好优达ＢＨ６８用量

为白炭黑用量的６％～１０％为宜，其与偶联剂Ｓｉ６９
共同使用效果更佳。

２０１５０７１　橡胶硫化烟气的组分和污染控制探讨
硫化烟气是橡胶行业的主要废气污染源之

一，介绍了硫化烟气的成分、排放特点和对环境的

影响，同时探讨了该类废气处理技术的难点和发

展趋势。

２０１５０７２　催化剂对炭黑转变为纳米炭微球和碳
管的影响

以二茂铁和二茂镍为催化剂，采用化学气相

沉淀法在１０００℃下，炭黑（ＣＢ）转变为炭纳米微球
和碳管。利用 ＸＲＤ、ＳＥＭ、ＴＥＭ、ＨＲ－ＴＥＭ和
Ｒａｍａｎ等对样品进行表征。结果表明，二茂铁和二
茂镍质量比不同，可得到形貌不同的纳米炭的结

构。与单金属催化剂相比，采用双金属催化剂合

成的纳米炭结构具有高结晶度。催化剂颗粒填充

在碳管内部或包裹的碳管外部，主要取决于催化

剂与炭黑的质量比。当炭黑∶二茂铁∶二茂镍为
１∶２∶２时，得到结晶度高的催化剂包裹多壁纳米炭
微球结构。

２０１５０７３　自动控制阀门故障工况下安全泄放量
的计算

在工艺设计中，工艺工程师应当分析每一个

自动控制阀门在故障工况下对系统安全所造成的

影响，并在可能造成超压的设备或管道上设置相

应泄放量的安全泄放装置。但目前国内相关规范

和手册上很少提及故障工况下安全泄放装置泄放

量的计算方法。参照国外相关规范，并结合实际

工作经验，提出了自动控制阀门故障工况下装置

所需安全泄放量的分析方法和计算公式。

２０１５０７４　白炭黑对炭黑／丁苯橡胶复合材料耐疲
劳性能的影响

研究白炭黑对炭黑／丁苯橡胶（ＳＢＲ）复合材
料耐疲劳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炭黑／ＳＢＲ复
合材料相比，白炭黑／炭黑／ＳＢＲ胶料的 ｔ１０延长，
交联密度下降，硫化胶的１００％和３００％定伸应力
减小，拉断伸长率增大；在相同应变下，ＳＢＲ复合
材料的疲劳寿命延长，疲劳裂纹增长速率对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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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敏感程度差别不大；白炭黑粒径越小，比表面

积越大，结构度越低，对ＳＢＲ复合材料的耐疲劳性
能越有利。

２０１５０７５　丙烯酸酯橡胶材料技术研发动向
文中介绍了丙烯酸酯橡胶聚合物的设计和最

新的研发动向。就丙烯酸酯橡胶在高温下工作的

研究方向作了概述。该文作者强调，提高其耐热

性乃是现今十分紧迫的需求，今后的研发也应以

此为主。

２０１５０７６　关于橡胶工业制品配方中槽法炭黑
Ｋ３５４的取代问题

由于生态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世界各国都相

继停止生产槽法炭黑，寻找其代用品就成了迫在

眉睫的研究课题。经过一系列试验和计算，确认

用炉法炭黑 Π３５４取代槽法炭黑 Ｋ３５４，胶料的各
项性能（如拉伸应力、拉伸强度、耐压缩老化性等）

均接近于采用槽法炭黑作为填料的胶料，或与之

相当。

２０１５０７７　液体氟硅橡胶
通过氢硅化反应（固化）由液体氟硅生胶制得

了橡胶。随其中甲基（ｙ－三氟丙基）硅氧链段的
增加，橡胶的耐油性得以提高。胶料中加入软木

粉，可提高硫化胶的耐油性能。

２０１５０７８　原子力显微镜力曲线研究炭黑表面吸
脱附力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对普通炭黑 Ｎ２２０、Ｎ３３０、
Ｎ５５０、Ｎ６６０和高结构炭黑 Ｎ１１５、Ｎ２３４、Ｎ３４７等７
种炭黑进行扫描并绘出相应的力曲线，依据力曲

线数据得到这 ７种炭黑的平均吸附力和脱附力
值。除了炭黑 Ｎ１１５的吸附力较大，平均值为 ４．
７１８ｎＮ外，其他 ６种炭黑的吸附力差异不大且其
值都小于１ｎＮ。炭黑表面活性集团的活性不同导
致不同炭黑之间的脱附力值差异较大，脱附力平

均值最大的炭黑 Ｎ６６０与脱附力平均值最小的炭
黑Ｎ２２０之间差异有８倍之多。总体而言，高结构
炭黑的脱附力平均值较大且活性集团分布较为集

中。普通炭黑的脱附力平均值除Ｎ６６０外都较小，
表面活性集团分布也较为分散。

２０１５０７９　丁苯橡胶与白炭黑相互作用对磨耗性
能的影响

选择３种不同结构的丁苯橡胶为基体，研究
了白炭黑用量以及白炭黑与橡胶间的相互作用对

硫化胶阿克隆（Ａｋｒｏｎ）磨耗和 ＤＩＮ磨耗性能的影
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溶聚丁苯橡胶 ＳＳ
ＢＲ７２６０６与白炭黑相互作用最强，ＳＳＢＲ２５５７Ａ次
之，而 ＥＳＢＲ１５０２最低。对于 Ａｋｒｏｎ磨耗，ＥＳ
ＢＲ１５０２达到最高耐磨性时白炭黑用量为 ６０份，
而ＳＳＢＲ２５５７Ａ为５０份，ＳＳＢＲ７２６０６为４０份。这
说明与白炭黑作用力越强，达到最佳耐磨性时白

炭黑的用量越少。对于 ＤＩＮ磨耗，随白炭黑用量
的增加，３种硫化胶的耐磨性能提高，但当白炭黑
用量高于４０份时，白炭黑用量再增加对３种硫化
胶的耐ＤＩＮ磨耗性能影响不大。

２０１５０８０　碳纳米管—聚碳硅烷陶瓷先驱体的制
备研究

通过化学修饰得到一种改性的碳纳米管，可

均匀分散于聚碳硅烷中形成一种碳纳米管掺混的

陶瓷先驱体 ＣＮＴ－ＰＣＳ，实验表明，该 ＣＮＴ－ＰＣＳ
熔体的流动指数大于１，粘流活化能为 １９５．４ｋＪ／
ｍｏｌ。该新型先驱体可用于制备高性能碳纳米管
增强碳化硅陶瓷材料，也可进行熔融纺丝，以制备

碳纳米管增强的碳化硅纤维。

２０１５０８１　炭黑原料油中的硫对设备腐蚀的研究
通过选择不同类型的金属材料，３０４不锈钢与

碳钢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模拟生产使用，确定炭黑

原料油硫对设备腐蚀的影响，通过试验证实随着

原料油硫含量增大，对不锈钢（３０４）的腐蚀也随着
增强。通过检测煤焦油与炭黑中的硫含量，分析

生产炭黑过程中硫化物的转化，通过尾气检测进

行验证硫的形态变化范围及程度。

２０１５０８２　甲烷气氛下模型化合物热解的初步研
究

以３％Ｎｉ／ＳＡＰＯ－３４为催化剂，研究了二苯甲
烷、二苯乙烷、苄基苯基醚在氮气或甲烷气氛下的

热解反应，反应温度为３８０～４８０℃，初始压力为５
～７ＭＰａ，反应时间为１～２ｈ。结果表明，催化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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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地促进模型化合物中 Ｃ（芳）－Ｃ（烷）及
ＣＨ２－ＣＨ２键的断裂，对脱氢反应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并且能促进活性氢向裂解的自由基转移，使自

由基加氢；甲烷气氛下模型化合物的热解效果要

优于氮气气氛；温度是热解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

模型化合物热解稳定性顺序不同，二苯甲烷较难

裂解，二苯乙烷次之，苄基苯基醚最易裂解。同时

也探讨了十氢萘、四氢萘、萘和１－甲基萘对二苯
乙烷热解的影响，发现加入供氢溶剂后转化率降

低，溶剂对氢解裂化反应具有抑制作用，四氢萘的

抑制作用较强，其他供氢溶剂抑制作用较弱。

２０１５０８３　点火位置对弯管预混火焰传播特性的
影响

通过自行设计的９０°弯曲管道燃烧平台，结合
纹影光学系统、高速摄像机和离子探针技术，研究

了不同点火位置对丙烷／空气预混火焰在９０°弯曲
管道内传播特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水平点

火条件下，火焰阵面在水平管道内经历了球形、半

球形、指尖形以及 Ｔｕｌｉｐ火焰结构４个阶段，预混
火焰也从层流燃烧转变为湍流燃烧；垂直点火条

件下，火焰阵面在弯曲管道内沿下壁面拉伸，进入

水平管段后形成类似Ｔｕｌｉｐ火焰结构，火焰基本处
于流层燃烧状态。

２０１５０８４　Ｌｉ２Ｍｎ４Ｏ９—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
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采用溶胶凝法制备 Ｌｉ２Ｍｎ４Ｏ９，将其与氧化石
墨烯在不同溶剂中进行溶剂热反应，以制备

Ｌｉ２Ｍｎ４Ｏ９—石墨烯复合材料，通过 Ｘ射线衍射
（ＸＲＤ）、扫描电镜（ＳＥＭ）进行表征，并对其进行一
系列的电化学性能测试，包括充放电、循环伏安、

循环 效 率、循 环 性 能 和 交 流 阻 抗 测 试。

Ｌｉ２Ｍｎ４Ｏ９—石墨烯复合材料首次放电比容量由
１４４．６ｍＡｈ／ｇ提高至２１２．８ｍＡｈ／ｇ，５０次充放电循
环后，库仑效率保持在９５％以上，电化学性能得到
提高。

２０１５０８５　基于自发辐射断层成像技术的二维预
混火焰重建

将燃烧诊断中的自发辐射测量与计算机断层

成像技术（ＣＴ）相结合，可克服自发辐射测量结果

为空间积分的缺点，获得火焰的空间结构，首先对

投影重建算法进行优化，并利用仿真实验，研究了

优化重建算法对重建质量的影响；然后设计并实

现了二维预混火焰，测量了 ＯＨ和 ＣＨ的自发辐
射，并重建了火焰结构；最后将重建图像与二维火

焰的真实图像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利用燃烧的

先验知识，能够进一步优化重建算法，提高重建质

量；采用自发辐射断层成像技术（ＣＴＣ）能够对火
焰进行较好的重建，归一化均方根距离参数 ｄ和
归一化平均绝对距离参数 ｒ均能达到１０－１的数量
级，可以较准确地描述火焰结构。该研究方法可

以很方便地扩展到对三维火焰结构的研究。

２０１５０８６　Ｔ７００级炭纤维表面特性及其对复合材
料界面性能的影响

以不同厂家生产的 ３种 Ｔ７００级炭纤维
Ｔ７００ＳＣ、ＵＴ５００和ＣＦＴ７００为研究对象，采用ＳＥＭ、
ＡＦＭ对纤维的表面形貌和粗糙度进行表征，通过
表面／界面张力仪对炭纤维的表面能和浸润性能
进行分析，然后对炭纤维／环氧６１８复合材料的层
间剪切强度和断面形貌进行分析，以探讨炭纤维

表面特性和浸润性能与复合材料界面性能的关

联。结果表明，Ｔ７００ＳＣ纤维表面光滑，粗糙度较
小，ＵＴ５００和 ＣＦＴ７００纤维呈现表面沟槽状态，粗
糙度 较 大。与 Ｔ７００ＳＣ纤 维 相 比，ＵＴ５００和
ＣＦＴ７００纤维表面能更高，与环氧树脂具有更好的
浸润性能。ＩＬＳＳ测试和断面分析结果表明，
Ｔ７００ＳＣ纤维复合材料 ＩＬＳＳ为６７．３４ＭＰａ，界面结
合较差；ＵＴ５００和 ＣＦＴ７００复合材料 ＩＬＳＳ分别为
７９．５４ＭＰａ和 ８５．６９ＭＰａ，界面结合较好。炭纤维
浸润性能与复合材料的宏观ＩＬＳＳ性能具有较好的
一致性。

２０１５０８７　ＣａＣｌ２催化ＮａＢＨ４还原氧化石墨烯
以ＣａＣｌ２作为催化剂、ＮａＢＨ４为还原剂，还原

氧化石墨烯。还原反应能在室温下进行，并以去

离子水作为唯一的溶剂，此法是一种低能耗、环保

并简易的方法。通过红外光谱、紫外光谱、Ｘ射线
光电子能谱、表面电阻测量手段研究ＣａＣｌ２添加量
对氧化石墨烯还原程度的影响。采用透射电子显

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观察氧化石墨烯和还原氧化

石墨烯的形貌。结果表明，以氯化钙作为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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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氧化石墨烯，能更有效地去除氧化石墨烯表

面的含氧官能团，提高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导电性。

当ＣａＣｌ２添加浓度达到５０ｍｍｏｌ／Ｌ时，还原氧化石
墨烯Ｃ／Ｏ比达到５．３８，表面电阻达到１８．６ｋΩ／ｓｑ。

２０１５０８８　反应烧结制备碳化硅增强石墨复合材
料及其性能

以鳞片石墨和硅粉为混合原料，采用真空热

压烧结工艺制备碳化硅增强石墨基复合材料。考

察原料中硅粉含量对复合材料性能和结构的影

响。ＸＲＤ与 ＳＥＭ分析表明，经 １９００℃热压烧结
后，硅粉与石墨发生原位反应生成碳化硅强化相，

形成的碳化硅均匀分散在石墨片层间。随着硅质

量分数从２８．０６％提高到３７．９４％，复合材料的弯
曲强度从１１２ＭＰａ提高至２０６ＭＰａ。此外，当硅含
量低于 ３１．４６％时，复合材料的摩擦系数恒定为
０．１，与纯石墨的摩擦系数相当。

２０１５０８９　水性环氧树脂乳液的制备及其应用

以环氧树脂Ｅ－５１、甲基纳迪克酸酐、聚乙二
醇为原料合成了反应型乳化剂，最佳工艺条件是

酯化反应时间为３ｈ，温度为７５℃；环氧开环反应
时间为５ｈ，温度为 １００℃。通过相反转法制备出
水性环氧树脂乳液，并调节配方得到水性环氧地

坪面漆，该漆膜性能优异。

２０１５０９０　改性白炭黑对 ＮＲ／ＢＲ／ＳＢＲ并用橡胶
力学性能的影响

本文系统研究了经不同改性剂单独及复配改

性后白炭黑对 ＮＲ／ＢＲ／ＳＢＲ并用橡胶力学性能的
影响。结果表明：经硅烷偶联剂ＷＤ－５０，ＷＤ－８１
以及油酸改性的白炭黑填充后并用橡胶的力学性

能明显增强，抗拉强度提升到１５．０７ＭＰａ，撕裂强
度达到 ３６．４６ＭＰａ，３００％定伸应力提升到 ３．
２１ＭＰａ，硬度为５７ＨＡ，拉断伸长率为８６９．０１％，扯
断永久变形为１９．６％，符合普通橡胶板的国标要
求。并用橡胶拉伸断面 ＳＥＭ照片显示，改性后的
白炭黑可以较好的和橡胶基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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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接第１３页）
　　本次普查中样品合格的企业列于表５，以便企 业间交流。

表５　２０１４年度全国炭黑质量普查合格品企业名录
企业名称 样品品种 企业名称 样品品种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Ｎ２３４、Ｎ３２６、Ｎ３４７、Ｎ５５０、Ｎ６６０、白炭黑 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 Ｎ３３０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Ｎ２２０、Ｎ２３４、Ｎ３７５、Ｎ６６０、白炭黑 江西云维飞虎炭黑有限公司 Ｎ３３０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Ｎ２３４、Ｎ３３０、Ｎ３３９、Ｎ６６０、白炭黑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Ｎ２３４
邯郸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２３４、Ｎ３７５、Ｎ６６０ 山东银宝炭黑有限公司 Ｎ３２６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Ｎ２３４、Ｎ３３０、Ｎ７６２ 山西远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２６
朝阳黑猫伍兴岐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２６、Ｎ３３０ 山西志信化工有限公司 Ｎ６６０
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巨无霸炭黑有限

公司
Ｎ２２０、Ｎ７７４ 唐山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３０

青州博奥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２６、Ｎ５５０ 无锡双诚炭黑有限公司 Ｎ５５０
攀枝花前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干法Ｎ３２６、干法Ｎ２１９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白炭黑

山东贝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Ｎ１２１、Ｎ１３４ 无锡恒诚硅业有限公司 白炭黑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 Ｎ３３０ 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白炭黑

山西恒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Ｎ３３０、Ｎ６６０ 福建省沙县金沙白炭黑制造有限公

司
白炭黑

山西黑马炭黑有限公司 Ｎ３３０、Ｎ６６０ 晋江富联化工有限公司 白炭黑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Ｎ２２０、Ｎ６６０ 连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白炭黑

韩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Ｎ１３４ 横店集团浙江英洛华硅材料有限公

司
白炭黑

河南双信炭黑有限公司 Ｎ１１５ 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白炭黑

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 Ｎ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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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绿色化浪潮激活白炭黑产业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米其林公司使用罗地亚公司
的专利产品———高分散性白炭黑，推出了高性能

的“绿色轮胎”后，“绿色轮胎”以其舒适安全、环

保节能的特点被大众接受，这也使得全球每年对

沉淀法白炭黑（即沉淀水合二氧化硅，俗称“白炭

黑”）的需求以４％～５％的速度稳步增长。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

展，对各类轮胎的需求也持续快速增长，子午胎类

的环保轮胎占比不断提升。目前，欧洲“绿色轮

胎”的普及率已达９０％以上，国内也已开始配方研
究，鉴于人们对安全和节能减排的日益重视，“绿

色轮胎”将是轮胎工业的发展趋势。

２０１４年３月，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已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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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的中国轮胎生产
商能够生产绿色轮胎，其中又有不低于５０％的产
能是“绿色轮胎”，总产能 ２５％以上为“绿色轮
胎”。由朗盛公司委托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ＣＡＴＡＲＣ）实施的研究报告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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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整体
轮胎市场绿色化率有望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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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国家公布的“轮胎产业政策”明确提出了“鼓励发

展环保型橡胶助剂和专用炭黑、白炭黑等原料”的

内容，随着国家一系列规划和政策的出台，以及中

国汽车和轮胎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沉淀法白炭

黑的产能、产量和市场需求将会继续增长。

“绿色轮胎”用高分散白炭黑市场潜力巨大：

专家预计，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国内轮胎对白炭黑需
求量分别在５６万吨、１６５万吨，其中高分散白炭黑
分别在３８万吨、１４２万吨；全球轮胎对白炭黑需求
量分别在１６７万吨、３３１万吨，其中高分散白炭黑
分别在１２９万吨、２９２万吨。而２０１２年国内轮胎
对白炭黑需求量只有１８万吨，其中，高分散白炭
黑的需求量只有不到４万吨；全球轮胎对白炭黑
需求量只有６９万吨，其中普通白炭黑３４万吨，高
分散白炭黑的需求量３５万吨。

据了解，我国约７０％的白炭黑用于生产轮胎
和其它橡胶制品，因此白炭黑的发展速度主要取

决于汽车、轮胎和橡胶工业的发展速度。随着轮

胎子午化、环保节能和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白

炭黑在轮胎中的应用也越来越重要。目前，在要

求降低滚动阻力、提高抓着性能方面，白炭黑与炭

黑并用表现出优良的性能，而一些轮胎生产企业

已在配方中全部用白炭黑替代炭黑生产“绿色轮

胎”。白炭黑对炭黑的替代是大趋势。轮胎用白

炭黑目前基本被罗地亚和赢创、ＰＰＧ等国际巨头
垄断了９０％以上的市场份额。由于看好高分散白
炭黑在“绿色轮胎”中的应用，法国罗地亚（现已被

比利时苏威收购）过去三年扩张了４０％的产能，德
国赢创工业集团则将在２０１５年之前扩能３０％。近
年来，沉淀法白炭黑在雪地轮胎、防滑轮胎和“绿色

轮胎”中得到大量应用。轮胎是沉淀法白炭黑第二

大消费用户，其消费比例约占总消费量的１６％。
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白炭黑生产国，２０１３

年，中国白炭黑产能达２２０万吨，同比增长８１％，
增速有所放缓，约占全球总产能的６０％。其中，沉
淀法白炭黑产能２０７９万吨，同比增长７４４％。

研究报告显示，国内白炭黑产能的不断增长

主要得益于下游需求，尤其是“绿色轮胎”需求的

增长以及生产厂商扩建项目的陆续投产。据了

解，无锡确成硅化学有限公司是中国目前最大的

沉淀法白炭黑生产商。２０１３年３月，该公司无锡
生产基地低聚高分散型（ＬＰＳ／ＨＤＳ）白炭黑生产
线竣工投产，单线产能为６万吨／年；２０１４年３月，
其子公司安徽确成硅化学有限公司年产７万吨低
聚高分散型白炭黑生产线投产。截止 ２０１４年 ９
月底，无锡确成硅化学有限公司沉淀法白炭黑产

能已达到２５万吨／年，成为白炭黑行业全球第三、
亚洲地区最大的生产供应商。

除了国内民营企业扩产之外，外资企业也纷

纷扩大在华白炭黑产能。２０１３年底，苏威白炭黑
青岛工厂将年产能从７２万吨提升至１１２万吨。
苏威主要生产沉淀法白炭黑，产能为３８万吨，在
全球拥有８个白炭黑生产基地，其产能占全球产
能的１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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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沉淀法白炭黑生产企业产能概况

生产企业
企业

类别

产能

（万吨）

无锡确成硅化学有限公司 民营 ２５０
株洲兴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民营 １３０
福建正盛无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１１５
苏威白炭黑（青岛）有限公司 外资 １１２
赢创嘉联白炭黑（南平）有限公司 外资 １００
三明市丰润化工有限公司 民营 ９５
山东联科白炭黑有限公司 民营 ８０
通化双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６６
福建沙县金沙白炭黑制造有限公司 民营 ６５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３５
江西黑猫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２０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１５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０９
　　　　合　　计 １０９２

　　数据截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底。

　　根据沉淀法白炭黑应用相关产业发展趋势，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沉淀法白炭黑的需求将以年

均约１０％的速度增长，其中，轮胎行业的需求将呈
现出较快的增长。随着产能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升，国内沉淀法白炭黑产品质量已基本能够满足

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过，当前我国沉淀法白炭

黑的产能已经出现了过剩的趋势，今后的发展重

点将不再是大规模新建或生产装置，而是要进一

步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研究开发一些高

附加值产品，从而减少进口，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业内专家预计，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国内轮胎对白
炭黑需求量分别为５６万吨、１６５万吨，其中高分散
白炭黑分别为３８万吨、１４２万吨；全球轮胎对白炭
黑需求量分别为１６７万吨、３３１万吨，其中高分散白
炭黑分别为１２９万吨、２９２万吨。而２０１２年国内轮
胎对白炭黑需求量只有１８万吨，且绝大部分都是普
通白炭黑，高分散白炭黑的需求量尚不到４万吨；全
球轮胎对白炭黑需求量仅有６９万吨，其中普通白炭
黑３４万吨，高分散白炭黑的需求量３５万吨。

随着“绿色轮胎”时代的到来，高分散白炭黑

的市场需求将呈现跨越式增长，尤其是中国“绿色

轮胎”的发展，将促使轮胎用白炭黑占全世界的比

例由 ２０１２年 的 ２５５４％ 提 高 到 ２０１５年 的
３３４９％、２０２０年的４９６４％，高分散白炭黑占全世
界的比例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１０３％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
２９４６％、２０２０年的４８５５％。总之，轮胎用白炭黑
未来市场潜力巨大，其中轮胎用高分散白炭黑发展

潜力远远大于轮胎用普通白炭黑，轮胎用高分散白

炭黑中，半钢胎的市场潜力又远远大于全钢胎。

２０１２年，轮胎用白炭黑占比白炭黑总产量的
１５３５％，而用于轮胎的高分散白炭黑仅占白炭黑产
量的３３６％；预计到２０１５年轮胎用白炭黑占比白
炭黑总产量将达到３８６％，而用于轮胎的高分散白
炭黑将占白炭黑产量的２６２７％；到２０２０年轮胎用
白炭黑占比白炭黑总产量将达到６３２１％，而用于
轮胎的高分散白炭黑将占白炭黑产量的５４５１％。

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国内沉淀法白炭黑价格呈
现单边下滑走势，年初均价４３５０元／吨，年末收于
４１１４元／吨，全年跌幅为５４３％。预计２０１５年国
内沉淀法白炭黑市场价格不会出现较大波动，依

然维持在４０００～４３００元／吨。
从需求来看，近年来，国内白炭黑需求结构发

生了一些变化，制鞋需求比例出现下滑，而轮胎需

求比例呈现上升，主要是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带动

轮胎需求，尤其是“绿色轮胎”的快速增长。２０１３年，
中国沉淀法白炭黑下游制鞋需求占比３８％（２０１１年
为４０％），轮胎需求占比２０％（２０１１年为１８％）。

专家表示，面对国内“绿色轮胎”用高分散性

白炭黑巨大市场需求，国内白炭黑企业应当抓住

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尽早开发和研制出国产高

分散白炭黑产品，利用我们的原料和劳动力成本

的优势，迅速抢占国内市场，最终实现从白炭黑生

产大国到强国的转换。

沉淀法白炭黑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未来白炭

黑相关生产企业应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在“十二

五”末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白炭黑行业销

售收入将随着“绿色轮胎”的发展呈现不断增长的

趋势，利润水平有望稳步提升。 （尹强）

２０１５中国炭黑企业十强名单出炉

　　近日，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公示了“２０１５年中国
橡胶工业百强企业”名单。其中，有１０家炭黑企业
入围，按２０１４年主营业务收入（参见括号中数据，单
位：亿元）排名如下：１）江西黑猫炭黑公司（５３７０）；
２）河北龙星化工公司（２２５５）；３）苏州宝化炭黑公

司（１１８６）；４）山东金能科技公司（８６３）；５）大石桥
市辽滨炭黑厂（８４０）；６）石家庄市新星化炭公司
（８１２）；７）山西永东化工公司（７２９）；８）河北大光
明实业集团公司（７０５）；９）山东贝斯特化工公司
（６６１）；１０）山东耐斯特炭黑公司（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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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纤维用炭黑市场前景可期

　　美国市场研究咨询机构“大视野研究”近期发
布的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２年全球纺织纤维用炭黑
销售量为 ８５２００吨，２０１３年增长到了 ９０１００吨。
近年来，棉花产量由于其它农作物需求不断增长

而下降，这样的趋势一直在推动合成纺织纤维的

需求。炭黑除广泛用于橡胶、轮胎、涂料、油墨、塑

料等行业外，它也在纺织工业中被用作着色剂。

纺织纤维用炭黑市场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预

计未来的６年中其增速将会呈现出明显上升。
据介绍，炭黑可赋予纤维高颜色坚牢度和一

致性。纺织纤维的高拉伸强度、颜色迁移率最低

以及其生产的低环境影响，这些因素的愈发重要

预计将对炭黑的需求产生积极影响。炭黑可以提

高纺织纤维的拉伸强度，减少磨损和撕裂。工业

服装、防护服和户外穿戴等耐久应用对优质纤维

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炭黑的上述特性有望拉动纺

织纤维用炭黑的需求。由于具有改善颜色要求、

提高耐用性、降低红外辐射标准的特点，炭黑已经

在军用纺织品中获得了认可，这一趋势可望进一

步加速预测期内的市场增长。

另一方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ＩＡＲＣ）的一项
研究认为炭黑有可能使人类致癌。预计这将会阻

碍该市场发展的不利因素。此外，炭黑是通过碳

氢化合物如石油、煤焦油、乙烯焦油和天然气等不

完全燃烧产生的。对原油储备逐渐耗尽和石化产

品价格波动的担忧，预计将在定价及盈利能力方

面对该市场构成挑战。

产品方面，聚酯纤维是该市场主要的产品细

分行业，炭黑的消费量占纺织纤维行业总量的一

半以上。聚酯是一种纺织行业广泛使用的合成纤

维，预计其在预测期内的需求将会逐年增长。聚

酯纤维消量费的增加反过来又有望带动今后６年
的炭黑需求。合成纺织纤维生产中，尼龙纺织纤

维由于具有耐磨性、耐用性和耐热性，广泛应用于

安全带、地毯和军事用途，预计其市场需求将出现

大幅度增长。尼龙纺织纤维的需求日益增长，或

将对纺织纤维用炭黑的需求产生积极影响。目

前，装饰织物和服装面料的需求持续增长，预计这

将有望拉动丙烯酸纤维的消费，进而推动纺织纤

维用炭黑市场的增长。

从最终用途看，炭黑的主要终端用户包括家

用纺织品、服装服饰以及防护服、汽车、农业等其

它终端用途。服装面料是纺织纤维用炭黑的主要

终端用户。巴西、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新兴市场

收入水平的上升，推动了服装服饰对高质量合成

纤维的需求。增加服装面料的炭黑用量以改善颜

色分散，减少磨损及撕裂以提高耐用性，预计会对

全球市场产生确定的影响。汽车应用（如安全带）

对尼龙纤维的需求日益增长，有望进一步推动预

测期内对炭黑的需求。

该研究报告指出，亚太地区是纺织纤维用炭

黑的主要区域市场，２０１３年占总市场容量的５０％
以上。由于该地区纺织工业蓬勃发展，亚太地区

在预测期内将会出现明显的增长。中国和印度等

新兴市场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必然促进亚太地区

纺织工业的发展，而这又有望推动未来６年的炭
黑需求。北美市场的特点是服装、军用被服及家

纺产品如地毯、地毯和床上用品对合成纤维的需

求不断增长，预计炭黑市场将因该地区合成纤维

的发展而受益。

纵观全世界的纺织纤维用炭黑市场，当前较

为活跃的重要生产厂商包括：德国的欧励隆工程

碳公司，美国的卡博特公司、Ｓｉｄ理查森炭及能源
公司、大陆炭公司（由台湾中国合成橡胶公司控

股），印度的博拉炭黑公司、菲利普炭黑公司，中国

河南的安阳市恒旭特种炭黑公司，日本的三菱化

学株式会社、东海碳素株式会社，瑞士的益瑞斯石

墨和碳素公司等。 （清风）

２０１４年中国炭黑表观消费量为４３６万吨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４
年全国炭黑总产量为５１０００万吨，增长８４６％。据
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４年我国炭黑进口量为

１０２７万吨，出口量为８４１８万吨，炭黑出口量占总
产量的１５９２％。从以上数据测算，那么２０１４年中
国的炭黑表观消费量应为４３６０９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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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励利隆去年炭黑销量与利润双增加

据美国《橡胶世界》报道，欧励隆工程炭公司

２０１４年的炭黑总销售量为９９０９万吨，而２０１３年
为 ９６８３万吨，同比增长 ２２６万吨，增幅为
２３％。这种经营业绩的取得，是受到特种炭黑销
量，特别是美洲和欧洲特种炭黑销量的增长所驱

动。美洲和韩国橡胶炭黑销量的增长，部分被欧

洲和南非的需求不旺所抵消。

由于销售量增长了 ２３％，２０１４年的毛利增
加２３３０万欧元，达到４１９７亿欧元，而２０１３年的
毛利为 ３９６４亿欧元，增幅达 ５９％。毛利的增
长，除了销售量的增长之外，该公司运营效率的持

续改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２０１４年的销售量增长了，营业收入却减
少２１２０万欧元，为１３１８４亿欧元，而２０１３年的营
业收入是１３３９６亿欧元，降幅达１６％。这主要
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即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到炭

黑的销售价格，以及售出的产品品种比例之间的

变动。

２０１４年调整后的 ＥＢＩＴＤＡ（扣除利息、税项、
折旧及摊销之前的利润额）增加了１６５０万欧元，
达到２０７７亿欧元，而２０１３年为１９１１亿欧元，增
幅达８７％。这是由于毛利的增加，以及公司对成
本控制的结果。

（袁丁）

苏威在韩国兴建白炭黑生产工厂

据海外媒体最新报道，苏威公司已开始在韩

国群山（Ｇｕｎｓａｎ）兴建高分散白炭黑（ＨＤＳ）生产工
厂，以满足亚洲对节能轮胎和开发 ＨＤＳ新品种日
益增长的需求。该工厂于４月２７日正式破土动
工建设，年产８万多吨高分散白炭黑，预计将在未
来两年内投入运营。

苏威白炭黑业务部将该工厂在生产高性能白

炭黑品种，包括最近推出的 Ｅｆｆｉｃｉｕｍ—此款新产品
旨在提高轮胎胶料的生产率和灵活性。

苏威白炭黑业务部负责人表示，这一新生产

平台将致力于在亚洲开展白炭黑创新。利用它

与设于首尔的苏威研究创新中心的白炭黑研究

设施，与区域客户进行密切合作，从而加快技术

创新。

新建工厂位于全罗北道的新万金 －群山开发
区内，它将逐步取代苏威仁川白炭黑生产基地现

有大部分产能，因后者处在未来规划的住宅开发

区内。 （宇虹）

美国将建全球最大废轮胎

炭黑回收装置

　　据海外媒体消息，废轮胎回收炭黑市场的
领军企业，德国 ＰｙｒｏｌｙｘＡＧ公司宣布与美国科
罗拉多州的 ＣＨ２Ｅ集团伙伴关系。ＣＨ２Ｅ集团
拥有全美最大的废轮胎堆放场，总堆贮容量达

６０万吨。
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总部位于慕

尼黑的 ＰｙｒｏｌｙｘＡＧ公司将在科州哈德逊的
ＣＨ２Ｅ公司场地，建立一个可用于商业化的 Ｐｙ
ｒｏｌｙｘＡＧ生产装置，美国公司将提供高品质的
废轮胎碎屑及建厂所需的土地。该装置定于

２０１６年投产，随后 ＰｙｒｏｌｙｘＡＧ与 ＣＨ２Ｅ将兴建
更多用废轮胎制造回收炭黑的生产线。以目前

的标准来衡量，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废轮胎回

收炭黑生产装置。

ＰｙｒｏｌｙｘＡＧ已开发出一种在可持续闭环回收
中由废轮胎获得高品质炭黑的专利工艺。这种炭

黑可用于制造新轮胎。此工艺据说是一种有助于

保护自然资源的绿色技术。ＰｙｒｏｌｙｘＡＧ表示，此举
是公司进军全球第二大市场—美国市场所采取的

重要战略步骤。由于其回收炭黑现已成功通过轮

胎行业的测试，该装置完成后 ＰｙｒｏｌｙｘＡＧ将在美
国境内大量生产回收炭黑。

（安琪）

理查德森研发三种胎体用炭黑新品

据美国《橡胶世界》杂志报道，美国理查德森

公司在节能硬质炭黑 ＥＳ２００研发成功之后，最近
又有３种节能软质炭黑投放市场。它们的商品名
为 ＥＳ６００、ＥＳ６０１和 ＥＳ７００，分别是 ＡＳＴＭ命名系
统的Ｎ６６０、Ｎ６５０和 Ｎ７７４炭黑的低滞后品种。它
们的共同特点是，赋予胶料更低的滞后损失和更

高的回弹性能。据说，这类节能炭黑，在造粒过程

中其表面经过改性，提高了胶料中炭黑 －橡胶之
间的相互作用。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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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特异发布含新一代白炭黑的

环保轮胎

　　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已开始采用新一代白
炭黑来提升轮胎的燃油效率。这种新一代白炭黑

将首次用于固特异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ｒｉｐ越野车轮胎，此款
轮胎５月份将首先在拉丁美洲市场发布。

尽管固特异尚未确定推向北美市场的时间

表，其含新一代白炭黑的轮胎２０１６年将会推向其
它地区。该公司称，十多年来，固特异科研人员一

直在与ＰＰＧ公司合作研究化学处理白炭黑对轮胎
性能的影响，旨在进一步降低轮胎滚动阻力，而又

不对湿地牵引性产生不利的影响。

新一代白炭黑即ＰＰＧ推出的Ａｇｉｌｏｎ功能白炭
黑，它已被证明具有明显的加工优势，同时也有利

于环保。固特异公司表示，由于这种白炭黑更容

易混入胶料中，轮胎工厂在生产过程中的能耗更

低，排放的废物更少。据悉，为了生产出更为环保

的“绿色轮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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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极大减少运

往垃圾填埋场的废弃物，从而对环境产生积极的

影响。２０１４年，固特异与供应商达成了购买焚烧
稻壳后所留下的灰烬制取的白炭黑的供货协议。

研究表明，将白炭黑与橡胶混配来制造轮胎

胎面，可以增加橡胶的强度，有助于降低滚动阻

力，提高燃油效率。不仅如此，白炭黑还能有效提

高轮胎的湿地抓着性能，大大改善车辆的安全性。

（朱永康）

卡博特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减少２７７％

美国卡博特公司近日公布的财务报告显示，

该公司２０１５年第一季度的净销售额为６９４亿美
元，而去年同期为８９８亿美元，同比减少２２７％。
同期的净利润为２６００万美元，而上年同期为３６００
万美元，同比减少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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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第一季度的
息税前利润（ＥＢＩＴ）为 ２７００万美元，同比减少
５８５％，环比减少 ４９１％。ＥＢＩＴ的大幅下降，主
要是由于炭黑产品较低的合同价格，致使利润率

较低。另外，较低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对今年一季

度供应链中周转的高成本库存造成较大的冲击。

该公司高性能化学品业务（包括特种炭黑、用

特种炭黑制备的色母粒和喷墨着色剂产品、气相

白炭黑和气凝胶产品），２０１５年第一季度的 ＥＢＩＴ
为４２００万美元，同比减少８７％，这主要是由于特
种炭黑和喷墨着色剂销售量减少４％，而售出的品
种比例也对利润增长不太有利。今年一季度，高

性能化学品的ＥＢＩＴ环比增长７７％。这主要是由
于季节性影响，特种炭黑、色母粒和喷墨着色剂的

销量增长１２％，而气相白炭黑销售量也增长３％
所致。 （袁丁）

２０１５亚太炭黑会议将在日本横滨召开

据日本《橡胶时代》报道，日本炭黑协会宣布，

２０１５亚太炭黑会议（２０１５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Ａｓｉａ－Ｐａ
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将于１１月４日至６日在日本神奈
川县横滨市举行。与会成员以亚洲 －太平洋国家
的炭黑制造商、用户和原料供应商为主，并有生产

设备和测量仪器供应商参加；会议日程包括主旨

演讲和炭黑制造和应用技术，以及原料趋势等方

面的信息交流。

亚太炭黑会议始创于１９９３年，每两年举行一
次，今年的会议是第１２届，而第１届会议是在泰
国普吉岛召开的，上一届会议是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在
台湾的台北市举行。这是日本炭黑协会第二次主

办这类国际会议，上一次是１９９９年在神奈川县叶
山召开的第４届会议。 （袁丁）

阳光华泰通过ＩＳＯ／ＴＳ１６９４９：２００９
体系认证

　　山西阳光华泰炭黑公司最近通过了 ＩＳＯ／ＴＳ
１６９４９：２００９体系认证。这项 ＩＳＯ／ＴＳ１６９４９标准
是国际汽车行业的技术规范，它是在 ＩＳＯ９００１的
基础上，加进了汽车行业的专业技术要求。该公

司通过了这项标准认证，标志着该公司的炭黑产

品可直接向汽车行业相关生产企业供货，进一步

拓宽了产品销售的市场空间。

目前，该公司炭黑产能约为８万吨，其中硬质
炭黑５万吨。软质品种３万吨。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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