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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中国炭黑展望会（ＣＢＣ’１６）

征 文 启 事

“中国炭黑展望会”（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Ｃｈｉｎａ，简写ＣＢＣ）是中国炭黑行业规模最大、档次最
高、最具权威性的学术会议，至今已连续举办了１４届（每两年一届）。２０多年来，ＣＢＣ在凝聚
中国炭黑行业共识、传播中国炭黑行业信息、促进中国炭黑行业健康和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随着２００８年会议的国际化，“中国炭黑展望会”如今已成为与“世界炭黑会
议”、“亚太炭黑展望会”齐名的全球三大炭黑盛会之一。

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发展，对炭黑及白炭黑的需求迅速增长，中国炭黑工业日益发展壮

大。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炭黑产量已经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炭黑市场备受国际炭
黑界及相关业界关注，中国的炭黑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已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２０１６年中国炭黑展望会（简称“ＣＢＣ’１６”）定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２２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海
南新燕泰大酒店举行。本届展望会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历届会议的科技基础，搭建一个中外炭黑界

人士信息交流的平台，旨在促进我国炭黑行业以及相关应用行业的信息共享，加快炭黑生产技术

创新与应用推广的步伐，推动中国炭黑工业的协调发展和科技进步，展望中国炭黑工业的发展远

景，共同应对当前炭黑行业面临的种种挑战，为加快中国炭黑工业的国际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热忱欢迎炭黑、白炭黑（包括其它浅色补强材料）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轮胎、

橡胶、塑料、油漆、油墨生产企业以及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

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交学术论文。入选论文将收入《２０１６年中国炭黑展望会论文集》，并陆续在
《炭黑工业》杂志上刊登。。

欲了解会议具体安排及论文板块设置，请浏览会议专用网站：ｗｗｗ．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ｃｏｍ

征文要求
１．论文观点明确，内容翔实，文字力求简练，原则上不超过８０００字。
２．论文书写格式与《炭黑工业》投稿的要求相同，最好能提供中、英文对照稿，排版软件建

议采用Ｗｏｒｄ。
３．拟提交论文的作者，请在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日前将题目、摘要报组委会 杨鸿、朱永康。

４．征文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请勿一稿多投。
５．征文截止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征文用Ｅ－ｍａｉｌ投稿，请发送至ｃｂｃ＠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ｃｏｍ或０８１３ｔｈｇｙ＠１６３．ｃｏｍ，

主题为“２０１６展望会投稿”。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２１３１１０、０８１３－８２１３１１２　　传真：０８１３－８２１３２１２

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　炭 黑 分 会
全 国 橡 胶 工 业 信 息 中 心　炭黑分中心

２０１５年７月



炭黑补强丁腈橡胶的热动力学和硫化动力学行为

ＳｕｚａｎａＳａｍａｒｉｊａ－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１，Ｖ．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１，ＧｏｒｄａｎｄＭａｒｋｏｖｉｃ２

（１．塞尔维亚 普里什蒂纳大学 自然科学及数学系；２．塞尔维亚 Ｔｉｇａｒ轮胎公司）

摘　要：论述了对用Ｎ－３３０炭黑补强的丁腈橡胶（ＮＢＲ）进行热性能、硫化动力性能、和溶胀性能评估的结果，其中炭

黑质量比为０～１００ｐｈｒ。用两个高温流变动力曲线（Ｔ１＝１８０℃ 和Ｔ２＝１９０℃）来确定动力学参数。用溶胀测量法来计算交

联密度。在２５℃～７５０℃的温度范围内测量试样的热稳定性。

关键词：丁腈橡胶；炭黑；交联密度；溶胀性能；热稳定性

　　弹性体大分子必须有双键，这样才会有硫化
发生。添加硫磺使相邻大分子链连接，从而使环

即－Ｃ－Ｓｘ－Ｃ发生硫键链接（交联）。可看到相
同的键链接同时发生衰变行为。众所周知，活性

填料在硫化过程中会影响到交联过程，这样就造

成与硫桥和共价－Ｃ－Ｃ－键不同的移动链接。硫
化转化最常用、最实用的方法，是用口型流变仪在

一定应力下对等温扭矩与时间关系进行机械动态

测量。流变技术通常用于测量填料对交联率的作

用。流变仪能提供所有键的有效交联时间。基于

橡胶机械性能，有人曾研究并整理了的动力学曲

线。中间产品，可能用硫键浓度为 Ｃ１ｎ进行的交

联，而受到分解，得到硫键浓度 ｃ的最终产品。从
上可得出：

　　ｄｃｉｎ／ｄｔ＝ｋ１（ｃ０－ｃｉｎ） （１）
在该公式中ｃ０是硫化剂的初始浓度。从该公

式可得出硫键的最终浓度：

　　ｃ＝ｋ１ｃ０／（ｋ２－ｋ１）
［ｅｘｐ（－ｋ１ｔ）－ｅｘｐ（－ｋ２ｔ）］ （２）

其中，ｋ１和 ｋ２分别是交联和硫化返原的硫化
率常数，ｔ是时间。有人研究出，在硫化过程中测
得的流变获得阻力炬Ｆ，用以下公式表示：

（Ｆ－Ｆａ）＝ｋ１（Ｆ－Ｆａ）／（ｋ２－ｋ１）［ｅｘｐ（－ｋ１ｔ）
－ｅｘｐ（－ｋ２ｔ）］ （３）

这看起来又类似于公式（２），其中 Ｆａ是所检
测材料的扭矩，在硫化开始之前，如果交联反应是

唯一进行的过程。那么 Ｆ∞ 就是最大扭矩。实验

的最大扭矩Ｆｍａｘ小于Ｆ∞，而且取决于温度。
如果ω＝ｋ２／ｋ１，那么公式（３）很容易解出，代

表获得Ｆｍａｘ所需要的时间。

　　ｋ１ｔｍａｘ＝
１ｎω
ω－１

（４）

　　
Ｆｍａｘ－Ｆａ
Ｆ∞ －Ｆａ

＝ω
ω
１－ω （５）

用动力学曲线来评估Ｆ∞ 值，在动力学曲线中
硫化返原不明显，从曲线中评估出 Ｆｍａｘ，Ｆａ和
ｔｍａｘ的数值，该曲线在高温下用流变仪标识 （Ｔ１ ＝
１８０℃、Ｔ２ ＝１９０℃）。

本研究旨在研究炭黑质量比对 ＮＢＲ胶料的
热稳定性、硫化动力学、溶胀特性的影响。

１　实　验
１１　材　料

本研究中所用的弹性体为 ＮＢＲ，型号 ＮＢＲ－
３５，含３５％的丙烯腈。补强填料是炭黑，型号 Ｎ－
３３０。硫化体系中包含硫化促进剂和硫磺。胶料配
方表示为（表１）按每百份橡胶中的份数（ｐｈｒ）。
１２　混炼步骤

在５０℃中，在实验室的１５２×３００ｍｍ双辊开
炼机中制备该胶料，辊筒速度比为 ｎ１／ｎ２＝２１／２８。
塑炼ＮＢＲ几分钟，然后再添加活化剂、氧化锌、硬
脂酸、树脂和硫磺，还有促进剂和防老化剂

（４０１０ＮＡ）。几分钟后再添加炭黑和塑化剂。
１３　试样制备

在混炼后，将弹性体胶料模压为２ｍｍ厚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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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物，用于测量初始性能和老化性能。在液压机

中模压制成该板状物，其成型条件是采用在１６０℃
下用某品牌流变仪测得的扭矩数据而确定的。每

种胶料的硫化时间指的是，达到最大扭矩的９０％
的时间间隔，试样从测试板状物中模切。

１４　方　法
１４１　流变特性

硫化特性：按照 ＡＳＴＭ方法 Ｄ－２０８４，在
１６０℃中用某流变仪测量Ｍ１（最小扭矩）、Ｍｈ（最大
扭矩）、ｔｃ９０（正硫化时间）、ｔｓ２（焦烧时间）。
１４２　溶胀测量和交联密度的测量

精确称量试样（约１ｇ）的重量（Ｗ），并浸泡于
密闭试样瓶内约 ３０ｍｌ的甲苯中，８天之后取出。
用滤纸干燥表面，将试样置于事先称好重量的瓶

中并迅速称重（Ｗ’）。
用溶 胀 前 和 溶 胀 后 的 试 样 质 量 Ｗ 和

Ｗ’ＷＴＢＺ和溶剂与聚合物的密度ｑｌ和ｑｐ计算体积
溶胀倍率（ｒｖ）或质量溶胀率（ｒｗ）。

　　ｒｖ＝１＋
ｑｐ
ｑ１
Ｗ′
Ｗ－１ （６）

　　ｒｗ ＝
Ｗ′
Ｗ （７）

　　ｖ２ｇ ＝
１
ｒｖ

（８）

式中，ｖ２ｇ是溶胀凝胶中聚合物的体积分数。根据
所得出ｖ２ｇ值，用公式（９）计算出

　Ｍｃ－［１ｎ（１－ｖ２ｇ）＋ｖ２ｇ＋χ（ｖ２ｇ）
２］

　 ＝
ＶＳｑｐ
ＭＣ

（Ｖ２ｇ）
１
３ －
Ｖ２ｇ[ ]２ （９）

式中，χ是Ｆｌｏｒｙ－Ｈｕｇｇｉｎｓ（橡胶 －甲苯）相互关系
参数，在本计算式中，ＮＢＲ－甲苯体系中取值为
０４３５。Ｖｓ是甲苯的克分子体积（１０６４ｃｍ

３ｍｏｌ!１）。
表１　ＮＢＲ／炭黑胶料配方

组分／ｐｈｒ
试　　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ＮＢ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硬脂酸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ＺｎＯ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塑化剂Ｎａｆｔｏｌｅｎ４０／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树脂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Ｎ３３０ ０ ２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防老剂４０１０ＮＡ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促进剂ＶｕｌｋａｃｉｔＣＺ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促进剂ＶｕｌｋａｃｉｔＤ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硫磺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表２　ＮＢＲ／炭黑胶料的硫化特性

硫化特性
试　　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Ｍｈ／ｄａＮｍ ６８１ ３７ ４２ ６１ １１４ ２４８ ３３７
Ｍ１／ｄａＮｍ ７５ ２９ ３２ ３５ ３７ ５９ ９１
ΔＭ／ｄａＮｍ ６０６ ０８ １ ２６ ７７ １８９ ２４６
ｔｓ２／分钟 ３４７ － ２２４３ ６６８ ３１６ ２６０ ２２８
ｔｃ９０／分钟 １０１８ ３９３ １９７ ８７３ ６２３ ８９３ ７６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硫化特性

表２示出了在１６０℃中，胶料的 Δ扭矩（ΔＭ，
即最大扭矩与最小扭矩之差）、焦烧时间（ｔｓ２）和最
佳硫化时间（ｔｃ９０）等硫化特性。最大扭矩与最小
扭矩的值（Ｍｈ和Ｍ１）和Δ扭矩随着丁腈交联体系

中的炭黑填充量的增加而加大。

它们的数值远低于未添加填料的 ＮＢＲ胶料。
Δ扭矩的值可用作表示橡胶胶料中交联密度的间
接指标。可以看出，ΔＭ和交联密度ρρ的值（表４）
随着炭黑填充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大。ｔｓ２和ｔｃ９０均随
着炭黑填充量的增加而显著减小。

２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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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填充炭黑与未填充炭黑的ＮＢＲ胶料在硫化时
扭矩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胶料中含两个不同质量比炭黑（表２），根据所得
到流变曲线数据（图１）可以看出，含６０ｐｈｒ炭黑的
试样５的 ｔｓ２数值与试样１（不含填料）中相同，试
样５中的ｔｃ９０比试样１～４和６～７的数值更短。
２２　动力学特性和交联与硫化返原活化能

交联（Ｅａｃ）和硫化返原（Ｅａｒ）的动力参数和活
化能见表３，用公式（３）～（５）算出。

随着弹性体基质中炭黑比率的增加，开始生

成局部炭黑浓度不同的点并使Ｅａｒ／Ｅａｃ的比率升高，
试样５中是最大值。再进一步增加炭黑的量不仅表
示填料－弹性之间发生相互作用， 还表示填料

表３　ＮＢＲ／炭黑胶料的交联（Ｅａｃ）和硫化返原（Ｅａｒ）的活化能和Ｅａｒ／Ｅａｃ比值

动力学参数
试　　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Ｅａｃ／ｋＪｍｏｌ－１ １０２ ３６ １４ ３２ １０ ９１ １５
Ｅａｒ／ｋＪｍｏｌ－１ ５０６ １３５ １８６ ４２０ １５６ １２０ ３４３
Ｅａｒ／Ｅａｃ ４９ ０８ １３６ １３１ １６３ １４ ２２

－填料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甚至于生成三维填料
基质。增加填料的量促成填料粒子之间的接触，

当浓度达到一定值后，生成三维网络。由于交联

和硫化返原过程的激动能均可被用作检测胶料能

量协调的标准，由于趋势是用尽可能最小的Ｅａｃ生
产一个类型，同时又保持基本的物理机械性能，从

结果可看出，试样５满足该标准。如果知道所有
变化均与炭黑的质量比有关，根据计算出的 Ｅａｃ和
Ｅａｒ的值，可选择出正确的填料。
２３　交联密度

ＮＢＲ硫磺交联反应流程图见图２。
硫化橡胶的有效交联 Ｍｃ之间的链的交联密

度与数均分子量见表４。
ｒＷ和 ｒＶ的值随着炭黑量的增加而减小。聚

合物体积比 ｖ２ｇ随着炭黑浓度增加而加大，在含
１００ｐｈｒ炭黑的试样中最大。试样１（未填充）的链分
子量最大；试样７中的炭黑量最高，链分子量最小。

溶胀度降低可以解释为，炭黑表面的聚合物

链与官能团的链接组合，以及由于填料对硫化反

应的影响而使聚合物基质中交联键可能会增加。

即使是炭黑浓度很低，硫化橡胶也会出现三维结

构。在填充了炭黑的硫化橡胶中，硫化基质的链

浓度通常高于未填充炭黑的硫化橡胶。

溶胀试样的聚合物体积比 Ｖ２ｇ随着炭黑量的
增加而加大，并在试样７中达最大值。炭黑浓度

增加使得Ｍｃ降低，比如份数减少，还有由于基质
生成有效密度，弹性体与溶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度

降低。溶胀试样中聚合物体积比增加和 Ｍｃ降低
可以用生成填料基质结构来解释。

图２　ＮＢＲ硫磺交联反应流程
ａ－生成自由基，ｂ－增长，ｃ－交联

２４　ＮＢＲ／炭黑胶料的热稳定性
质量损失分别为０５％、１０％、３０％的初始分

解温度（ＩＤＴ）数据见表５。可以看出按照初始分
解温度，未填充炭黑的ＮＢＲ胶料的稳定性（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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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炭黑补强胶料。下一步（１０％质量损失）的
顺序相同，但是在 ３０％质量损失中，ＮＢＲ／炭黑

（１００／５０）胶料（试样４）的稳定性比其它胶料都高。

表４　ＮＢＲ／炭黑胶料的交联密度

动力学参数
试　　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ρｐ／ｇｃｍ－３ １０４ １０６ １０９ １１１ １１３ １１７ １２１
ｒｗ ３１９ ２６７ ２４０ ２３３ ２１９ ２０１ １８６
ｒｖ ３５３ ３０４ ２７６ ２７２ ２５５ ２３６ ２２０
Ｖ２ｇ ０２８３ ０３２８ ０３６１ ０３６７ ０３９１ ０４２２ ０４５３

Ｍｃ／ｇｍｏｌ－１ ３９３０ ２５７４ ２１２１ １９８１ １６９６ １３６９ １１４４

表５　质量损失为０５％、１０％和３０％的ＮＢＲ／炭黑胶料的温度值

胶　　料
试　　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试样质量／ｍｇ ２２２ １７８ ２３９ ２０３５ ２１３ ２４５ １８４５

微分热重峰值／℃
３１６４６ ３３１６５ ３４８０４ ３３７３７ ３８２９７ ３４７７０ ３２６２９
５８３１３ ６９８１７ ６３７３１ ６８０５４ ６２５８９ ６５５５４ ６０４８１

质量损失／％
７０１ １８４９ ２１３８ １６６４ ２２３７ １５６９ １４７４
９０５４ ７９０６ ４６６５ ５３１６ ４７４３ ５３３４ ４００１

总质量损失／％ ９７５５ ９７５５ ６８０３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０３ ５４７５
在一定质量损失时的温度

Ｔ０５％／℃ ３７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２８７ ３２７ ２９７ ２９９
Ｔ１０％／℃ ４８９ ３４５ ３４５ ３３９ ３７３ ３３９ ３４１
Ｔ３０％／℃ ５１４ ６０２ ５４６ ６１２ ５６８ ６１０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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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ＮＢＲ／炭黑补强橡胶的热分解
ａ－ＮＢＲ／ＣＢ（１００／０）；ｂ－ＮＢＲ／ＣＢ（１００／２０），ｃ－ＮＢＲ／ＣＢ（１００／４０）；ｄ－ＮＢＲ／ＣＢ（１００／５０）

ｅ－ＮＢＲ／ＣＢ（１００／６０）；ｆ－ＮＢＲ／ＣＢ（１００／８０）

　　图３表示，未填充炭黑的 ＮＢＲ胶料最开始比
其它试样都更稳定。影响初始分解温度特性最为

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主聚合物链中的键强度、交联

密度，比如自由链末端的浓度，它的提取会造成质

量损失和聚合物链柔顺性，这要受到聚合物结构

和交联密度的影响。

在ＮＢＲ／炭黑胶料中（图３和表５），降解分为
两步。在３００℃以内，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无质量
损失。第一步降解发生在３００℃ ～４００℃之间，质

量损失在７０１％ ～２２３７％范围内（取决于 ＮＢＲ
橡胶中炭黑的量），表明有油蒸发。第二步降解开

始于５８０℃并结束于７００℃，这个范围内的质量损
失百分比为４００１％ ～９０５４％，表明聚合物发生
了降解。大而柔韧的聚硫化键（图２）被断链并转
化为单硫键和多硫键。随着分子内氢转移，合成

橡胶因随机断链而发生分解。表５表明了 ＮＢＲ／
炭黑胶料的微分热重峰值，微分热重峰值转移到

更高温度，表示稳定性得到提高。

４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表６　质量损失为０５％、１０％和３０％的ＮＢＲ／炭黑胶料的温度值

胶　料
试　　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试样质量／ｍｇ ２２２ １７８ ２３９ ２０３５ ２１３ ２４５ １８４５

微分热重峰值／℃
３１６４６ ３３１６５ ３４８０４ ３３７３７ ３８２９７ ３４７７０ ３２６２９
５８３１３ ６９８１７ ６３７３１ ６８０５４ ６２５８９ ６５５５４ ６０４８１

质量损失／％
７０１ １８４９ ２１３８ １６６４ ２２３７ １５６９ １４７４
９０５４ ７９０６ ４６６５ ５３１６ ４７４３ ５３３４ ４００１

总质量损失／％ ９７５５ ９７５５ ６８０３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０３ ５４７５
在一定质量损失时的温度

Ｔ０５％／℃ ３７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２８７ ３２７ ２９７ ２９９
Ｔ１０％／℃ ４８９ ３４５ ３４５ ３３９ ３７３ ３３９ ３４１
Ｔ３０％／℃ ５１４ ６０２ ５４６ ６１２ ５６８ ６１０ ５８８

３　结　论
关于这些 ＮＢＲ／炭黑胶料的硫化性能和动

力学特性、热稳定性和交联密度，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Ｍｌ和 Ｍｈ加大，但 ｔｓ２的值随着炭黑增加而
减小。在有或没有其它配合剂的情况下，在橡

胶中用磺胺加热，通过促成硫化氢生成和 Ｓ－Ｎ
键断裂，炭黑激活了硫化过程。试样 ４～７的

ｔｃ９０值保持准恒定；交联密度随着炭黑量的加大
而增加。随着炭黑量的增加，ｒｖ，ｒｗ和 Ｍｃ减
小，但是 ｖ２ｇ与基质形成密度增大。炭黑表面的
有机官能团使炭黑与橡胶基质间界面的粘附性

能提高，从而使 ＮＢＲ／炭黑（１００∶５０）胶料的热
稳定性和机械界面性能得以提高。

余击空 译自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９４（２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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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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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赢创化学将易手欧励隆工程炭

　　据海外媒体报道，欧励隆工程炭与赢创集团
日前宣布达成协议，欧励隆将获得赢创持有的中

外炭黑合资企业———青岛赢创化学有限公司

（ＱＥＣＣ）５２％的股份，以及德国投资开发公司
（ＤＥＧ）所持有的该合资企业１５％的股份。

欧励隆工程炭表示，另一合资伙伴胶州市财

政投资中心也正依照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规定，

就向欧励隆转让３３％的股份进行深入的谈判。
青岛赢创化学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４年，总部

设在中国山东青岛，系德国赢创工业集团、德国投

资开发公司（ＤＥＧ）与胶州市财政投资中心组建的
合资公司。其青岛工厂年产能约 ７５０００吨，目前
拥有三条炭黑生产线，生产重点为高端炭黑产品，

位置靠近中国主要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参与

未来市场竞争的优越的物流基地。

欧励隆工程炭总裁ＪａｃｋＣｌｅｍ说，此举将极大
提高公司服务于举足轻重的中国市场，以及亚太

其它市场的能力，有利于促进欧励隆全球网络对

该地区的出口。他表示，青岛工厂将与其在韩国

的两家工厂和在上海的地区总部一道，成为欧励

隆亚太区业务基地的重要支柱。

据称，此项协议正在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批，并

须满足其它惯例成交条件，预计将在２０１５年第四
季度完成。直到此项交易结束，欧励隆和 ＱＥＣＣ
仍将继续独立运营。

欧励隆工程炭是全球知名的炭黑供应商之

一。该公司提供用于涂料、印刷油墨、聚合物、橡

胶和其它领域和高性能炭黑产品，其高品质槽法

炭黑、炉法炭黑、特种炭黑可提高塑料、油漆和涂

料、油墨和墨粉、黏结剂和密封剂、轮胎以及橡胶

制品（如汽车传动带和软管等）的性能。欧励隆运

营有１４个生产基地和４个应用技术中心，在世界
各地拥有员工１３５０余人。

ＱＥＣＣ原名“青岛德固赛化学有限公司”，系德
国德固赛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赢创工业集

团”）、德国投资开发公司（ＤＥＧ）及青岛振亚炭黑公
司共同出资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而青岛振亚炭

黑公司的前身为原山东胶州炭黑厂，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炭黑院（原化工部炭黑工业研究设计所）曾经

向该企业输出新工艺炭黑生产技术。 （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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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胶料性能的软质炭黑新品种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ＰｅｔｅｒＣａｍｅｒｏｎ等 著
（美国Ｓｉｄ．理查森炭黑与能源公司）

摘　要：介绍新研发的化学改性软质炭黑新品种 ＥＳ６００、ＥＳ６０１和 ＥＳ７００。研究发现，在所评估的各个胶料配方（填充

量达４０ｐｈｒ或更高）中，这三个“节能炭黑”软质品种可以全面降低胶料的滞后。

关键词：炭黑；软质品种；化学处理；胶料性能；滞后：滚动阻力

　　只需根据一项性能也就是表面积，即可将市
场上的大部分炭黑品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

有高表面积的高补强胎面品种，即硬质炭黑；第二

类是补强性能适中、表面积较低的的胎体品种，即

软质炭黑。这种区分主要是基于轮胎制造商使用

的大批量炭黑来进行的，它们大约占世界炭黑产

量的６５％。上世纪七十年代用槽法工艺生产的炭
黑，几乎都转为了采用封闭反应炉系统的炉法工艺

来生产，这种工艺的清洁化程度高得多，不仅对环

境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能开发出应被归

类为不同于软质品种或硬质品种的炭黑新品种。

今天，大多数炭黑是通过将富含碳的原料喷

入温度极高、缺氧的反应炉生产出来的。原料由

于缺乏氧气发生不完全燃烧，导致碳原子长大形

成葡萄状结构的熔结团簇，称之为“炭黑聚集体”。

这些炭黑聚集体是由通过无定形碳连接的石墨平

面微晶组成的。虽然最终产品准备包装及运输前

可能需要两个小时，然而，生成炭黑的反应仅仅在

几毫秒间就发生了。其余的时间则被用于输送挟

带大量炭黑的烟气，在袋滤器内进行收集，并进一

步造粒加工，使之更加密实，准备提供给不同的终

端用户。炉法工艺的发展使得开发和生产炭黑新

品种更加容易。通过调节反应炉的温度，以不同

压力、在不同位置喷入原料或反应急冷水，添加各

种不同的添加剂等，工况条件就可以改变，从而生

产出不同的炭黑品种。随着反应炉的工艺控制有

了很大的改进，炭黑品种的数量已上升到了数百

种之多。这些品种当中不少是专用炭黑品种，是

为非常特定的用途开发出来的，例如在橡胶胶料

中提供某一种性能，为油漆和涂料提供一种特殊

的颜色，在塑料中提供抗紫外线性能，为电池提供

导电性，或在软管及更多领域提供电荷耗散性能。

此外，还有许多工作则致力于通过降低轮胎

的滞后（滚动阻力）来减少燃油消耗。我们知道，

在减震垫和输送皮带中，滞后环的面积也是非常

重要的。生热不仅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且也

会使橡胶部件老化得更快。因此，节能效果不仅

可通过在低滞后橡胶胶料中耗用更少能量来实

现，而且可通过不必更换该橡胶组件得以实现，因

为它不会由于暴露在高温中而那么快磨损。

滞后取决于橡胶胶料的几个因素，但它主要

是由混炼胶和硫化胶中的填料 －填料相互作用造
成的。填料间的相互作用越高，那么胶料的滞后

也越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表面积炭黑品种赋

予了更高的滞后，因为填料之间存在更多表面与

表面的相互作用。降低滞后的一种解决办法是使

用表面积更小的填料。不过，随着表面积的减小，

填料的补强性能也会下降。另一种解决办法则是

减少填料的填充量，但这也会产生一个类似的效

应，因为胶料的补强性能也会随之下降。降低填

料－填料相互作用的第三种可能性，则是通过增
加混炼时间来使填料分散最大化。延长混炼时间

使我们可以提高炭黑的分散性，让所使用的橡胶

“覆盖”炭黑的表面，从而降低填料 －填料间相互
作用。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长时

间混炼，最终聚合物由于混炼过度而破裂。现实

６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的问题在于：评估的橡胶胶料很多性能实质上是

矛盾的，例如提高牵引性与减少摩擦，或增加耐磨

性与提高牵引性；在研发改善某些性能的新产品

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对其它性能却没有产生明

显的影响。炭黑的化学处理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因为有许多处理方法和潜在的化学物质可供选

择。从可获得的论文数量和投放市场的新产品类

别来看，这是一个似乎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研究

领域。尽管如此，炭黑化学改性在改善某些橡胶

性能方面已表现出巨大的潜力，同时各种化学物

质也很容易快速筛选和测试。

近来的一项创新是让多硫化合物吸附到炭黑

的表面。该研发成果使填料 －填料间相互作用有
所减弱，聚合物 －填料间相互作用得以增强。这
样的处理导致胎面胶料可提供较低的滞后，而耐

磨性却不相上下或更好，特别是在天然橡胶（ＮＲ）
当中。在本文中，我们把这种处理扩展到软质炭

黑品种，并且表明了如何才能获得类似的滞后降

低，从而为橡胶胶料提供这一可能性，无论是对胎

体胶料还是传送带，其内部产生的生热都更少。

本研究将在各种胶料配方中对化学改性软质炭黑

新品种ＥＳ６００、ＥＳ６０１和 ＥＳ７００进行评估，并针对
其结果展开详细的讨论。

１　实验部分
这些新产品即所谓的“节能炭黑”ＥＳ６００、

ＥＳ６０１和 ＥＳ７００是按中试规模生产的，属于一类
化学改性炭黑，可降低橡胶胶料的滞后，而不会对

其它最终产品性能产生有害的影响。按照同样的

中试规模又生产了几个胎面品种，并在多种橡胶

胶料中进行评估。这些品种之一即 ＥＳ２００已经在
大规模生产装置上生产，此前其它刊物发表了对

ＥＳ２００各种评估结果的文献。
为测定这些化学处理炭黑的分析性能，采用

ＡＳＴＭ国际标准测试方法对各炭黑样品进行测试。
这类新产品的分析性能数据列于表１。结构与表面
积的关系同各种ＡＳＴＭ品种的比较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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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经处理的软质炭黑品种与几种ＡＳＴＭ品种的
表面积之比较

表１　ＥＳ６００、ＥＳ６０１和ＥＳ７００与最接近ＡＳＴＭ品种Ｎ６６０、Ｎ６５０和Ｎ７７４的分析性能对比
品种 ＥＳ６００ Ｎ６６０ ＥＳ６０１ Ｎ６５０ ＥＳ７００ Ｎ７７４

吸油值 ８８ ９０ １１４ １２２ ７１ ７２
压缩吸油值 ７０ ７５ ８４ ８５ ５９ ６４
吸碘值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６ ２６ ２９
Ｎ２ＳＡ ３３ ３５ ３３ ３７ ２６ ３０
ＳＴＳＡ ２９ ３４ ３１ ３５ ２６ ２７
ｐＨ ６２ ９２ ８０ ８９ ５６ ８２

　　橡胶混炼要么在６″双辊开炼机上进行，要么在
ＨａａｋｅＰｏｌｙＬａｂＱＣ哈克转矩流变仪上进行，后者配
有ＨａａｋｅＲｈｅｏｍｉｘ３０００型混炼室，这是一款实验室
用密炼机。评估的配方包括：ＡＳＴＭＤ３１９２（１００ｐｈｒ
ＮＲ和５０ｐｈｒ炭黑），ＡＳＴＭＤ３１９１（１００ｐｈｒＳＢＲ和
５０ｐｈｒ炭黑），一种发动机垫胶料（１００ｐｈｒＮＲ和３５
ｐｈｒ炭黑），一种防震垫胶料（７０ｐｈｒＮＲ／３０ｐｈｒＢＲ
和４０ｐｈｒ炭黑），以及两种胎侧胶料（ＮＲ：ＳＲ＝
５０∶５０），如表２和表３所示。橡胶性能的测试和评
估采用ＡＳＴＭ标准测试方法进行，在阿尔法技术公

司生产的ＭＤＲ２０００型流变仪、ＭＶ２０００型门尼粘度
计和Ｔ１０Ｄ型伸长计上，测定硫化、焦烧、粘度和拉
伸性能。低应变动态性能在Ｒｈ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公司带温
度控制的ＡＲＥＳ高级流变扩展系统上测定。

表２　各种不同胶料配方的代号
Ａ Ｄ３１９１（ＳＢＲ）

Ｂ Ｄ３１９２（ＮＲ）
Ｃ 防震垫

Ｄ 发动机架胶垫

Ｅ 胎侧胶料ａ
Ｆ 胎侧胶料ｂ

７第６期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等．改善胶料性能的软质炭黑新品种



表３　评估的不同胶料配方
项目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天然橡胶 － １００ ７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合成橡胶 １００ － ３０ － ５０ ５０
炭黑 ５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５０ ５０
加工油 － － １０ ２５ ４ ２２
氧化锌 ３ ５ ３ ５ ５ ３
硬脂酸 １ ３ ２ ２ ２ １
硫磺 １７５ ２５ ０４ １ １ １５
促进剂 １ ０６ １１１ ２５ ０９ １４
合　计 １５６７５ １６１１ １６６５ １４８０ １６２９ １７８９

２　结果与讨论
这三种化学改性软质炭黑新品种即 ＥＳ６００、

ＥＳ６０１和ＥＳ７００，属于一组为降低胶料滞后而设计
的炭黑填料。所有这三个品种均成功进行了中试

规模生产，并对各自的性能特点进行了充分研究。

表１所示的分析数据表明，处理在吸附含硫化合
物方面是成功的，并未对其它分析性能造成严重

影响。传统上，测量表面积的吸碘值试验（ＡＳＴＭ
Ｄ１５１０）对表面化学非常敏感，无论是进行氧化、
酸化还是其它处理，经过表面改性的炭黑其测定

值往往较低。尽管本研究使用的软质品种其吸碘

值已经很低，但其数值下降却证实了炭黑表面的

改性。

属于“节能炭黑”的ＥＳ６００是第一个经处理的

软质炭黑品种，它与具有低表面积（约３５ｍ２／ｇ）和
较低结构（约 ９０ｍｌ／９０ｇ）的 Ｎ６６０十分相似。与
“节能炭黑”组的其它炭黑品种一样，该品种旨在

通过降低填料 －填料相互作用来降低胶料滞后。
虽然许多化学处理因交联密度改变可赋予更高的

定伸应力，ＥＳ６００具有的３００％定伸应力却稍微适
中一些（高达９％）。拉伸强度各不相同，但总的
来看也显得有点偏低，伸长率也是如此，而硬度则

与对照炭黑基本相当。回弹性是测定橡胶样品中

储存或损耗的能量的简单测试，被作为摆锤碰到

橡胶块后弹回的摆动距离／高度的量度。摆锤受
此影响摆动得越高，所储存的能量越多，这意味着

损耗的热量越少，也就是滞后越低。ＥＳ６００的回弹
性相比对照炭黑Ｎ６６０要高出４％（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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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ＥＳ６００、ＥＳ６０１和ＥＳ７００炭黑与对照品种在多个胶料配方中的回弹性

　　ＥＳ６００在各种橡胶胶料中的 Ｒｈｅｏｍｅｔｒｉｃ测试
表明，滞后降低与储能模量（Ｇ′）下降大致相当，
损耗模量（Ｇ″）下降达２２％，ｔａｎδ下降达２１％，如
图３、图４和图５所示。值得一提的是，防震垫胶
料是唯一未显示滞后改善好处但却表明了性能基

本相当的的配方。据认为这归因于此种特殊胶料

的低炭黑填充量（３５ｐｈｒ）———软质品种炭黑的填
充量低于电渗流点。这意味着该胶料中基本上没

有形成连续的炭黑网络，因此填料 －填料相互作
用对滞后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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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ＥＳ６００、ＥＳ６０１和ＥＳ７００与对照炭黑在不同胶料中的储能模量

　　ＥＳ６０１是炭黑性能与 Ｎ６５０非常相似的第二
个经过处理的软质品种，例如对于软质品种而言，

其表面积相对低（约３７ｍ２／ｇ），结构却相当高（约
１２２ｍｌ／１００ｇ）。不过，当其在橡胶胶料中混合时，
化学改性炭黑的胶料性能存在明显的差异。高应

变定伸应力（３００％）与对照炭黑 Ｎ６５０基本相当，
所有６种胶料硬度值的评估也是如此。拉伸性
能与伸长率则略有损失，平均值分别约为１０％和
７％。回弹性增加高达６％表明了填料 －填料相
互作用降低，容许更少的热损耗，如图 ２所示。
在图３、图４和图５中，也观察到了填料 －填料间
相互作用降低，而储能模量（Ｇ′）增加 ８％，损耗
模量 （Ｇ″）减 小 降 低 ２０％，ｔａｎδ２３％。至 于
ＥＳ６００这一品种，对滞后的评价并不适用于炭黑
填充量低的防震垫胶料配方，ｔａｎδ似乎与对照
炭黑大致相当。

ＥＳ７００是属于“节能炭黑”的第三个经过处理
的软质品种。它的性能与 Ｎ７７４炭黑品种十分接
近，具有非常低的表面积（约３０ｍ２／ｇ）和低结构
（大约７２ｍｌ／１００ｇ）。从 ＥＳ７００可看出，在３００％
定伸应力增大的基础上，交联密度增加最高可达

２８％，伸长率则稍微有些损失（至多 １２％）。所
有的６种橡胶胶料，拉伸强度和硬度与对照炭黑
都基本相当，而回弹性则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这

就表明了胶料滞后有所改善（图 ２）。如图 ３和
图４所示：储能模量（Ｇ′）要么与对照炭黑 Ｎ７７４
大致相当，要么增加了 １４％之多；而损耗模量
（Ｇ″）则降低了１９％之多。 损耗模量与储能模量之

比即为ｔａｎδ，随着Ｇ′的增大和Ｇ″的减小，ｔａｎδ下
降了１７％之多（图 ５）。至于在此讨论的前两个
ＥＳ品种，防震垫胶料的低炭黑填充量并不遵循滞
后性能的一般趋势，因为化学处理无法影响非逾

渗炭黑网络中的填料 －填料相互作用。储能模量
和损耗模量均有所升高，但 ｔａｎδ依然与对照胶料
大致相当。

３　小　结
ＥＳ６００、ＥＳ６０１和 ＥＳ７００均属于命名为“节能

炭黑”的一组软质炭黑品种。这类炭黑填料的研

发旨在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手段，满足许多不同应

用领域对降低滞后不断增长的需求。软质品种炭

黑由于表面积降低，其滞后总是会比胎面品种的

滞后低。而通过炭黑表面的化学改性，可以进一

步改善其滞后性能。本研究介绍的 ＥＳ系列软质
炭黑品种，通过让特定的化学物质吸附于表面进

行了表面处理和改性。表面改性导致填料 －填料
间相互作用降低，从而在填充量足以提供网络渗

流时降低滞后。选择化学处理来优化某些胶料性

能，不会对其它橡胶性能造成严重影响。前面讨

论的其它橡胶性能的诸多变化，归结于随着填料

的处理导致交联密度增大。总体而言，在本研究

评估的所有胶料配方（填充量达 ４０ｐｈｒ或更高）
中，这三个新开发的“节能炭黑”软质品种可以全

面降低滞后。

朱永康 译自 ＲｕｂｂｅｒＷｏｒｌｄ，２５１，５，２０１５
（２）：３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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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废旧轮胎制备的热解炭黑对 ＥＰＤＭ性能的影响

Ａ．Ｄｕ１，Ｚ．Ｚｈａｎｇ２，Ｍ．Ｗｕ１等 著
（１．青岛科技大学 教育部塑料橡胶重点实验室，青岛２６６０４２；２．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徐州２２１１４０）

摘　要：用废旧轮胎制备了热解炭黑（ＰＣＢ），并将其用于三元乙丙橡胶（ＥＰＤＭ）中。用扫描电子显微术（ＳＥＭ）表征了

ＰＣＢ的微观结构。用ＰＣＢ同ＥＰＤＭ混炼来制备了硫化ＥＰＤＭ。研究了ＰＣＢ影响ＥＰＤＭ胶料加工性能和硫化ＥＰＤＭ机械性

能的情形，并与其它传统的填料进行了比较。这类填料例如半补强炭黑（Ｎ７７４）、轻质碳酸钙（ＣａＣＯ３）和热裂炭黑（Ｎ９９０）

等。同时，采用毛细管式流变仪表征了用不同填料填充的 ＥＰＤＭ胶料的流变特性。ＳＥＭ超片显示，ＰＣＢ的粒子形状与

ＣａＣＯ３和Ｎ９９０大不相同，而与Ｎ７７４相似。ＰＣＢ的原生粒子尺寸小于Ｎ７７４，但ＰＣＢ的聚集体尺寸却大于Ｎ７７４。ＰＣＢ对ＥＰ

ＤＭ胶料加工性能的影响与其它三种填料相差不大。四种填料中，ＰＣＢ赋予 ＥＰＤＭ胶料较高的门尼强度。随着填料含量增

大，ＥＰＤＭ胶料的焦烧时间和最佳硫化时间变化却很小。ＰＣＢ的补强作用近似于Ｎ９９０，但不如Ｎ７７４。随着ＰＣＢ含量增大，

硫化ＥＰＤＭ的扯断强度、抗撕裂强度和１００％定伸应力都大大提高。当 ＥＰＤＭ用５０份 ＰＣＢ填充后，与纯 ＥＰＤＭ硫化胶相

比，硫化ＥＰＤＭ的抗撕裂强度提高了两倍。与其它填料相比，ＰＣＢ填充ＥＰＤＭ挤出物的外观显得较为粗糙。

关键词：废旧轮胎；热解炭黑；补强；机械性能；ＥＰＤＭ；橡胶

１　引　言
随着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对轮胎的需求量迅

猛增长，与此同时，废旧轮胎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如何处理废旧轮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

大焦点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涉及环境保护的重大课

题。现阶段，有三种方法适合废旧轮胎的再生利

用。它们分别是翻新加工、回收使用和热解处理

［１］。前两种方法并非废旧轮胎的最终解决方法。
据认为，热解处理废旧轮胎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

是大有前途的高能量回收和低污染排放的方法。

废旧轮胎的主要热解产物是热解油、热解气

和热解炭黑（ＰＣＢ）。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了热解
工艺，并且表征了 ＰＣＢ的性能。许多研究人员深
入研究了ＰＣＢ的比表面积和孔穴性质。ＰＣＢ可以
用作燃料或沥青和橡胶的填料。有关ＰＣＢ在橡胶
中应用的情形报道并不多见。近年来，Ｐｅｎｇ等人
深入研究了 ＰＣＢ的超细磨粒和表面化学改性作
用，还研究了改性 ＰＣＢ影响硫化 ＮＲ（天然橡胶）
性能的情形。我们的前期研究工作考察了ＰＣＢ的
基本特性和 ＰＣＢ影响 ＳＢＲ（丁苯橡胶）性能的情
形。在本文中，我们比较了 ＰＣＢ、Ｎ７７４、Ｎ９９０和
ＣａＣＯ３的微观结构，重点放在ＰＣＢ在ＥＰＤＭ的应用

方面。由于ＥＰＤＭ是一种非自补强橡胶，所以其纯
硫化胶的扯断强度非常低。ＥＰＤＭ已被广泛用于挤
出制品，例如胶管和密封条。不同品种的填料对

ＥＰＤＭ的补强作用大不相同。对 ＰＣＢ影响 ＥＰＤＭ
胶料加工性能和硫化 ＥＰＤＭ机械性能的情形作了
系统的研究，并且与传统的炭黑和无机填料进行了

比较。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实验材料

ＥＰＤＭ２３４０Ａ由ＤＳＭ提供，Ｎ７７４是青岛德固
萨化工公司产品，Ｎ９９０是卡博特公司产品，用废
旧轮胎制备的ＰＣＢ是由中国金安万达新能源公司
提供的。其它化学试剂均为工业纯级。

２２　ＰＣＢ的形态观测
将ＰＣＢ粉末和其它填料分别涂覆在金膜上，然

后用ＪＳＭ６７００型ＳＥＭ（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测。
２３　胶料配混与试样制备

橡胶和各种添加剂组成的胶料是室温下用双

辊开炼机制备的。全部试样均以１００份橡胶重量
为准。首先，在生胶中添加活性剂（氧化锌和硬脂

酸）。其次，在分散之后，分别往胶料中添加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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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９９０、Ｎ７７４、ＰＣＢ或 ＣａＣＯ３）。最后，添加二枯基过
氧化物（ＤＣＰ）和三烯丙基异氰脲酸酯（ＴＡＩＣ）。按硫
化仪（ＵＣＡＮＥＫ－２０００Ｐ型，台湾制造）设定的硫化时
间，将胶料在１７０℃下加压硫化成２ｍｍ厚的胶片。
２４　流变特性

按照 ＩＳＯ２８９－１规定，用自动门尼粘度计
（（ＵＣＡＮＥＫ－２０００Ｍ型，台湾制造）测量了胶料
的门尼粘度（ＭＬ１＋４，１００℃）。按照 ＩＳＯ３４１７规
定，用可变口型流变仪（ＵＣＡＮＥＫ－２０００Ｐ型，台
湾制造）在１７０℃下测量了胶料的硫化特性。

用毛细管式流变仪（ＲＨ２０００型，英国波林公
司制造）表征了流变特性。毛细管的长细比分别

是１６∶１和０４∶１。用光学显微镜（ＢＸ５１型，日本
奥林普斯公司制造）观察了挤出制品的表面状态。

２５　机械性能测定
用哑铃型试样来测量了扯断强度。按 ＡＳＴＭ

Ｄ４１２规定，试样长度为７５ｍｍ，横截面积为４ｍｍ×
（宽）２ｍｍ（厚）。按ＡＳＴＭＤ６２４规定，用无凹口９０°角
试样测定了抗撕裂强度。扯断强度和抗撕裂强度试

验都是在一台ＧＴ－ＡＩ７０００Ｓ型材料试验机（中国广
州制造）上进行的。直角机头速度为５００ｍｍ／ｍｉｎ。
按ＡＳＴＭＤ２２４０规定，用手动式邵尔硬度计测量了邵
尔Ａ型硬度。全部试验均在２３℃下进行。

３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３１　填料的ＳＥＭ照片

图１ａ～１ｄ分别是Ｎ７７４和ＰＣＢ的ＳＥＭ照片。
由图１可见，ＰＣＢ的粒子形状与 Ｎ７７４相似，而与
Ｎ９９０和 ＣａＣＯ３大不相同。Ｎ９９０的粒子浑圆光
滑，大小均匀，而 ＣａＣＯ３的微观结构是扁平状。
ＰＣＢ的聚集体尺寸（～１０μｍ）明显大于 Ｎ７７４
（～２μｍ）。与此同时，Ｎ７７４粒子聚集体的大小均
匀，尺寸分布范围较窄。由图１ｃ和１ｄ可见，ＰＣＢ
的基本原生粒子比Ｎ７７４小，但ＰＣＢ的粒子尺寸分
布范围却比 Ｎ７７４宽。与 ＣａＣＯ３和 Ｎ９９０相比，
ＰＣＢ的粒子尺寸要小得多。
３２　ＰＣＢ在ＥＰＤＭ中的应用

众所周知，工业炭黑对橡胶具有明显的补强

效果。尽管 ＰＣＢ的灰分含量比其它品种炭黑要
多，但是ＰＣＢ的组成和结构与工业炭黑是近似的。
在此，我们研究了ＰＣＢ影响ＥＰＤＭ的加工性能和机

械性能的情形。同时，将其与工业炭黑（例如Ｎ７７４
和Ｎ９９０）以及无机填料（ＣａＣＯ３）相比较。
３２１　填料对 ＥＰＤＭ胶料的硫化特性和门尼粘
度的影响

图２示出四种不同填料与 ＥＰＤＭ胶料门尼粘
度的关系曲线。对于所填充的全部四种填料而

言，ＥＰＤＭ胶料的门尼粘度都会增大。ＰＣＢ填充
ＥＰＤＭ胶料门尼粘度明显大于分别用 ＣａＣＯ３、
Ｎ７７４和Ｎ９９０填充的ＥＰＤＭ胶料的门尼粘度。四
种不同填料分别填充的ＥＰＤＭ胶料的门尼粘度值
排序如下：ＰＣＢ＞Ｎ７７４＞Ｎ９９０＞ＣａＣＯ３。众所周
知，填料粒子大小对胶料门尼粘度的影响比诸如

结构和表面活性等其它因素更为明显。如图１所
示，ＰＣＢ的原生粒子比 Ｎ７７４小，这就导致 ＥＰＤＭ
胶料的门尼粘度比较大。表１列出不同品种填料
影响 ＥＰＤＭ胶料硫化特性的数据。掺混填料后
ＥＰＤＭ胶料的最低扭矩（ＭＬ）和最高扭矩（ＭＨ）都
增大了。通常，ＭＨ－ＭＬ反映胶料的硫化状态和填
料的补强效果。在此，ＭＨ－ＭＬ值随填料用量增加
而增大。这表明四种填料对 ＥＰＤＭ都有明显的补
强效果。与纯 ＥＰＤＭ胶料相比，用不同品种填料
填充的ＥＰＤＭ胶料的焦烧时间（ｔｓ１）和最佳硫化时
间（ｔｃ９０）缩短。因为这四种填料均属弱碱性，所以
它们能加快硫化过程。

不过随着填料用量增加，这几种填料所填充

ＥＰＤＭ胶料的ｔｃ９０却几乎没有改变。
３２２　填料对ＥＰＤＭ胶料流变特性的影响

ＥＰＤＭ胶料的粘性活化能
高聚物的粘度随温度变化的情形遵循阿仑尼

乌斯公式［式（１）］：
　　η＝Ａ·ｅΔＥη／ＲＴ （１）

式中，Ａ— 常数，△Ｅη— 粘性活化能，Ｒ— 气体常
数，Ｔ—绝对温度。

式（１）的对数表达式如下式（２）所示：

　　ｌｎη＝ｌｎＡ＋
ΔＥη
ＲＴ （２）

不同品种填料填充ＥＰＤＭ胶料的ｌｎη－Ｔ－１关

系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见，ｌｎη与Ｔ－１成直线关

系。通过式（２），我们能够求得ＥＰＤＭ胶料的活化
能，如表２所列。△Ｅη反映出大分子运动需要克服
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的最小能量。ＰＣＢ填充 ＥＰ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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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

c) d)

f)

图１　填料的微观结构
ａ）Ｎ７７４（×１０００），ｂ）ＰＣＢ（×１０００），ｃ）Ｎ７７４（×３００００），
ｄ）ＰＣＢ（×３００００），ｅ）ＣａＣＯ３（×３００００），ｆ）Ｎ９９０（×３００００）

的ΔＥη小于Ｎ７７４或Ｎ９９０所填充ＥＰＤＭ的ΔＥη，但
却大于ＣａＣＯ３填充ＥＰＤＭ的ΔＥη。这表明，ＰＣＢ的
补强效果不如Ｎ９９０和Ｎ７７４，但却优于ＣａＣ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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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填料对ＥＰＤＭ胶料门尼粘度的影响

３２３　不同剪切速率下ＥＰＤＭ挤出制品的外观
图４示出不同剪切速率下 ＥＰＤＭ挤出制品的

外观照片。由图４可见，在低剪切速率下，ＣａＣＯ３、
Ｎ７７４或Ｎ９９０填充 ＥＰＤＭ胶料挤出制品的外观平
滑，甚至在高剪切速率下，表面依旧平整光滑。另

一方面，ＰＣＢ填充ＥＰＤＭ胶料挤出制品的外观即使
在低剪切速率下也显得粗糙不平。ＰＣＢ填充ＥＰＤＭ
胶料挤出制品的表面呈现香肠状。ＰＣＢ填充ＥＰＤＭ

表１　ＥＰＤＭ胶料在１７０℃下硫化特性
试样 ＭＬ（Ｎｃｍ） ＭＨ（Ｎｃｍ） ｔｃ１０（ｍｉｎ） ｔｃ９０（ｍｉｎ）

１ ３２ １５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１０
２ ３６ １６１０ ０９７ １２１０
３ ３４ １８４５ １０５ １２３５
４ ３６ １９４９ １０８ １３００
５ ４０ １９３２ １００ １２２７
６ ４３ ２０５２ １０２ １２４７
７ ３５ １７７７ １１２ １２０８
８ ４４ １９６３ ０８８ １２１１
９ ５０ ２２８９ ０９２ １１６５
１０ ６２ ２４６０ ０９２ １１９５
１１ ７０ ２６６６ ０９３ １１６５
１２ ３８ １７８４ １１０ １３２０
１３ ４０ １８８５ １０７ １２７７
１４ ４４ ２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２５３
１５ ４４ ２３３３ １０５ １２５５
１６ ４９ ２５６２ １０３ １２５０
１７ ４２ １７８８ ０９７ １２１２
１８ ５２ １９６２ ０９５ １２１３
１９ ６３ ２１２４ ０８７ １２２０
２０ ７６ ２２５０ ０９０ １２０７
２１ １０１ ２４３０ ０８８ １１２０

　　注：１＃是纯ＥＰＤＭ胶料（无填料）；２－６＃是 ＣａＣＯ３填充的 ＥＰ
ＤＭ胶料（ＣａＣＯ３含量１０－５０份）；７－１１＃是 Ｎ７７４填充的 ＥＰＤＭ
胶料（Ｎ７７４含量１０－５０份）；１２－１６＃是 Ｎ９９０填充的 ＥＰＤＭ胶料
（Ｎ９９０含量１０－５０份）；１７－２１＃ＰＣＢ填充的 ＥＰＤＭ胶料（ＰＣＢ含
量１０－５０份）。

表２　不同填料填充的ＥＰＤＭ胶料的粘性活化能
填料 ΔＥη（ｋＪ／ｍｏｌ）

ＣａＣＯ３ ４２８６
ＰＣＢ ４８３２
Ｎ９９０ ５７４５
Ｎ７７４ ５５９７

7.0

6.5

6.0

5.5

5.0

l
n

n

0.00260    0.00265   0.00270   0.00275    0.00280   0.00285

1/T[K   ]

-1

CaCO

N774

3

PCB

N990

图３　不同填料填充ＥＰＤＭ胶料的ｌｎη－Ｔ－１关系曲线

胶料挤出制品的外观较差的原因是胶料的门尼粘

度较大。门尼粘度越大，胶料挤出性能就越差。

３２４　不同填料对硫化ＥＰＤＭ机械性能的影响
不同填料影响硫化 ＥＰＤＭ机械性能的情形如

图５所示。四种填料对 ＥＰＤＭ显示的补强效果各
不相同。随着填料含量增加，硫化ＥＰＤＭ的扯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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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c-1                          c-2                           c-3                        c-4                        c-5

d-1                          d-2                           d-3                        d-4                        d-5

图４　不同填料填充ＥＰＤＭ胶料在１１０℃下的
表面形态照片

ａ）ＥＰＤＭ／ＰＣＢ胶料；ｂ）ＥＰＤＭ／Ｎ９９０胶料；ｃ）ＥＰＤＭ／ＣａＣＯ３胶料；
ｄ）ＥＰＤＭ／Ｎ７７４胶料；剪切速率：１－２３０６，２－６０６２，３－１６３９２，

４－４６５８４，５－１４３６９３

度逐步提高。与其它品种炭黑（Ｎ９９０或 Ｎ７７４）相
比，ＰＣＢ填充硫化ＥＰＤＭ的扯断强度低于Ｎ７７４，而
与Ｎ９９０近似。四种填料中，ＣａＣＯ３对硫化 ＥＰＤＭ
的补强效果最小。ＣａＣＯ３掺混到ＥＰＤＭ中以后，硫
化ＥＰＤＭ的扯断强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随着填
料含量增加，硫化 ＥＰＤＭ的抗撕裂强度大幅度提
高，如图５所示。这四种填料对硫化ＥＰＤＭ的抗撕
裂强度的影响各不相同：Ｎ７７４＞ＰＣＢ＞Ｎ９９０＞
ＣａＣＯ３。当ＰＣＢ的用量为５０份时，硫化ＥＰＤＭ的抗
撕裂强度大约为２２ｋＮ·ｍ－１。这一数值大大高于
Ｎ９９０和ＣａＣＯ３，与Ｎ７７４近似。与纯ＥＰＤＭ硫化胶
相比，５０份 ＰＣＢ填充硫化 ＥＰＤＭ的抗撕裂强度提
高了两倍。尽管 ＰＣＢ的原生粒子尺寸小于 Ｎ７７４，
但是ＰＣＢ对ＥＰＤＭ的补强作用却不如Ｎ７７４。其原
因在于这两种填料的表面活性强弱不同。在废旧

轮胎热解过程中，ＰＣＢ表面上沉积有碳质残留物。
这种碳质残留物覆盖了ＰＣＢ表面上的活性点。

４　结　论
① ＳＥＭ照片显示 ＰＣＢ粒子形状与 Ｎ９９０和

ＣａＣＯ３大不相同，而与 Ｎ７７４相似。ＰＣＢ原生粒子
尺寸小于 Ｎ７７４，但 ＰＣＢ的聚集体尺寸却大于
Ｎ７７４，并且尺寸分布范围较窄。

② ＰＣＢ对ＥＰＤＭ胶料加工性能的影响小于其
它传统的炭黑品种。ＥＰＤＭ胶料的门尼粘度和硫
化特性随 ＰＣＢ含量变化的情形与其它通用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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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填料对硫化ＥＰＤＭ机械性能的影响

（例如Ｎ９９０、Ｎ７７４或ＣａＣＯ３）相似。ＥＰＤＭ掺混填
料后，ＥＰＤＭ胶料的焦烧时间和最佳硫化时间几乎
没有变化，不过门尼粘度有所增大。

③ 增加 ＰＣＢ含量，硫化 ＥＰＤＭ的扯断强度、
抗撕裂强度和１００％定伸应力大大提高。增加填
料含量时，ＰＣＢ填充的 ＥＰＤＭ的扯断强度与 Ｎ９９０
填充时相差不大，而 ＰＣＢ填充的硫化 ＥＰＤＭ的抗
撕裂强度高于 Ｎ９９０，与 Ｎ７７４差别很小。当 ＰＣＢ
含量从１０份增加到５０份时，硫化 ＥＰＤＭ的抗撕
裂强度提高了两倍。

④ ＰＣＢ填充ＥＰＤＭ胶料挤出制品的外观呈现
香肠状，与其它三种填料相比显得较为粗糙。

参 考 文 献（略）

田满 译自 ｅＸＰＲＥＳＳＰｏｌｙｍｅｒ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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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白炭黑补强弹性体

ＤａｌｅＷ．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ＣｈｅｔａｎＳｕｒｙａｗａｎｓｈｉａ等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摘　要：利用小角度光散射和Ｘ射线散射研究有机橡胶中补强填料的形态。长度超过６个数量级的数据说明了由初

级粒子、聚集体和凝聚体组成的粉末的复合形态。将凝聚体暴露在较强的超声波下，之后观察凝聚体的部分分裂情况，从而

评定凝聚体的易脆性。当通过机械混炼掺入到橡胶中时，凝聚体以多种方式分解成聚集体。这些结果说明了可利用以复合

结构为基础的生长过程优化复合材料的形态。譬如在橡胶中分散补强填料更容易将较软的凝聚体分裂成聚集体。另一方

面，比表面积较高的初级聚集体可用于调节橡胶和填料间的相互作用以控制填充橡胶的动态力学响应。

关键词：橡胶补强；沉淀法白炭黑；聚集体；小角度散射；ＳＡＸＳ；ＵＳＡＸＳ；光散射

１　引　言
即使偶尔翻阅目前的科学文献资料也会发现

纳米科学是目前广为关注的话题。然而，事实上

纳米科学往往隶属于复杂系统。譬如，在材料学

领域，形态特征几乎不局限于纳米级。如果聚合

物、金属或陶器在纳米范围内的结构特征显著，那

么几十个长度范围内都可能会存在这种明显的结

构特征。一些情况下，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按层次

划分，就是某长度下的形态有一部分建立在更短

的形态之上。

本文通过探讨复合材料合成、加工、形态和性

能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利用材料特性的目的。研究

对象为胶状白炭黑补强有机橡胶。胶状白炭黑可

示为一种复合材料。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

６０个长度内的胶状白炭黑至少有三种明显的结构
构造。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就是不同的结构层承

担不同的功能，然后利用结构层的生长过程来达

到优化性能的目的。

通常，补强弹性体由硬质相和软质基质组成，

其中硬质相分散在软质基质中。可使用非原位和

原位法将硬质相掺入到基质中。前者是在不同容

器内合成硬质相和软质相，随后进行分散混合。

在此，我们也沿用了此方法。后者是在软质基质

中合成硬质相。最普通的补强弹性体为炭黑补强

的有机橡胶，主要用于轮胎行业。最近几年，我们

研究用白炭黑代替炭黑来达到补强的作用。

ＥｕｇｅｎｅＳｔａｎｌｅｙ及其同伴对复合材料这一课题
做出了大量贡献。尤其是Ｓｔａｎｌｅｙ在支化聚合物和
凝胶中应用渗流模型这一创举提出了一种最新理

念，即基础物理学是理解材料中复合物成因的基

本因素。另外，纳米材料的理想特性归因于其远

离平衡态下进行的合成，而在描述纳米材料的形

态时，分形概念尤为重要。Ｓｔａｎｌｅｙ提出远离平衡
态下发生的动力学生长使材料科学能建立在合理

的物理基础上。最后，Ｇｌｏｔｚｅｒ等发现，反应系统的
相位分离是原位填充硅氧烷复合材料的重要因

素。

２　补强弹性体
用纳米级硬质相补强聚合物对我们来说已经

并不陌生了。在发现硫磺硫化不久后，我们发现

炭黑（一种高比表面积聚合胶体）可提高天然橡胶

的机械特性。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但

仍然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炭黑具有如此作用。同

样地，用胶状白炭黑可补强聚硅氧烷弹性体，但文

献中也没有明确说明有效填料的设计理念。

在此，我们的研究对象为胶状白炭黑补强的

有机苯乙烯－丁二烯橡胶。可在非原位合成补强
填料并通过传统的混炼方法掺入到橡胶中。光散

射技术和Ｘ射线散射技术都可通过变量，ｑ，覆盖
０２～１０－６?－１的尺度范围。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Ｓａｔｕｒｎ
Ｄｉｇｉｓｉｚｅｒ和 Ｈｏｒｉｂａ９１０两种商用光散射仪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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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白炭黑粉末的悬浮液。Ｄｉｇｉｓｉｚｅｒ直接输出ｑ－
空间数据，然而这些数据必须从强度与Ｈｏｒｉｂａ９１０
探测器读数中推断而出。我们根据 Ｈｏｒｉｂａ在探测
位置和区域提供的数据信息可将探测器读数转为

ｑ。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从 Ｈｏｒｉｂａ数据中提取错误
信息，所以我们假设错误信息与数据拟合内的强

度成正比。

在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先进光子源的 ＵＮＩ
ＣＡＴ线光束中可得到超小角Ｘ射线散射（ＵＳＡＸＳ）
数据。在此，所有数据都取自橡胶或粉末中的固

体试样。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在 ＵＳＡＸＳｑ范围
内，粉末所得数据仅次于悬浮体所得数据。ＵＮＩ
ＣＡＴＵＳＡＸＳ设备以 Ｂｏｎｓｅ－Ｈａｒｔ双晶设计为基
础。因此，这些数据都属于狭缝模糊数据，且丢失

了散射图样各向异性的所有信息。用ＵＮＩＣＡＴ数据
还原代码可消除这些模糊数据。入射波长为１?。

就图２和图４而言，改变光散射数据以匹配
１０－３和１０－４?－１区域内的 ＵＳＡＸＳ数据，可将光和
Ｘ射线数据叠接在一起。图４中橡胶试样的数据
为绝对标度。图４中粉末数据在内的所有其它数
据都为任意标度。

３　粉末形态
图１示出了轮胎工业用沉淀法白炭黑的形

态。中和硅酸钠可制备这种非原位填料，在以往

的专利文献中对此方法作了大量讨论。本研究所

用粉末为ＰＰＧ公司生产的ＨｉＳｉｌ１９０。实空间显微
图（图１）和散射分布图（图２）揭示了一种复合结
构，这种复合结构中的 １００?粒子可聚集成 １０～
１００个初级粒子构成的初级粒子团。正如我们将
要展示的，这些聚集体通过化学键键合且较“坚

固”。在结构较高的情况下，聚集体会聚结成凝聚

体，这会显示在散射数据中，但很难从实空间显微

图中识别。

图２的数据覆盖了六十个长度范围（横坐标
表示的是散射矢量的大小，纵坐标为强度，散射矢

量的倒数与强度成正比）。如果将这些小角度散

射数据绘制在双对数轴上，那么曲线中的断点表

示的是长度，长度间的幂律斜率（－Ｐ）反映了内部
结构。就图２来说，三个长度范围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点由分形图像的散射Ｂｅａｕｃａｇｅ层系模型可加

图１　沉淀法白炭黑初级粒子和聚集体的
透射电子显微照片

十个纳米级初级粒子聚集成０１μｍ的聚集体，近而又
凝聚成结构大于骨架的凝聚体。图中横条为０１μｍ。

以确定。从其它文献资料中可找到幂律散射分布

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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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沉淀法白炭黑的多级结构
图中数据为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光散射和 ＵＮＩＣＡＴＵＳＡＣＳ综
合数据。ＵＳＡＸＳ为干粉数据，光散射数据取自溶液悬
浮体。垂直线数据说明了有三个长度范围，幂律斜率

说明了有四个形态。插图中给出了 Ｇｕｉｎｉｅｒ半径（ＲＧ）
和斜率值（Ｐ）。虽然图３中未显示出最大尺度，但最大
尺度超出了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小角度光散射仪器的分辨率。

三个长度范围可示为光滑的胶体颗粒（Ｇｕｉｎｉ
ｅｒ半径，ＲＧ＝８７?）群集成尺寸为 Ｄ＝Ｐ＝２∶５的质
量分形聚集体，之后又群集成密度均匀的多孔物

体，其表面分形维数为 Ｄｓ＝６－Ｐ＝３３５、ＲＧ ＝
２６２μｍ。在此，－Ｐ为散射分布幂律斜率，如图中
列表所示。我们将这种表面粗糙的中等物体形象

地称为“葡萄串”，其中每一个葡萄实际上都是分

形聚集体。高结构（其尺寸超过了光散射仪的分

辨率）聚集体的分形尺寸为１．４８，就已知的聚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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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超声作用对补强炭黑的大尺度结构的影响
图中的光散射数据给出了声波作用２分钟后两层
结构降解成了一层结构。之后声波作用将无影响。

图中数据取自Ｈｏｒｉｂａ９１０。

式而言，这是相当低的。葡萄串好像又进一步以

分形状态聚集。这种高形态结构取决于干燥条

件。

在此之前，Ｓｃｈａｅｆｅｒ等给出了类似图２的散射
数据，根据对合成过程中散射分布的观察，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还分层解释了该结构，包括初级粒子聚集成聚集

体，近而聚集成凝聚体。聚集体和凝聚体的不同

之处在于前者为动力学增长下的分形群集体，后

者为聚集体块。凝聚体的键合力较弱，导致所形

成的密集结构趋于平衡。Ｓｃｈａｅｆｅｒ等推测到凝聚
体通过物理键合较弱，而通过相邻初级粒子间形

成的强化学桥形成的聚集体较稳定。研究溶液和

橡胶内这些粉末的分散体可确定该图像。

４　溶液分散体
将粉末分散在水溶液或橡胶中，观察机械能

或声能引起的形态改变可评定粉末各结构件的稳

定性。就水分散体来说，悬浮粉末的超声作用可

分裂高结构。

图３说明了声波（１５０Ｗ）对 ＨｉＳｉｌ１９０的光散
射分布的影响。当悬浮粉末在 Ｈｏｒｉｂａ９１０中流动
时，声波可作用于悬浮粉末。声波作用２分钟后
未观察到形态改变。声波作用前，这些数据暗示

了ｑ＝１０－６?附近的 Ｇｕｉｎｉｅｒ区域，Ｇｕｉｎｉｅｒ值为
１２６μｍ、第二层结构的 ＲＧ＝４８μｍ。虽然这些数

据与图２的数据不相符，但定性特征基本相似。
由于这些数据取自两种不同的光散射仪（图２的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Ｄｉｇｉｓｉｚｅｒ和图３的 Ｈｏｒｉｂａ９１０），所以
差值可能归因于超声波的作用程度或循环系统施

加的机械搅拌的作用程度。应当注意的是 Ｍｉｃｒｏ
ｍｅｒｉｔｉｃｓＤｉｇｉｓｉｚｅｒ的作用范围较广，平均超过了
ＣＣＤ探测器几千点，而 Ｈｏｒｉｂａ９１０的试样来源有
限，取自２０个非连续探测器。此外，需要六个参
数来拟合平滑曲线，这样长度上的误差就较大（可

能约５０％）。
从图３我们主要观察到的是超声作用破坏了

高级结构，但对低级结构影响最小，即超声作用

后，最大尺度可降到１１μｍ。由于在图３的幂律区
没有改变或改变较小，所以我们可推断出超声作

用下葡萄串型的形态不会分裂。因此，我们可得

出高结构也易碎。

５　橡胶分散体
由于超声作用会将凝聚体的长度降到约

１０μｍ，所以橡胶中的分散体会完全分裂凝聚体，
而使聚集体保持完整。图 ４的 ＵＳＡＸＳ数据对此
有所说明，该图比较了干燥的 ＨｉＳｉｌ１９０粉末和分
散在ＳＢＲ中的Ｈｉｓｉｌ１９０粉末，并且要么经过热处
理方法硫化，要么通过辐射法硫化。我们从图 ４
观察到的主要特点是ｑ＝２×１０－３?之上的曲线几
乎相同，相当于４１４?，或大致是图２聚集体所示大
小的一半。这个观察确定了聚集体较稳定，能承

受传统的混炼。我们注意到辐射硫化试样在粉末

分布的转折点处偏移粉末曲线，粉末分布归因于

聚集体－凝聚体交叉点。热硫化试样在交叉点 －
ｑ处也出现了断点，但也出现了 ＲＧ＝３７４５?的新
特征。这种特征可能是从热硫化包所需ＺｎＯ中散
射出来的。

在６５ｇＢｒａｂｅｎｄｅｒ混炼机中，以５０ｒｐｍ的转速，
将图４的两个橡胶试样与 ＨｉＳｉｌ１９０混合到 ＳＢＲ
中。基础配方为１００份 ＳＢＲ、１０份芳香油、５０份
白炭黑和５份 Ｓｉ６９，其中份数是指每１００克 ＳＢＲ
所含的克数。Ｓｉ６９是一种有助于白炭黑分散的偶
联剂。首先将混炼机加热到９５℃，然后加入基础
配方，之后将试样混合 ７分钟，直到温度约达到
１５５℃。就热硫化而言，硫化包含有２～份硬脂酸

６１ 炭　黑　工　业　　 　 　　　　　　　　　　　　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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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沉淀法白炭黑在有机橡胶中的分散
在ｑ＝０．００２５?－１之上，所有曲线几乎都相互重合，
这就意味着４００?之下聚集体较稳固。分散方法

严重影响最终补强橡胶的特性。

（１８份）、ＺｎＯ（０８份）、硫磺（０８份）、ＤＰＧ（二
苯胍０３份）和ＭＢＴＳ（二硫苯并噻唑，０６份），之
后的５分钟进行第二步硫化（８２℃→１１２℃）。然
后，将试样磨成片状，并在 １６５℃下热硫化 １５分
钟。就辐射硫化而言，可省掉硫化包和第二步混

炼步骤，直接在８Ｍｒａｄ的伽玛射线下进行交联。
就辐射硫化试样而言，当分散在橡胶中时，

ｑ＝０００２?－１以下的区域强度会降低两个数量级，
与凝聚体完全分裂到５００?一致。ｑ＝０００１?－１下
的剩余散射非常弱，可能并不归因于白炭黑。

根据分形模型，Ｗｉｔｔｅｎ等已说明聚集体的硬
度会随着聚集体尺寸（大约为尺寸的 －４次方）的
改变而急剧下降。因此，较大的聚集体比橡胶基

质更软，混炼时机械力所产生的剪切力可分解这

些大的聚集体。临界性聚集体粒径就是聚集体弯

曲模量与橡胶基质弯曲模量相匹配时的粒径。该

粒径取决于初级粒子的大小和白炭黑的模量。长

度的合理假设约为１０００?。考虑到所涉及的所有
假设，该数字与图４中４００?的值一致，这是因为
该尺度下聚集体较稳固。

６　机　遇
因此，读者应相信我们可以确定复合胶状补

强填料的结构。为了充分说明其形态，有必要收

集ｑ区内多个数量级的数据，也有助于观察这些
粉末对机械分裂和超声波分裂的反应。正如我们

在此已经论证的一样，沉淀法白炭黑展示了四个

截然不同的长度，每一个都由不同的生产机制产

生，每一个在聚合物补强中都起着不同的作用。

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我们用一套相当简单

的方法说明了沉淀法白炭黑的复合结构。初级

粒子的生长包括成核和生长。初级粒子通过反

应限制动能增长完成聚集。初级粒子间接触区

会发生聚集体老化，这使得聚集体较稳固。溶液

中，聚集体会形成较大的结构，我们称之为凝聚

体，其内部密度均匀，外表较粗糙，不同于葡萄

串。干燥时，由于凝聚体的动能聚集，仍然会产

生第四层结构。

这种机遇既会涉及到生长机制，同样也会涉

及到每个长度在粉末分散和橡胶补强中所起的作

用。譬如，初级粒子会控制界面面积，会控制与橡

胶相的粘合。比表面积较大的粉末，初级粒子较

小。这种粉末的补强性非常好，但分散性却很差。

初级粒子可用于控制填料和基质间的粘合。聚合

物与填料间的键合可使动态机械性能和填充聚合

物的最终性能都发生很大的改变。

由于聚集体是基本的补强物质，根据补强模

型可优化其结构。正如 Ｗｉｔｔｅｎ等所假设的群集
跨越臂的弯曲模量是补强元素，那么理想的群集

体在低分维聚集体中初级粒子粘结较牢。换句

话说，如果补强归因于粘结和粘合橡胶，那么最

好用高分维群集体。在生长过程中，通过离子强

度、表面活性剂、ｐＨ值和剪切力可调节群集体的
结构。

对于较大的物质来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分散

性。大分形物体或密集块不能成为有效的补强

剂。在混炼机中进行分散可分裂聚集块，分解凝

聚体。这种方法很耗能，尤其当凝聚体是化学键

合时所耗的能量更大。所以需开发溶液生长法，

这样才能使聚集体的粘结更为牢固，而凝聚体的

粘结较弱。通过控制白炭黑沉淀过程中的增长条

件和干燥条件即可达到这一目的。

唐昆 译自 Ｄ．Ｗ．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Ａ
３１４（２００２）６８６－６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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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 －凝胶法二氧化硅和芯 －壳型二氧化硅
纳米粒子的制备和表征

ＯｌｆａｔＭ．Ｓａｄｅｋ１，ＳａｆｅｎａｚＭ．Ｒｅｄａ２等著
（１．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研究生院材料科学部；２．埃及本哈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摘　要：用加酸一步溶胶－凝胶法制备了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和以蒙脱石粘土为载体的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用ＸＲＤ（Ｘ

射线衍射）、ＦＴ－ＩＲ（付立叶转换红外激光分析）、ＴＥＭ（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氮气吸附等方法表征了这两种合成固态产物。

研究了制备温度影响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结构和性能的情形。结果表明，后热处理温度从２５℃升高到２００℃不会改变二氧化

硅纳米粒子的无定形状态。而对于以蒙脱石为载体的二氧化硅来说，粘土片晶在溶胶－凝胶过程中裂为薄层。ＴＥＭ照片显

示，升温过程中，由于二氧化硅粒子融合结块，其平均粒径会增大，而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呈现芯－壳形态，其粒子直径

为２９ｎｍ。表面积测定值表明，提升后热处理温度，由于粒子的聚集作用，表面积会减小。与２００℃下制备的二氧化硅纳米粒

子相比，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的平均孔穴宽度较窄。这说明，前者具有大孔结构。通过ＰＰＩＸ（原卟啉ＩＸ）的吸附作用，

测试了两种二氧化硅试样的吸附效率。２００℃下制备的二氧化硅试样的吸附效率最大。用特姆金（Ｔｅｍｋｉｎ）模型来描述了不

同条件下ＰＰＩＸ在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上的吸附平衡状态。

关键词：二氧化硅；溶胶－凝胶法；芯－壳；纳米粒子

１　引　言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由于具有优异的光学、电

学和热学性能，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二氧

化硅纳米粒子在许多领域（例如催化剂、化妆品、

油漆和药物传递等）已经获得应用。人们通过各

种不同的途径来制备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其中包

括热解法、溶胶 －凝胶处理法和油包水型（Ｗ／Ｏ）
微乳液法等。溶胶－凝胶法已经被广泛用于合成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其理由是采用溶胶 －凝胶法
在化学溶解阶段就能够调控粒子的孔穴容积和孔

穴大小。溶胶－凝胶法制备的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性能，诸如折射率可大可小、

孔穴率高、导热率低和介电常数小等。因此，二氧

化硅纳米粒子在光学、微电子学和热学领域的用

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极大重视。这些用途例如减

反射的遮光涂层、隔热材料和其它制品等。二氧

化硅的纳米结构和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溶胶 －
凝胶过程中的各项实验条件。

近年来，人们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来制备物

理化学性能更为优异的芯 －壳型二氧化硅纳米粒

子。芯－壳型粒子可以概括地定义为由一个内芯
（内部材料）和一个外壳（外层材料）组成的粒子。

各种各样的内芯材料和外壳材料通过紧密的相互

作用能够在很宽范围内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搭

配。这些组合形式包括有机材料／无机材料、无机
材料／无机材料和无机材料／有机材料等。本文所
述的芯－壳型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利用的就是无机
材料／无机材料的相互作用。芯 －壳型复合粒子
的应用范围相当宽，例如用于制造电子产品、催化

剂和隔热材料等。长期以来，用粘土之类无机矿

物材料做内芯的纳米粒子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例

如用于制造催化剂、催化载体、有机物吸附剂和粘

土基多孔材料等。其理由是，这种纳米粒子的热

学／力学稳定性强，比表面积大，并且能有效减小

粒子的附聚作用。

本文所研究的二氧化硅纳米粒子是采用加酸

一步溶胶－凝胶法来制备的。文中讨论了温度影
响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结构的情形。还观测了添加

钠蒙脱石粘土（Ｎａ－ＭＭＴ）影响二氧化硅纳米粒
子性能的情形。选择 ＰＰＩＸ（原卟啉 ＩＸ）作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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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附质，用以研究了所制备试样的吸附效率。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化学制品

全部化学制品都是购入后原封不动直接使用

的，未作进一步处理。这些化学制品是 ＴＥＯＳ（四
乙基原硅酸酯）（阿克劳斯有机物公司产品）、乙

醇、ＰＰＩＸ（原卟啉ＩＸ）（西格玛公司产品）和蒙脱石
（索迪陶瓷公司产品）。ＰＰＩＸ的分子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ＰＰＩＸ的结构式

２２　制备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通过加酸催化加水分解 ＴＥＯＳ制备了二氧化

硅纳米粒子。具体做法如下所述：在 １５５ｍｌ乙醇
和１９０ｍｌ水混合液中添加１５０ｍｌＴＥＯＳ，搅拌均匀；
用力搅拌所得混合液１ｈ。在反应混合液内滴注２
～３滴盐酸作为水解催化剂，用以调整碱性反应体
系的ｐＨ值；水解之后，混合液变成透明的溶胶。
将溶胶放入特氟隆圆碟内在室温下干燥。分别在

２５、６０、１００和２００℃空气中加热２５ｍｉｎ所得干燥凝
胶，用以研究后热处理温度影响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的结构和粒子大小的情形。这几种试样分别标记

为ＳｉＯ２－２５、ＳｉＯ２－６０、ＳｉＯ２－１００和 ＳｉＯ２－２００。
２３　合成芯－壳型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在１９ｍｌ蒸馏水中分散１ｇＮａ－ＭＭＴ粘土，用
磁力搅拌机在室温下搅拌２４ｈ，制成分散均匀的泥
浆。然后，在频率２５ｋＨｚ和功率１００Ｗ的条件下，
用超声波振动处理所得泥浆。在粘土和水形成的

泥浆中添加１５ｍｌＴＥＯＳ和１５ｍｌ乙醇。用盐酸将

泥浆的ｐＨ值调整到３。在６０℃下用力搅拌混合
物料，直到形成均匀的乳白色凝胶为止。为了下

一步进行凝聚反应，将凝胶老化几天，以便溶剂蒸

发，随后在６０℃真空中干燥２４ｈ。将通过这些处
理步骤后所得粘土－二氧化硅刚硬微粒研磨成粉
末，供试验分析之用。

２４　表　征
采用美国迪阿罗（Ｄｉａｎｏ）公司制造的衍射仪，

在共辐射条件（λ＝０１７９ｎｍ）下进行 Ｘ射线粉末
衍射（ＸＲＤ），以便研究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的晶体
结构和结晶状态。采用传统的即经典的容量分析

装置，根据氮吸附等温线测定了二氧化硅纳米粒

子的ＢＥＴ比表面积和和平均孔穴半径（ｒ）。采用
ＴＥＭ（ＪｅｏｌＪＸＡ８４０型电子探针微观分析仪）观察
了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的表面形态和微观结构。采

ＵＶＤ－２９６０型示踪分光光度计来观测了 ＵＶ－Ｖｉｓ
吸附过程。采用 ＪａｓｃｏＦＴ／ＩＲ频谱分析仪在４０００
－４００ｃｍ－１的波数范围内进行了ＦＴ－ＩＲ分析。
２５　ＰＰＩＸ分子在二氧化硅和芯－壳型二氧化硅
纳米粒子的吸附过程

用容量２５０ｍｌ的烧瓶分批试验，完成了 ＰＰＩＸ
在在合成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上的吸附过程。用乙

醇作为溶剂制备了２５ｍｌ浓度符合要求的 ＰＰＩＸ溶
液。用０１Ｎ的盐酸或氢氧化钠调整了溶液的 ｐＨ
值。然后，将００２５ｇ纳米二氧化硅粉末添加到溶
液内，二氧化硅的最终浓度为１ｇ／ｌ。所得悬浊液
立即摇荡１ｈ。到达规定的时间后，使悬浊液稳定
下来。用ＵＶ－Ｖｉｓ频谱仪分析上层清液，以便确
定残留ＰＰＩＸ浓度。用４８５ｎｍ下测量的吸收强度
来确定溶液中剩余 ＰＰＩＸ的浓度。全部实验操作
均在室温下进行。所研究的实验变量的变化范围

如下：ＰＰＩＸ浓度（１０－４，５×１０－５，１５×１０－５ｍｏｌ／ｌ），
溶液的 ｐＨ值（２，１０），二氧化硅纳米粒子浓度
（１ｇ／ｌ）和混合时间（１－８ｄ）。

３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３１　表　征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Ｎａ－ＭＭＴ和蒙脱石粘土
－二氧化硅纳米复合材料的 ＸＲＤ的衍射谱线如
图２所示。ＸＲＤ结果表明，不存在任何二氧化硅
的特征衍射峰，而且所出现的衍射峰本质上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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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形的。这说明，２００℃以下的后热处理温度对二
氧化硅纳米粒子的相生成根本没有重大影响。这

一结果与文献报告的情形非常一致。图２（ｅ）示
出的是芯－壳型蒙脱石粘土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的ＸＲＤ衍射谱线。该谱线表明，２２℃时衍射峰相
当宽大。这与无定形二氧化硅（Ｓｉ－Ｏ短序结构）
的典型衍射谱线相吻合。Ｎａ－ＭＭＴ在 ６℃的
（００１）衍射峰消失不见［图２（ｆ）］，说明粘土片晶
在溶胶－凝胶过程中已经裂为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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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ｉＯ２－２５（ａ）、ＳｉＯ２－６０（ｂ）、ＳｉＯ２－１００（ｃ）、
ＳｉＯ２－２００（ｄ）粘土－ＳｉＯ２纳米

复合材料（ｅ）和ＮＭＭＴ（ｆ）的ＸＲＤ衍射谱

用ＦＴ－ＩＲ谱来表征了所制备的全部试样（图
３）。如图所示，在波数３４７０和１６３９ｃｍ－１两处出现
的相当宽的吸附带，据认为是由游离水或吸附水

的拉伸振动模式和 Ｈ－Ｏ－Ｈ弯曲振动模式造成
的。在波数 １０７７、７９８和 ４７４ｃｍ－１处吸附作用强
劲，表明形成了二氧化硅网络。１０７７ｃｍ－１处出现
的吸附带归因于 ＳｉＯ４四面体的 Ｓｉ－Ｏ－Ｓｉ结合，
而４７４ｃｍ－１处的吸附带则与 Ｓｉ－Ｏ－Ｓｉ结合或
Ｏ－Ｓｉ－Ｏ结合的弯曲振动模式紧密相关。这些
观测结果足以证明生成了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图３（ｅ）示出的是粘土改性二氧化硅的 ＦＴ－
ＩＲ谱。用粘土改性之后，在波数约３４７０ｃｍ－１处出
现的吸附带是表面羟基的拉伸振动造成的，而波

数９５６和９６８ｃｍ－１处的吸附带则归因于 －ＯＨ的
弯曲振动。表面羟基的这些特征吸附带的吸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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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ＳｉＯ２－２５（ａ）、ＳｉＯ２－６０（ｂ）、ＳｉＯ２－１００（ｃ）、
ＳｉＯ２－２００（ｄ）和粘土－ＳｉＯ２纳米复合材料（ｅ）的

ＦＴ－ＩＲ谱

度增大说明，不仅在二氧化硅溶胶粒子自身内，而

且在溶胶粒子和表面羟基之间都发生了凝聚反

应。在波数５４５ｃｍ－１处出现了一个起因于粘土的
Ａｌ－Ｏ－Ｓｉ结合的新吸附带。ＦＴ－ＩＲ谱［图 ３
（ｅ）］显示在波数３６７７、９１６和８４７ｃｍ－１处的吸附
带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这些结果说明粘土的表

面羟基同水解后的 ＴＥＯＳ发生了反应。所生成的
二氧化硅通过共价键附着在粘土表面上。

图４示出纯二氧化硅试样和粘土 －二氧化硅
复合材料试样的 ＴＥＭ照片。在 ＴＥＭ照片中明显
可见全部试样都呈现密实紧凑的圆球状形态。，图

４（ａ）～（ｄ）示出的是在不同温度下后热处理过的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的 ＴＥＭ照片。ＳｉＯ２－２５（ａ）、
ＳｉＯ２－６０（ｂ）、ＳｉＯ２－１００（ｃ）和ＳｉＯ２－２００（ｄ）的平
均粒径分别为 ２７、３０、６５和 ２０２ｎｍ。正如我们所
见，提升温度，平均粒径相应增大。其主要原因在

于，温度升高导致粒子长大。显而易见，观测到后

热处理温度越高，粒径分布范围明显越窄。这也

许是由于温度越高，粘度越低，这样一来就增强了

粒子在沉淀过程中的聚集作用。图４（ｅ）是所得
粘度－二氧化硅纳米复合材料的 ＴＥＭ照片。由
这一照片明显可见，最终的复合材料粒子呈现芯

－壳形态，直径为 ２９ｎｍ。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
在粘土表面和粘土片晶周围形成了数量更多的二

氧化硅网络。

３２　氮气吸附－脱附测量结果
测定了氮气吸附 －脱附等温线，用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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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ＳｉＯ２－２５（ａ）、ＳｉＯ２－６０（ｂ）、ＳｉＯ２－１００（ｃ）、ＳｉＯ２－２００（ｄ）ＳｉＯ２－２００（ｄ）和粘土－ＳｉＯ２
和粘土－ＳｉＯ２纳米复合材料（ｅ）的ＴＥＭ照片

不同温度下后热处理的二氧化硅试样的表面形

态和物理性能（图５）。比较这些试样的滞后回
线，表明它们属于 Ｈ４型。但是 ＳｉＯ２－２００不在
此列，因为观测到了 ＳｉＯ２－２００的 Ｈ３型回线的
叠加过程。ＳｉＯ２ －２００的吸附等温线［图 ５
（ｄ）］是 Ｈ３型滞后回线。这种情形可认为是片

状粒子的聚集体（松散的集合物）产生狭缝形

孔穴所引起的。全部等温线的形状都近似于 Ｉ
型。其原因在于，按照 ＢＤＤＴ归类，滞后现象产
生于脱附过程中。然而，试样的滞后回线形状

却没有明显的差别。唯一例外的是，ＳｉＯ２－２００
的滞后回线形状呈现 ＩＩ型。

图５　ＳｉＯ２－２５（ａ）、ＳｉＯ２－６０（ｂ）、ＳｉＯ２－１００（ｃ）、ＳｉＯ２－２００（ｄ）和粘土－ＳｉＯ２纳米复合材料（ｅ）的

氮吸附－脱附等温线

　　图５（ｅ）是芯 －壳型粘土 －二氧化硅纳米粒
子的吸附－脱附等温线。该曲线表明粘土改性二

氧化硅具有亚 Ｈ３型滞后回线。这归因于具有许
多开口式狭缝形毛细管的中孔结构。这种毛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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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身粗大，颈部短窄。

表１列出全部检测试样的 ＢＥＴ比表面积
（ＳＢＥＴ）、总孔穴容积（Ｖｐ）和平均孔穴半径（ｒ）。由
表１可见，与不同温度下制备的二氧化硅相比，初
始态ＳｉＯ２－２５的比表面积明显较大。提升后热处
理温度，由于粒子的聚集作用随后热处理温度增

强，结果二氧化硅的 ＢＥＴ比表面积逐渐减小。与
纯ＳｉＯ２－２００相比，粘土－二氧化硅试样呈现较大
的孔穴宽度（如表２所示）。这再次证明，在二氧
化硅粒子之间形成大的孔穴和缝隙，而在后一种

场合则形成了中孔二氧化硅网络。在酸性催化状

态下，溶胶－凝胶过程就是完全的水解反应，用羟
基（—ＯＨ）取代醇盐基（—ＯＣ２Ｈ５），然后在位于粘
土表面上的硅烷基（Ｓｉ—ＯＨ）和烷氧基之间进行
凝聚反应，形成共价键。与此同时，水解后的

ＴＥＯＳ也自凝聚成具有中孔结构的、连续而巨大的
二氧化硅网络，尤其在高 ＴＥＯＳ／粘土的场合更是
如此。结果，粘土片晶与二氧化硅形成共价键，渗

透进粘土层间的中孔网络扩展，使得粘土片晶形

成鳞片结构。孔穴尺寸的测量结果显示，因为纯

二氧化硅的孔穴尺寸已属中孔范围，所以孔穴尺

寸随后热处理温度升高而减小。另一方面，由于

粘土 －二氧化硅试样的孔穴尺寸仅约为２ｎｍ，所
以粘土－二氧化硅试样处于微孔范围的孔穴数量
比处于中孔范围的孔穴数量更多。

表１　分析二氧化硅试样的氮吸附等温线所得参数

试样
ＢＥＴ比表面积
（ＳＢＥＴ，ｍ２／ｇ）

总孔穴容积

（Ｖｂ，ｃｍ３／ｇ）
平均孔穴宽度

（ｒ，Ａ。）
ＳｉＯ２－２５ ５９６６１ ０３４９８ １４７
ＳｉＯ２－６０ ４５１０４ ０３２４７ １８０
ＳｉＯ２－１００ ３３８３２ ０２４７６ １８３
ＳｉＯ２－２００ ３３８３２ ００４６６ １８３
粘土－ＳｉＯ２ ７９９ ００７６３ ２４０

３３　通过ｔ－图分析
用下面的玻尔公式，计算了物理吸附层的统

计厚度ｔ与相对压力的函数关系：

　　ｔ＝ １３９／００３４－ｌｏｇＰ
Ｐ( )[ ]ｏ

１／２

（１）

将所吸附气体的体积与 ｔ的关系绘制成 ｔ－
图，用以进行孔穴分析。图６显示，ｔ－测绘曲线存
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直线段：在孔壁上吸附的初始

阶段和外推到吸附体积纵坐标的过渡阶段。纵坐

标上的正截距值度量试样的微孔容积。这一容积

在过渡阶段之初就已经被所吸附的分子填充。与

此相似，最后阶段的直线部分度量不包括外表面

孔穴容积在内的外表面积和总孔穴容积。因此，ｔ
－图分析更适用于含有微孔和中孔两者的试样。
二氧化硅试样和粘土 －二氧化硅试样的 ｔ－测绘
曲线孔穴比表面积Ｓｔ可由 ｔ－测绘曲线初始直线
段的斜率算出。其结果与相应的ＢＥＴ比表面积近
似。但后热处理温度为１００℃和２００℃的二氧化
硅试样不在此列（表２）。微孔容积Ｖ微孔大于相应
的中孔容积Ｖ中孔，但不包括２００℃下后热处理的二
氧化硅试样和粘土－二氧化硅试样。这一点并不
出人意料之外，原因在于微孔填充过程是依靠气

态吸附作用来进行的，它所占据的表面积比通过

液状毛细管凝结作用来填充中孔时更大。由表２
还可看出，全部试样的外比表面积 Ｓｅｘｔ小于相应的
ＢＥＴ比表面积。看得出来，如果将 Ｓｔ（由 ｔ－测绘
曲线初始直线段的斜率算出）视为全部孔穴的总

比表面积，那么微孔比表面积 Ｓｍｉｃ就等于［Ｓｔ－
（Ｓｔ微孔 ＋Ｓｔ外）］，２５、６０、１００、２００℃制备的二氧化硅
试样和粘土 －二氧化硅试样的 Ｓｍｉｃ分别为 ５２６、
３４８、２７６、９６和２８６ｍ２／ｇ。已经观测到，２５℃时制
备的二氧化硅试样的总孔穴容积最大，为

０３４９ｃｍ３／ｇ，而２００℃下制备的二氧化硅试样的总
孔穴容积最小，为００４６６ｃｍ３／ｇ。另外，观测到２５℃
的二氧化硅试样的微孔最大，为０２５６ｃｍ３／ｇ。这一
结果与相应的Ｓｔ比表面积之间的差别相当一致。

表２　所研究全部试样的ｔ图分析所得参数

试　样
孔穴比表面积

（Ｓｔ，ｍ２／ｇ）
（Ｓ外，ｍ２／ｇ）

微孔比表面积

（Ｓ微，ｍ２／ｇ）
中孔比表面积

（Ｓ中，ｍ２／ｇ）
微孔容积

（Ｖ微，ｃｍ３／ｇ）
中孔容积

（Ｖ中，ｃｍ３／ｇ）

ＳｉＯ２－２５ ５４７５１ ７０３２ ５２６３ ２１２１ ０２５６ ００９３７
ＳｉＯ２－６０ ３５４３５ １０２６ ３４８４ ５９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７７
ＳｉＯ２－１００ １４５５ ６１０７３ ２７６６ １５０ ０１５０３ ００９７３
ＳｉＯ２－２００ ３６６６ ２８８５ ９６２２ ２７０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４２４
粘土－ＳｉＯ２ ６６５３ ５０９７ ２８６２ ３７９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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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ＳｉＯ２－２５（ａ）、ＳｉＯ２－６０（ｂ）、ＳｉＯ２－１００（ｃ）、
ＳｉＯ２－２００（ｄ）和粘土－ＳｉＯ２纳米复合材料（ｅ）的

ｔ－测绘曲线图

３４　ＰＰＩＸ在二氧化硅和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
子上的吸附作用

用２５、６０、１００和２００℃预处理的二氧化硅纳
米粒子和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进行了吸附操
作过程。观测到ＳｉＯ２－２５根本不能吸附 ＰＰＩＸ，两
天之内溶剂中的 ＰＰＩＸ浓度一直没有变化。ＳｉＯ２
－６０、ＳｉＯ２－１００和 ＳｉＯ２－２００等其它试样呈现同
ＰＰＩＸ轻微相互作用的能力。吸附过程的效率（％
ｅｆｆ）可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得出：

　　％ｅｆｆ＝
ｃｏ－ｃｅｑ
ｃｏ

×１００ （２）

式中，ｃｏ和ｃｅｑ分别代表ＰＰＩＸ的初始浓度和到达吸
附平衡时间后的浓度（ｍｇ／ｌ）。

图７示出经过两天后 ＰＰＩＸ在不同的二氧化
硅纳米粒子上的吸附效率与后热处理温度的关

系。显然，ＳｉＯ２－２００两天内的吸附效率最高，为
３７％，而在相同实验时间内，ＳｉＯ２－１００和 ＳｉＯ２－
６０的吸附效率分别为３４％和２５％。同一时间内
ＳｉＯ２－２５的吸附状态根本没有任何改变。还观测
到，ＳｉＯ２－２００的吸附效率稍有增大，为 ５２％，而
ＳｉＯ２－６０和ＳｉＯ２－１００的吸附效率没有任何增加。
ＳｉＯ２－２００的吸附效率最大，也许是由于它的孔穴
半径较大（７６ｎｍ），就像测定 ＢＥＴ值时所观测到
那样。这说明中等孔穴可视为适合 ＰＰＩＸ分子同
二氧化硅表面相互作用的孔型。另外，当后热处

理温度升高到２００℃以后，中孔的比表面积明显
增大。

图８示出 ｐＨ＝１０的上层清液内 ＰＰＩＸ在粘
土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上吸附前后的 ＵＶＶｉｓ吸
附频谱。吸附后，不出所料，由于 ＰＰＩＸ同粘土 －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相互作用，使得溶液中 ＰＰＩＸ
浓度下降，从而导致４０２±０５ｎｍ处的区分带强
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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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两天后ＰＰＩＸ的吸附效率与ＳｉＯ２的后热处理
温度的依存关系（ＳｉＯ２粒子浓度＝１ｇ／ｌ，初始ｐＨ值＝７，

初始ＰＰＩＸ浓度＝１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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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ＰＰＩＸ在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上
吸附前后的ＵＶＶｉｓ吸附频谱（ＰＰＩＸ的
初始浓度＝１×１０!

５Ｍ，ｐＨ＝１０）

初始 ＰＰＩＸ浓度是另一个影响吸附过程的重
要变量。在预先设定的最佳条件下，研究了 ｐＨ＝
１０时 ＰＰＩＸ的初始浓度（１０"４，５×１０"５和 １５×
１０"５ｍｏｌ／ｌ）影响ＰＰＩＸ在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上吸附作用的情形。结果，ＰＰＩＸ的吸附效率与初
始ＰＰＩＸ浓度的关系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见，增
大ＰＰＩＸ浓度，ＰＰＩＸ的吸附效率相应增大，而当浓
度增大到１×１０"５Ｍ时，吸附效率不再改变。这也
许是由于在这一浓度下 ＰＰＩＸ在粘土 －二氧化硅
纳米粒子上的吸附点已经饱和。已经发现，粘土

与二氧化硅掺和会使得中孔比表面积增大，进而

导致ＰＰＩＸ同粘土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之间的相
互作用在速度和效率都实现最大化。我们注意

到，当 ｐＨ＝１０时，在 ＰＰＩＸ初始浓度（１５×
１０"５ｍｏｌ／ｌ）下，粘土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上的吸
附效率值达到８７％，大大高于纯二氧化硅和粘土。
这一点不难加以解释。其理由如下：ｐＨ＝１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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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层周围的二氧化硅网络破裂，使粘土片晶变

得适合ＰＰＩＸ的分子吸附。然而，在中性或酸性溶
剂（ｐＨ＝２）中，只有极小的粘土表面可供 ＰＰＩＸ吸
附，正如所推荐的结构模型所示（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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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ＰＰＩＸ的浓度对ＰＰＩＸ在粘土－二氧化硅
试样上吸附效率的影响（粘土－二氧化硅

粒子浓度２ｇ／ｌ，ｐＨ＝１０）

图１０　ＰＰＩＸ（Ｃｏ＝１０μｍ）在中性溶剂（ｐＨ＝２）（ａ）和
ｐＨ＝１０溶剂（ｂ）内吸附后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的

结构示意图

为了考察吸附过程的平衡状态，测定了 ＰＰＩＸ
的浓度。任意时间（ｔ）（ｍｉｎ）内ＰＰＩＸ在二氧化硅表
面的吸附量（ｑｔ）（ｍｇ／ｇ干试样），可用下式计算：

　　ｑｔ＝
（ｃｏ－ｃｔ）
ｍ ｖ （３）

式中，ｃｔ是在任意时间清液中ＰＰＩＸ的浓度（ｍｇ／ｌ），
ｖ是清液体积（ｌ），ｍ是干试样的重量（ｇ）。

图１１示出 ｐＨ＝１０时 ＰＰＩＸ在粘土二氧化硅
纳米粒子上的吸附等温线。该吸附等温线是通过

测定ＰＰＩＸ吸附量来绘制的，利用了纳米粒子（ｑｅｑ）
（ｍｇ／ｇ干试样）与溶液中 ＰＰＩＸ的平衡浓度（ｃｅｑ）
（ｍｇ／ｌ）的关系。该吸附等温线的形状与 Ｓ型近
似，按吉勒斯（Ｇｉｌｅｓ）分类法，属于３－子组。Ｓ型
曲线表明，表面上存在溶质 －溶质吸引力。它也
表明ＰＰＩＸ的脱附作用也许被与溶液的竞争反应
所阻止，例如与表面的络合反应。这意味着，ＰＰＩＸ
同表面的亲和力较小，不过表面一旦被 ＰＰＩＸ分子
覆盖，其它分子就更容易吸附。于是，很快形成第

二吸附层，一直到吸附曲线变成为３－子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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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ＰＰＩＸ在粘土－二氧化硅试样上的吸附等温线
（粘土－二氧化硅粒子浓度＝１ｇ／ｌ，初始ｐＨ＝１０）

确立最合理的平衡数据的相互关系，从而优

化吸附体系样式来使 ＰＰＩＸ吸附到粘土 －二氧化
硅纳米粒子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试验了四

个常见的吸附平衡模型［兰米尔（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弗伦
德里奇（Ｆｒｕｎｄｌｉｃｈ）、特姆金（Ｔｅｍｋｉｎ）和杜比宁 －
拉杜什克维奇（Ｄｕｂｉｎｉｎ－Ｒａｄｕｓｈｋｅｖｉｃｈ）］。用上
述模型（不包括图形在内）按直线性直接分析了吸

附数据，测定了相关系数 Ｒ２，其排序如下：特姆金
模型（０８８）＞杜比宁－拉杜什克维奇模型（０７６）
＞弗伦德里奇模型（０７５）＞兰米尔模型（０３２）。
依据Ｒ２值，特姆金模型最有可能用来描述粘土 －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上 ＰＰＩＸ的相互作用。通常，该
模型可采用下面的形式：

　　ｑｅｑ ＝βｌｎ（Ａｃｅｑ） （４）
其直线表达式为

　　ｑｅｑ ＝βｌｎＡ＋βｌｎｃｅｑ （５）
式中，β是常数，表示每单位键能的不同表面容量
（β＝ＲＴ／ｂ）；Ｔ是吸附温度；Ｒ是气体常数。β值与
吸附质－吸附质相互作用的程度和不均匀性成反
比。按照式（５）就能够对吸附数据进行分析。因
此，利用图１２所示ｑｅｑ与ｌｎｃｅｑ的关系曲线能够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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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 Ａ和 β。由所得直线的斜率能够算出 β值，
β＝４２７７。于是，根据直线在坐标上的截距，就能
够算出Ａ值，Ａ＝３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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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ＰＰＩＸ吸附于粘土－二氧化硅试样上的
特姆金吸附模型（ｐＨ＝１０）

４　结　论
用一步催化凝胶－溶胶法制备了二氧化硅纳

米粒子和芯－壳型粘土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研
究了温度影响所得二氧化硅试样性质的情形。用

ＸＲＤ、ＦＴ－ＩＲ、ＴＥＭ和氮气吸附等方法表征了所制

备的几种试样。所得结果表明，温度从２５℃升高
到２００℃，由于粒子聚集作用增强，所以粒径会增
大，而ＢＥＴ比表面积会减小。正如ＴＥＭ照片所证
实那样，粘土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呈现芯 －壳型
结构形态，粒子直径为２９ｎｍ。用 ｔ图分析法评估
了诸如外比表面积、微孔比表面积、中孔比表面

积、总孔穴容积、微孔容积和中孔容积。业已发

现，２５、６０、１００和２００℃制备的二氧化硅试样以及
粘土－二氧化硅试样的微孔比表面积分别为５２６、
３４８、２７６、９６和２８６ｍ２／ｇ。ＰＰＩＸ在所制备试样上
的吸附效率表明，２００℃制备的二氧化硅试样由于
孔穴半径最大（７６ｎｍ），从而吸附效率最高。吸
附试验的结果也表明，用特姆金模型来解释 ＰＰＩＸ
在粘土－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上的吸附过程更为合
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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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创日本特种白炭黑扩建项目投产

　　德国赢创工业集团日前表示，由其控股的合
资企业 ＤＳＬ（日本）公司白炭黑扩建项目已经投
产，将生产其Ｓｉｐｅｒｎａｔ和Ｃａｒｐｌｅｘ牌号的特种白
炭黑系列。该扩建计划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宣布，投资
额达数百万欧元。此项投资将使赢创在日本的特

种白炭黑产能提升５０％。
ＤＳＬ（日本）公司位于日本兵库县西南端的赤

穗市，是赢创与日本盐野义制药株式会社（Ｓｈｉｏｎｏ
ｇｉ＆Ｃｏ）的合资企业，赢创持有该合资公司５１％
的股份。这一扩建将使ＤＳＬ能提供高技术含量且
品质卓越的特种白炭黑产品，支持在食品、化妆品

和医药等成熟行业客户的增长。Ｓｉｐｅｒｎａｔ和
Ｃａｒｐｌｅｘ的应用包括其在啤酒过滤中使用，制药
企业作为药物载体，以及作为粉状食品的助流剂

和牙膏增稠剂。预计其还可应用于其它工业领

域，例如油漆和涂料或纸品涂料。据称，扩建的新

装置完全符合日本、欧盟、美国和其它国家对直接

接触食品的监管要求，并符合 ＨＡＣＣＰ和 ＧＭＰ体
系在日本对食品质量和安全卫生的要求。

目前，赢创正在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其白炭黑

产能。继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建项目之后，赢创如

今正在南美洲巴西圣保罗附近的阿美里卡纳兴建

白炭黑装置，这将是在南美洲的第一套高分散型

白炭黑装置，预计将于２０１６年投产，其产品主要
用于生产低滚动阻力轮胎。２０１５年春季，赢创开
始规划在美国新建世界级规模的沉淀法白炭黑生

产装置，该装置将有望于２０１７年竣工投产。整体
而言，这一项目将是赢创过去５年来在北美进行
的最大投资。

赢创是世界上主要的白炭黑生产商之一。除

了沉淀法白炭黑外，该公司还生产 Ａｅｒｏｓｌｉ气相
法白炭黑和 Ａｃｅｍａｔｔ硅基消光剂。赢创在全球
的沉淀法白炭黑、气相法白炭黑及消光剂的年产

能约有５５万吨。 （朱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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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炭黑／ＡＢＳ复合材料的电磁屏蔽效能的研究

ＸｉａｏｈｕａＷａｎｇ
（辽河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辽宁 盘锦）

摘　要：随着高分子材料电磁干扰屏蔽场的应用愈发广泛，人们也愈发关注、研究高分子材料。本文研究了炭黑含量

对纳米炭黑（ＣＢ）／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ＡＢＳ）复合材料的体积电阻率和电磁屏蔽效能（ＳＥ）的影响。该结果说明了，如

果炭黑的质量份数超过１５％，那么体积电阻就会急剧下降，如果炭黑的质量份数高达３５％，体积电阻率就会达到最低值

１０３Ω·ｃｍ，ＳＥ约为６ｄＢ。另外，当改变体积电阻率的时候，在炭黑含量分别为１５％～２０％和３０％～３５％时会有明显的双渗

滤效应。

关键词：纳米炭黑；电导率；双渗滤效应；屏蔽效能

１　引　言
塑性材料或其它聚合材料在商用和家电电子

设备上的应用已逐渐取代金属，因为同金属相比，

塑性材料或聚合材料具有重量更轻、设计更灵活

以及费用更低等优点。但，如果直接使用聚合材

料，那么由于聚合材料的导电性较差就会因电磁

干扰（ＥＭＩ）而引起一系列问题，譬如会产生噪音，
甚至使电子器件失效。为了达到屏蔽效能，提高

导电性、改善ＥＭＩ问题，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塑料基质中掺入导电填料，如炭黑、石墨、

碳纤维和金属粉末等。炭黑因成本低、导电性好、

密度低而得到广泛应用。

ＡＢＳ作为五种通用塑料之一，具有卓越的机
械性能。在聚合材料中使用炭黑粒子可使聚合物

具有导电性和屏蔽效能。本文分析了纳米炭黑／
ＡＢＳ复合材料的导电性和屏蔽效能。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原　料

试验基质选用中国盘锦乙烯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ＡＢＳ（ＣＨ－５１０）。纳米炭黑选用抚顺东新化
学有限公司生产的中超耐磨高结构炭黑（ＩＳＡＦ－
ＨＳ）Ｈ２３４，其粒径为２０～３０ｎｍ。
２２　制　备

氩气环境下，在 ７００℃下对炭黑加热预处理
３０分钟以除去含氧基团并使其活化。干燥 ＡＢＳ，

使其水分含量小于０１％（质量分数）。
然后，以不同比率充分混合 ＡＢＳ和 ＣＢ粒子，

之后在 １７０℃、１８０℃和 １７５℃下，在塑料挤出机
（ＳＪ２５－２５）的进料段、熔融段和模头再挤压几次。
最后，在１０Ｍｐａ下，将充分混合的复合材料热压成
直径为 Φ１１５ｍｍ、厚度为 １５ｍｍ的试样以测试
ＥＭＩ屏蔽效能和体积电阻率。
２３　测试方法

三电极法用于测量体积电阻率，如图１所示。
高压电极和保护电极间的电压与通过高压电极和

测试电极的电流之比为体积电阻（ＲＶ）。根据该方
法，体积电阻率ρｖ的定义如下：

　　　ρｖ ＝ＲＶ·Ｓ／ｄ
在此，Ｓ测量的是电极面积，ｄ测量的是试样

厚度。

!"#$

%&#$

'(

)*#$

图１　三电极测试系统

用同轴电缆法可测量平面波条件／模拟用试
样的ＳＥ值。如图 ２所示，换模装置包括与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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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８７５３Ｄ矢量网络分析仪相连的 ＤＩＮ１５１１５ＳＥ
测试仪。ＨＰ８７５３Ｄ型Ｎ校准工具用于系统校准。
然后对总衰减为１００分贝（ｄＢ）的标准衰减器进行
测量以确保最高达１００ｄＢ的动态测试适用于所有
试样测试。频率扫描范围为 ３～１５ＧＨｚ，记录下
２０１个反射时间点和透射时间点。测量透射和反
射下的衰减值。前者等同于ＳＥ值。

!"

#$%&

'()*+!,

-./012,

图２　ＥＷＩ屏蔽效能测试用换模装置

３　结果及讨论
３１　对纳米炭黑（ＣＢ）的分析

本文说明了ＣＢ的特性是影响复合材料导电
性的主要因素之一。ＣＢ的粒径越小、结构越复
杂，ＣＢ的比表面积越大，表面活性基团越少，极性
越强，这样复合材料的导电性也越好。ＣＢＮ２３４
具有卓越的比表面积和构造性。ＣＴＡＢ吸附法测
得比表面积为１２０～１２５ｍ２／ｇ，ＤＢＰ吸收法测得构
造值为１２０～１２５ｍｌ／１００ｇ。图３给出了纳米炭黑
的ＴＥＭ显微照片。ＣＢ粒子呈球状，粒径约为２０
～３０ｍｍ。

图３　纳米炭黑的ＴＥＭ图像

图３说明了纳米炭黑的熔融、聚集状态，可用

ＤＢＰ吸附测量。ＤＢＰ值越大，纳米粒子聚集的孔
隙容积越大、结构越复杂，导电性越好。

３２　导电性
通过热压混合 ＡＢＳ和炭黑，炭黑的质量份数

分别从１０％～４０％不等。图４说明了改变复合材
料中炭黑的填充量，复合材料的体积电阻率也会

随之改变。从图４中可以看出，随着炭黑含量的
增加，体积电阻率不会呈线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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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纳米炭黑含量对体积电阻率的影响

３２１　对导电渗滤效应的理论分析
如果将导电填料用作导电格点，那么绝缘层

就相当于势垒，低压下多层材料的电流密度如下

所示：

　　Ｊ＝ＪＬφ
１／２Ｖｅ－Ａ１／２１－ｅ

－ｎＡ１／２

１－ｅＡ１／２
（１）

式中，ＪＬ＝
（ａｍ）１／２

ΔＳ
ｅ( )ｎ

２
，Ａ＝４πβΔｓｈ ２槡ｍ，φ为平

均势垒，Ｖ为外电压，Ｔ为温度，ΔＳ为势能宽度（厚
度聚合周缘层），ΔＳ＝Ｓ２－Ｓ１，β为参数，ｍ为电子
质量，ｅ为电子电量，ｈ为普朗克常量，ｎ为势垒数
量。如果导电粒子达到一定值，由于相变就会使

复合材料的导电性急剧增加。简单来说，ｎ＝１时，
等式（１）可写做

　　Ｊ＝Ｃ／ΔＳｅｘｐ（－ＤΔＳ） （２）
众所周知，σ∞Ｊ，且σ＝Ｃ′／ΔＳｅｘｐ（－ＤΔＳ）
在温度一定的情况下，ΔＳ取决于导电粒子浓

度（ρ），且与 ρ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根据等式
（２），如果调节参数 Ｃ和 Ｄ一定，那么 ΔＳ达到一
定值时，导电率急剧改变，即电阻急剧改变，这就

称之为渗滤效应。

３２２　对双渗滤效应的分析
如图４线 ＢＣ和 ＣＤ所示，基质中的导电纳米

炭黑粒子具有明显的双渗滤现象。如果炭黑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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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１５％，那么复合材料就为绝缘子（≥１０９Ω·ｍ）。
对于炭黑填充量较低（＜ｗｔ１５％）的 ＡＢＳ，基质中
导电炭黑粒子的浓度相对较低，炭黑粒子疏散分

离，这样在炭黑粒子间就有很大的间隙宽度，就成

为基质中电子流的障碍。所以很难形成连续的导

电网络。主要的导电机理是隧道导电。一旦炭黑

含量超过渗滤浓度（ｗｔ１５％），在炭黑粒子浓度增
大、间隙宽度逐步减小时，电子迁移率势垒会急剧

减小。所以体积电阻率随着指数式减小，这称之

为第一渗滤效应。在该区域，主要的导电机理是

炭黑粒子间的接触导电。炭黑含量的少量改变也

会使体积电阻率有明显改变。如果进一步增大炭

黑的含量，使其超过ｗｔ３０％，那么体积电阻率会增
加到１０３Ω·ｍ，复合材料明显会出现双渗滤现象。
Ｐｉ，Ｌｉ先生认为限制复合材料导电率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富炭黑相的浓度，另一个是导电相的结构

连续性。因此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双相渗

滤影响着复合材料的导电性。

３３　屏蔽效能
３３１　电磁屏蔽效能理论

同轴电缆法用于测试复合材料的ＳＥ值（如图
２所示）。ＥＭＩ屏蔽效能与输入波功率与输出波功
率之比有关。

　　ＳＥＴ ＝２０Ｌｏｇ
Ｅｉ
Ｅ[ ]
ｉ

式中，Ｅｉ和 ＥＴ分别为输入波和输出波的功率（电
场）。当平面波入射在屏蔽材料上时，就会观察到

反射、吸收、透射和衍射等现象，这样 ＥＭＩ屏蔽是
这三部分之和。ＳＥ值可描述为：ＳＥＴ＝ＳＥＲ＋ＳＥＡ
＋ＳＥＭ，式中 ＳＥＲ、ＳＥＡ和 ＳＥＭ分别为反射损耗、吸
附损耗和多少反射引起的屏蔽效能。引起反射损

耗的原因在于改变后的粒子（自由电子或空穴）和

电磁场之间的相互反应，它取决于μｒ／σｒ。导电性
越大，磁性越小，反射损耗越大。电偶极或磁偶极

与电磁场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热损耗会引起吸附

损耗。屏蔽体内电磁波的多次反射会引起多次反

射损耗，通常可将这看作多次反射损耗的修正值。

３３２　对复合材料ＳＥ的分析
图５给出了炭黑含量各异的ＡＢＳ的ＥＭＩ屏蔽

效能。将炭黑的含量从１０ｗｔ％增加到３５％，那么
复合材料的体积电阻率会随之减小，ＳＥ值会从
０５ｄＢ升至６ｄＢ。这是因为复合材料的导电性会
随着炭黑含量的增大而增大，在电磁辐射的作用

下，试样表面或试样内部产生的感应电流会形成

反转电磁场（次级辐射），而这将增大电磁波的表

面反射衰减，最终增大复合材料的ＥＭＩ屏蔽效能。
另外，超细微粒引起的电磁波的吸附损耗和散射

损耗有助于ＳＥ值。
粒子吸附截面 σａｂ ＝Ｐ

ａｂ／Ｐｉ，粒子散射截面
σｓｃ ＝Ｐ

ｓｃ／Ｐｉ，然后粒子消光截面σｅｘ＝σｓｃ＋σａｂ。其
中，Ｐａｂ、Ｐｓｃ、Ｐｉ分别为吸附波、散射波和入射波的
时均功率。

假设平面波沿 Ｘ方向传入吸附材料，吸附材
料和大气界面的坐标 ｘ＝０，主电磁波能量为 ＩＯ，
Ｘ＝ｘ时平面波的能量衰减为：

　　Ｉ（ｘ）＝Ｉ０ｅｘｐ（－ｎσｅｘｘ）
式中，ｎ为复合材料中单位体积的吸附颗粒量。
如果体积浓度粒子和吸附粒子的单位体积分别为

ｆ和ｖ，那么Ｉ（ｘ）＝ＩＯｅｘｐ（－ｆσｅｘｘ／ｖ）。如果复合材
料中有几种吸附剂，那么 Ｉ（ｘ） ＝ ＩＯｅｘｐ（－
Σｎｉ（σｅｘ）ｉｘ）。所以增大吸附粒子的吸附截面和散
射截面可增大入射波衰减。复合材料中单位体

积吸附粒子的数量及其体积浓度会随着炭黑含

量的增大而增加，这样也增大了入射波能量衰

减。增大纳米炭黑的比表面积会有效增大吸附

粒子的平面波吸附截面和散射截面，从而增大电

磁波损耗。

４　结　论

增大炭黑的含量会明显增大复合材料的导电

性和ＳＥ值。在炭黑含量达到ｗｔ３５％时，体积电阻
率将达到１０３Ω·ｍ，ＳＥ值增大到６ｄＢ。

炭黑含量各异的复合材料的体积电阻率明显

具有双渗滤效应，分别出现在炭黑含量为１５％ ～
２０％和３０％～３５％时。

唐昆 译自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３，１６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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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和聚合物 －填料偶联对粒子补强聚合物
的粘弹玻璃化转变的影响

Ｃ．Ｇ．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１，Ｍ．Ｒａｃｋａｉｔｉｓ１，Ｃ．Ｍ．Ｒｏｌａｎｄ２

（１．普利斯通美洲公司 研究技术中心；２．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

摘　要：分析了用填料粒子补强的多种交联聚合物的粘弹玻璃—橡胶的软化转变过程。研究发现，与链段松弛运动过

程相对应的损耗模量峰值（玻璃化转变）并未受炭黑填充聚丁二烯中粒子比表面积或受到从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到白炭黑

的的硅烷化学偶联的大幅影响。使用这些材料，损耗角正切（ｔａｎδ）中的峰值与温度之间关系所形成的形状和量值存在巨

大差异，但这是由于受到填料网络堵塞的影响，在橡胶态中小应变存储模量所发生的变化。用简单的松弛模型来显示在填

料橡胶中粘弹玻璃化转变的这种特点。不必用关于在填料表面附近流动性受限的聚合物层的概念来解释粘弹结果。用带

超尖钨针尖的原子力显微镜，显示出在填料粒子附近的弹性体有一些变硬，但它并没有对这些材料中链段的力学特性产生

明显影响。

关键词：聚合物：炭黑；白炭黑；补强；粘弹特性；玻璃化转变

　　尽管已就纳米级别限制范围对聚合物玻璃化
转变温度（Ｔｇ）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仍有许
多争论性的问题尚未解决。与弹性体有特别关系

的是补强粒子对聚合物玻璃化转变温度（Ｔｇ）的作
用。有理由期待，聚合物链对刚性粒子的物理吸

附或化学连接会减慢聚合物动力，这可能会提高

粒子表面附近聚合物链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但是，

一些研究表明，在添加了炭黑、白炭黑或其它填料

后，玻璃化转变温度（Ｔｇ）会提高，而一些研究称Ｔｇ
没有提高或甚至还有下降。造成填料对于 Ｔｇ的
作用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聚合物与粒子间的界

面相互作用的性质不同。

根据核磁共振、介电谱和中子散射等直接研

究聚合物分子运动的技术，有证据表明，填料粒子

可以减缓聚合物链一些部分的链段运动。这些局

部影响对于本体聚合物粘弹性玻璃化转变温度

（Ｔｇ）的改变到了何种程度还不清楚。常用动态力
学实验来研究粒子对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Ｔｇ）的影响，但多个发现得出的结论都基于等时
线损耗角正切（ｔａｎδ＝Ｇ″／Ｇ′）与接近玻璃化转变
温度的温度峰值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会存在问题，

因为玻璃－橡胶的软化区域中的ｔａｎδ不仅受到链

段运动的影响，这通过朝向更低温度的损耗模量

Ｇ″反映出来，还受到了在更高温度下，填料补强作
用对储能模量Ｇ′和Ｇ″作用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炭黑填充的聚丁二烯和白炭黑粒

子补强的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的粘弹特性。通过

研究具有不同粒径和比表面积的炭黑，并在白炭

黑填充胶料中使用填料 －填料屏蔽添加剂和聚合
物－填料偶联剂，从而探讨了粒子 －聚合物之间
的相互作用的程度对玻璃化转变区域中的动态力

学性能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将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统计共聚物（一般叫

做“丁苯橡胶”），与沉淀法白炭黑相混炼并硫化生

成填充橡胶。此处使用的沉淀法白炭黑的比表面

积在２００ｍ２／ｇ～２１０ｍ２／ｇ范围内。曾有人用多种
散射和显微镜技术详细研究过该特殊品级的沉淀

法白炭黑。除填料 －填料屏蔽剂（正辛基三乙氧
基硅烷）和聚合物 －填料偶联剂（３－巯基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的数量外，其配方、混合条件和硫化

过程与最近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本研究中，一个试

样没有偶联剂或屏蔽剂，一个试样有 ６５％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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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一个试样有４７％偶联剂（相对于聚合物数量，
以重量为基准）。这三个复合物中白炭黑的体积

分数很相似，分别为０２１、０２０和 ０２０。此外，还
研究了填充有各种类型炭黑粒子的聚丁二烯弹性

体，弹性体的体积分数不变，为０１８。以前曾详细
报道过聚丁二烯、这些材料的橡胶配方、混合过

程、硫化条件的详情。

在１３０℃下，用门尼粘度计测量未硫化橡胶的
粘度。结合橡胶，就是用溶剂从未硫化试样中未

提取出的聚合物的百分比，测量方法是在 ２３℃
下，浸入过量的甲苯中３天，然后过滤、干燥和称
量。

在美 国 ＴＡ 仪 器 公 司 的 ＡＲＥＳ（２００和
２０００ｇ－ｃｍ力再平衡传感器）上进行振动剪切测
试。用０２５％的恒应变幅（γ）测量温度与粘弹性
反应之间的关系。升高温度，测试前在每个温度

中平衡试样。与常见的非等温温度斜坡实验不

同，所有数据采集过程中保持热平衡，进行等温应

变扫描，其中应变幅呈对数增长，从００３％增大到
６％。所有动态力学测量使用的都是频率 ω＝
３１４ｒａｄ／ｓ（５Ｈｚ）和扭矩矩形试样几何图形。该
应变是试样外部边缘的数值。本几何图形试样的

应变变化对于应变与软化（佩恩效应）之间的关系

有很小的影响，而对于不同胶料的相关结果则没

有影响。

表１　炭黑特性
炭黑类型 ｄ（ｎｍ） Ｄ（ｎｍ） Ｓ（ｍ２／ｇ）

Ｎ１１０ １７±７ ５４±２６ １４３
Ｎ２２０ ２１±９ ６５±３０ １１７
Ｎ３５１ ３１±１４ ８９±４７ ７５
Ｎ５５０ ５３±２８ １３９±７１ ４１
Ｎ６６０ ６３±３６ １４５±７４ ３４
Ｎ７６２ １１０±５３ １８８±１０２ ２１
Ｎ９９０ ２４６±１１８ ３７６±１５２ ９

　　 注：ｄ是初级粒子直径；Ｄ粒子聚集体直径；Ｓ是比表面积，均
为某公司产品。

在填充有 Ｎ３５１炭黑的交联聚丁二烯试样上
使用原子力显微镜技术。所使用的设备是带有超

尖钨针的数字仪表（标称尖端曲率半径为１ｎｍ），
测量在室温下进行。为了用带超尖针的高分辨率

轻敲模式进行测量，必须要除去低分子量可提取

物（石油、蜡、烃类树脂等）。提取甲苯中的橡胶，

然后在真空下干燥，从而制备出试样。被除去的材

料小于重量的１２％。用冷冻切片机制备表面，表
面粗糙度小于 １００ｎｍ。以轻敲模式收集相衬图
像，敲打幅度等于自由振动幅度的８５％～９０％。

２　结果与讨论
本文研究了填充有多种炭黑的聚丁二烯，炭

黑品种从聚集体直径（Ｄ）约为 ５０ｎｍ的高补强
Ｎ１１０炭黑，到 Ｄ≈４００ｎｍ的低补强 Ｎ９９０炭黑。
炭黑特性见表１。这一系列炭黑的粒子比表面积
发生了系统变化，这是小粒子聚合物补强性能的

关键因素。所测出的未硫化聚丁二烯胶料的门尼

粘度和结合橡胶反映了不同的补强程度（见图

１）。结合橡胶的量决定于溶剂、提取时间和温度。
在一定条件下，结合橡胶的量反映了聚合物 －填
料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度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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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填充有和未填充有指定炭黑品种，体积分数为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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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聚丁二烯的温度与ｔａｎδ之间的关系
注：聚丁二烯中指定炭黑品种的恒定填料体积分数

为０１８。用γ＝０２５％，ω＝３１４ｒａｄ／ｓ进行测量。

含不同炭黑的橡胶试样的ｔａｎδ峰值在形状和
力度上发生了明显变化（图２），从表面上看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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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储存模量和损耗模量（对数刻度）与用指定炭黑
补强的聚丁二烯的温度之间的关系

注：恒定填料体积分数为０１８。用γ＝０２５％，ω＝３１４ｒａｄ／ｓ
进行测量。Ｇ′和Ｇ″的轴刻度范围相同。

明聚丁二烯与炭黑填料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度会影

响玻璃化转变，但是这并不正确。Ｇ″峰值的位置
与强度仅反映了聚丁二烯的链段运动，并没有受

到炭黑品种（图３和图４）的明显影响。如图３所
示，比面积较大的炭黑在 Ｔｇ以上的温度产生更强
的补强性。该补强性能增加了橡胶态中的 Ｇ′和
Ｇ″，但由于前者在玻璃 －橡胶软化转化温度以上
温度的ｔａｎδ值较低（≈０１５），所以前者受到的影
响更大。这用图４中模量的线性标度可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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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储存和损耗模量（线性刻度）与用指定炭黑品种
补强的聚丁二烯的温度之间的关系

注：恒定填料体积分数为０１８。用γ＝０２５％，
ω＝３１４ｒａｄ／ｓ进行测量。Ｇ′和Ｇ″的轴刻度范围相同。

箭头标注的是ｔａｎδ极大值的大概位置。

对于含沉淀法白炭黑的弹性体，控制聚合物

－填料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是：（１）使用填料－
填料屏蔽剂（正辛基三乙氧基硅烷）来促使更少的

填料附聚和聚合物与粒子之间更多的接触；（２）引
入聚合物－填料偶联剂（３－巯基丙基三甲氧基硅
烷），它在混炼和硫化过程中在白炭黑表面与未饱

和聚合物之间产生硫键。研究了添加屏蔽剂或偶

联剂的丁苯橡胶／白炭黑胶料的粘弹反应，与未处
理胶料的性能进行了对比，结果见图５和图６。与

炭黑填充聚丁二烯的数据相似，反应链段运动的

Ｇ″峰值基本上未受到聚合物 －填料之间相互关系
的影响。又观察到了 ｔａｎδ峰值中的明显差异，这
是由于高温面橡胶硬度（聚合链模式）提高的原

因，而不是由于聚合物链段运动所发生变化而造

成的。

为了进一步论述橡胶态模量对于损耗正切峰

值的影响，使用简单的松弛模型。运用单个麦克

斯威尔单元，进行修改后在低频极限产生有限元

模量（橡胶态），而不是Ｇ′和Ｇ″衰减为零。用Ｇ′Ｒ
和Ｇ″Ｒ代表橡胶态中模量的储存和损耗，将其添
加到麦克斯威尔模型表达式中，得到它与频率之

间的关系式如下：

　　Ｇ′＝ｇ（ωλ）１＋（ωλ）
２

２ ＋Ｇ′Ｒ （１）

　　Ｇ″＝ ｇωλ
１＋（ωλ）２

＋Ｇ″Ｒ （２）

在以上公式中，λ是松弛时间，ｇ代表松弛强
度，变化Ｇ′的值，但始终保持玻璃态模量 （Ｇ′Ｇ）
为１×１０９Ｐａ的常量值，所以，ｇ必须按照以下公
式进行调整：

　　ｇ＝Ｇ′Ｇ－Ｇ′Ｒ （３）
Ｇ′Ｒ与Ｇ″Ｒ之间的关系是：
　　Ｇ″Ｒ ＝ｔａｎδＲＧ′Ｒ （４）
在Ｔｇ以上的橡胶态区域中的低应变中，所填

充的交联弹性体的 ｔａｎδ在０１～０２范围内。在
我们的模型中，变化 Ｇ″Ｒ，使用 ｔａｎδＲ ＝０１５，从
Ｇ′得到Ｇ″。常量λ＝１００ｓ，Ｇ′Ｇ＝１×１０

９Ｐａ，所计算
出的动态力学谱（图７）显示，橡胶态 Ｇ′能控制玻
璃－橡胶的ｔａｎδ反应，而不改变损耗模量。

t
a
n

δ

1.5

1.0

0.5

0.0

-60     -50     -40     -30    -20      -10        0        1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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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与ｔａｎ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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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含体积分数为～０２０白炭黑的丁苯橡胶的
储存模量和损耗模量与温度的关系

注：测量中，用到γ＝０２５％，ω＝３１４ｒａｄ／ｓ。Ｇ′和Ｇ″的
轴标度范围相同，但为清楚起见有所偏移。

箭头处是ｔａｎδ极大值的大概位置。

在充足的填料浓度下，弹性体中的粒子能生

成渗滤分形网络，所产生的补强性能远高于流体

动力效应。随着应变幅从０１％增加到 １０％，该
粒子网络被逐步打破。模量随着应变幅而减少叫

作“佩恩效应”。玻璃－橡胶软化实验结果均是使
用０２５％的振荡应变幅而获得的，在这一数值填
料网络的中断是最少的。在力学图谱的玻璃化转

变范围中进行更高应变 （ｃａλ＝１０％）测量很困
难。除可能受到仪器合规限制之外，试样中非线性

产生和相关的局部温度升高阻碍了可靠数据的获

取。但是，ｔａｎδ最大值的位置远高于 Ｔｇ（ｔａｎδ峰
值发生的温度比Ｇ″峰值高７～１０℃），这就使得要
进行的测量作为应变幅的一个函数，在该温度下

达到６％。从图 ８和图 ９可以看出，胶料之间的
ｔａｎδ差异在粒子网络随着 γ增加而分解时会消失
（见图２和图５）。所以，在 ｔａｎδ最大值附近的这
些填充弹性体的小应变阻尼性能被堵塞的填料 －
填料网络对橡胶反应的作用所主导。

最后，使用带超尖针的原子力显微镜来进一

步检测粒子对聚合物局部运动的影响。含 Ｎ３５１
炭黑的聚丁二烯的原子力显微镜轻敲模式相位图

见图１０。在接近粒子聚集体的橡胶中，有一些硬
化的迹象（光晕）。但是，这对聚合物的粘弹松弛

并没有大的影响，因为相对于粒子比表面积发生

的大变化和因添加剂使聚合物 －填料偶联发生变
化，损耗模量峰值不变（反应链段松弛）就可以证

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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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含Ｎ３５１炭黑的聚丁二烯的轻敲模式原子力显微镜图像
注：左面图像的扫描尺寸为１μｍ×１μｍ，右面图像的扫描尺寸为５００ｎｍ×５００ｎｍ。显微图像为相衬图像，较软的位置颜色更深。

３　结　论
本文引用了 Ｔｓａｇ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与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做

的一个关于粒子对聚合物玻璃化转变的作用的实

施例，它表明在有纳米级白炭黑填料的情况下，在

未交联聚合物中出现了第二个ｔａｎδ与温度峰值之
间的关系。在远高于玻璃 －橡胶转化温度１００℃
的一些情况下观察到该峰值，它要归因于在粒子

附近的固定聚合物链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但是，该

推定的“第二个玻璃化转变温度”在粘弹谱的范围

内，其中未填充聚合物显示出终端流，这意味着有

不同理解。一些聚合物链与填料之间的相互作用

会抑制终端松弛过程（链式扩散），这样仅有未受

到影响的链会在常温／正常频窗中经历松弛。这样
会造成在ｔａｎδ中的局部峰值，而非在通常情况下，
随着温度升高（或频率降低），ｔａｎδ与无穷大之间
的偏差。双分散线性－线性混合物和稀疏支化聚
合物、含独立链的交联聚合物网络、粒子补强聚合

物已显示了该部分终端流。当然，在不同体系中，

聚合物－填料相互作用的具体性质也不同。但是，

Ｔｓａｇ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与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进

一步强调，在用粘弹数据说明填充聚合物的玻璃

化转化行为时一定要注意。

由此可得出结论，在本研究中，填料 －聚合物
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度不同，用动态力学谱测得的

聚合物链段运动未受到填料补强性能的大幅影

响。改变炭黑补强聚丁二烯的粒子比表面积，或改

变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链与白炭黑粒子的化学连

接程度不会改变玻璃 －橡胶软化转变过程中 ｔａｎδ
与温度峰值间关系曲线的形状和幅度。但是，它

的起因是主要由粒子间网络所引发的小应变橡胶

态反应所造成的改变。所建议的固定橡胶或玻壳

的概念与整体粘弹玻璃化转变温度没有多大关

系，至少在本文所研究的两种商用橡胶中无很大

关系。

余击空 译自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０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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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２７－２７３１

炭黑院入选省级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名单

　　日前，炭黑院入选四川省２０１５年清洁生产审
核咨询服务机构推荐名单，获得对相关企业进行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资格。

为了提高四川省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规

范工业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和实施效果评估，省经

信委于８月开展了推荐清洁专家和咨询机构的工
作，这也是四川省首次推荐清洁专家和咨询机构。

根据相关规定，入选的咨询机构可以接受各级主

管部门的委托开展实施效果评估，或受企业的委

托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炭黑院入选推荐名单，对未来拓展咨询业务、

带动工程业务、提升行业地位及促进行业发展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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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炭黑对混凝土拌合料中钢筋腐蚀的影响

ＳａｍｉＭａｓａｄｅｈ
（约旦Ａｌ－Ｂａｌｑａ应用型大学材料工程系）

摘　要：研究添加炭黑对钢筋在混凝土拌合料中腐蚀的影响。这是通过把钢筋插入含炭黑／水泥配合比为０１、０２、

０３、０４和０５的不同混凝土拌合料来实现的。试件固化后，在３５％氯溶液中浸泡６个月。测定氯离子的渗透率和腐蚀速

率。测试结果表明，腐蚀速率和氯离子渗透率随着炭黑含量的增加而减小。由此可见，这应当归因于炭黑（粒径 ＜２５０ｎｍ）

的填充效应。

关键词：炭黑；钢筋；腐蚀；混凝土；渗透率

１　引　言
腐蚀是通过与环境的化学或电化学反应对金

属的破坏性攻击。物理原因造成的破坏不能称之

为“腐蚀”，而是将其描述为“侵蚀”和“磨损”。在

某些情况下，化学侵蚀往往伴随着物理磨损，用以

下术语来描述：腐蚀 －侵蚀，腐蚀性磨损，或接触
性腐蚀。腐蚀的这一定义未把非金属包括在内。

塑料可能膨胀或产生裂纹，木头可能开裂或

腐朽，花岗岩可能被磨蚀，普通水泥则可能浸出，

但本文中使用的术语“腐蚀”仅限于金属的化学

攻击。

“生锈”适用于铁或铁基合金的腐蚀，形成的

是主要含水合氧化铁的腐蚀产物。因此，有色金

属会腐蚀，但是却不会生锈。钢材在混凝土中的

腐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是因为混凝土具有保

护性质；即便在严重的接触腐蚀性条件的情况下，

钢筋腐蚀的发生与发展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就

此开展研究的有限时间段内，欲使钢筋发生大幅

度的腐蚀是困难的事情，从而无法对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评估：１）钢筋腐蚀的混凝土结构粘结的损
失和承载能力的损失；２）矿物掺合料在减少钢筋
腐蚀方面的作用；３）涂层或合金钢筋抵御钢筋腐
蚀的表现；４）电化学技术用来预防钢筋腐蚀的效
率。为此，研究人员运用各种技术来诱发钢材在

混凝土中的加速腐蚀。本文首先尝试针对现有文

献的最新信息当中，有关小型及大型混凝土试件

常用于加速钢筋腐蚀的电流技术进行综述。然

后，介绍利用外加电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计算诱

导腐蚀的程度（质量百分率）及平均腐蚀电流密度

的方法，以及混凝土结构用大量粉煤灰来抵抗腐

蚀损害的好处。它考虑到了当前的粉煤灰混凝土

技术和防护技术，并提出了一种使混凝土能够抵

抗腐蚀的有害影响的新方法。

混凝土腐蚀发生于二氧化碳（ＣＯ２）和氯化物
渗透混凝土的场合。随着氯化物和二氧化碳穿透

混凝土，混凝土的ｐＨ值开始从１２～１３下降至９。
在混凝土施工中，１５～２英寸的混凝土覆盖于钢
筋上，起着阻隔氯化物／二氧化碳到达钢筋的保护
层作用。一旦达到临界值，混凝土保护层便遭到

破坏，围绕钢筋的混凝土的 ｐＨ值就会引起腐蚀，
从而削弱混凝土的强度，缩短其使用寿命。

如此一来，就会增加混凝土结构损坏的修补

和修复项目的费用。本文旨在研究往混凝土中

添加炭黑（纳米碳）以使钢筋腐蚀降至最低程度

的作用。

２　实验部分
在直径为９ｃｍ的塑料管内浇筑含不同炭黑添

加量的混凝土圆柱体，本研究采用的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如表１所示。混凝土搅拌和浇筑之前，先
把炭黑添加到水泥当中。炭黑的添加以水泥含量

（体积）为基准来进行，考虑的炭黑／水泥配合比如
下：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混凝土配合比（ｍ３）列
于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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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浇筑并水化之后，从塑料模具中取出

混凝土圆柱体，然后固化 ２８天。随后把试件移
至３５％氯化钠贮罐内，让它在其中浸泡 ６个
月。试件设计如图 １所示。为了测定混凝土结
构中添加炭黑的影响，所有试件均进行了氯离子

渗透性测试，因为氯离子的扩散与混凝土的渗透

性有关。

经过６个月的浸泡后，全部的试件都进行了
极化测试，以便量度其腐蚀速率。极化测试实验

装置如图２所示。
表１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水泥，ｋｇ ４３０

砂子，ｋｇ １０００

骨料，ｋｇ （３～７ｍｍ） ３４０

（７～１５ｍｍ） ８６０

合计 １２００

Ｗ／Ｃ ０６

图１　试件设计与尺寸
（ａ）　试件；（ｂ）侧视图；（ｃ）顶视图

图２　极化测试实验装置

３　结果与讨论
塔菲尔外推法和极化电阻法是测量腐蚀速率

的两种方法。相比经典的失重估算法，极化电阻

法是更快捷的实验技术。对于活化控制下的电化

学反应，极化曲线在称为“塔菲尔行为”的ＥＶｓｌｏｇ
（ｉ）图中表现出线性行为。

不同类型混凝土拌合料中的钢筋浸泡于

３５％氯化钠溶液 ６个月后的动电位极化曲线
（塔菲尔曲线）示于图３～图７。腐蚀电位显示：
炭黑／水泥比为 ０１时，饱和甘汞电极（ＳＣＥ）从
－５６０ｍＶ微幅下降；炭黑／水泥比为０２时，ＳＣＥ
为 －５４８ｍＶ；炭黑／水泥比为 ０３时，发现 ＳＣＥ
为 －５４８ｍＶ。较高的炭黑／水泥比（即 ０４和
０５）情况下 ＳＣＥ下降得更多，其值分别为
－５２０ｍＶ和 －４８６ｍＶ。添加炭黑引起的电位变
化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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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钢筋在炭黑／水泥比为０１的
混凝土中的极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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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钢筋在炭黑／水泥比为０２的
混凝土中的极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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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钢筋在炭黑／水泥比为０３的
混凝土中的极化曲线

进行了渗透测试，结果与钢筋的电位值一致。

电位值表明了钢筋腐蚀的可能性，而这又跟进入

钢筋混凝土界面的腐蚀性物种（在此情况下是氯

离子）的数量有关。既然氯化腐蚀速率可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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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钢筋在炭黑／水泥比为０４的
混凝土中的极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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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钢筋在炭黑／水泥比为０５的
混凝土中的极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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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接触氯化溶液６个月后钢筋电位与
炭黑含量的关系

氯离子侵蚀的函数，那么炭黑的填充效应就会阻

碍氯离子进入钢筋－混凝土界面的混凝土内。
对照混凝土拌合料（无炭黑）与高炭黑添加量

混凝土拌合料固化２８天的氯离子渗透率结果列
于表２。可以看出，未添加炭黑的试件的氯离子渗
透率最高，而含有炭黑的混凝土试件的渗透率值

低得多。随着炭黑替代水泥量的增加，氯离子渗

透率迅速下降。

表２　炭黑混凝土拌合料的氯离子渗透率
拌合料 电荷／库伦 电荷范围 Ｃｌ－渗透率

１ ６２００ ＞６２００ 高

２ ３８５０ ３５００－６０００ 中等

３ ２２３０ ２０００－３５００ 低

４ １１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０ 非常低

５ ９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０ 非常低

　　对以０、１５％、３０％和５０％炭黑替代水泥的混
凝土试件进行了长期氯离子渗透性测试。含炭黑

混凝土拌合料的氯离子渗透率远低于无炭黑的混

凝土拌合料。渗透率随着炭黑百分比的增加而下

降。固化时间从１个月增加到６个月，导致无炭
黑混凝土拌合料的渗透率降低约５７０％，而含炭
黑混凝土拌合料的氯离子渗透率同一时期下降了

３０％～４０％。
即使在固化６个月后，无炭黑的混凝土试件

也具有中等程度的其氯离子渗透率，而所有含炭

黑的混凝土试件的渗透率值则非常之低。高炭黑

添加量拌合料将是最耐久的混凝土拌合料，有助

于预防钢筋混凝土结构腐蚀。

４　 结　论
① 混凝土拌合料添加炭黑可明显降低氯离子

的渗透性。

② 随着氯离子渗透性的下降，腐蚀速率也会
减小。

③ 假定添加炭黑对混凝土中钢筋的碳化腐蚀
有积极影响。

④ 混凝土拌合料添加炭黑是减少混凝土中钢
筋腐蚀的一个简单、廉价的方法。

⑤ 混凝土中的氯离子渗透率和腐蚀速率随着
炭黑含量的增加而减小。

⑥ 混凝土拌合料添加炭黑可与其它防腐方法
配套使用，这样将会增强钢筋防腐效果，降低成

本。

清风 译自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２７１－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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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全球石墨烯市场规模或
超２７８亿美元

　　美国市场咨询机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最新发
布的《２０２０年全球石墨烯市场趋势和预测》报告
称，到２０２０年全球石墨烯市场预计将达２７８亿美
元，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期间，增长率达４２８％。

亚太地区石墨烯市场预计将成为增长速度最

快的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制造业持续发展、劳动

力廉价、基于石墨烯的应用专利不断增加，这一系

列因素带动了亚太地区市场的迅猛发展。另外，

主要科研院所／大学纷纷合作参与石墨烯的研发
项目，也促成了中国、印度和日本主要新兴经济体

的市场增长。其中，中国市场增长态势最为迅猛，

主要是由于中国跨行业合作越来越活跃，而且各

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参与其商用研发活动。

能源应用市场是石墨烯增幅最块的市场，预

计在不久的将来，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由于市场对

轻便、灵活使用寿命长的可再生能源需求量日益

增加。在亚太地区，能源应用已成为石墨烯的第

三大消费市场。市场上锂离子电池生产商对有效

的能源存储材料需求不断增强，超高效太阳能电

池板技术的衍变都是促成亚太地区石墨烯能源市

场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尹强）

江苏尼铁隆炭黑装置投料试车成功

由日本新日化炭株式会社在中国设立的独资

企业———尼铁隆（江苏）炭黑公司年产５万吨橡胶
用炭黑生产装置，经过两年多来的施工建设，于今

年９月进入投料试车阶段。９月４日，第一条炭黑
生产线点火，９月２１日最后一条生产线投料，工艺
流程均实现一次性成功贯通，到目前为止，各条生

产线运行正常。

尼铁隆炭黑项目是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

计院ＥＰＣ工程总承包项目，也是迄今为止炭黑院
迄今签订的最大炭黑工程总承包项目。该炭黑装

置原计划于２０１４年８月投产，但由于其上游原料
企业江苏喜科墨针状焦科技公司的投产日期推迟

至２０１５年秋季，尼铁隆炭黑公司也因此顺延至今
年１０月开业运营。

尼铁隆（江苏）炭黑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６月，

坐落于江苏省徐州市邳州经济开发区，工厂占地

面积６２５万平方米，总投资额 ２６亿元人民币。
日本新日化炭株式会社是一家规模较小的炭黑企

业，工厂设在日本爱知县田原市，年产能力为７３
万吨。 （宇虹）

俄罗斯炭黑生产商拟在美国建基地

据《欧洲橡胶杂志》报道，继一年前在加拿大

安大略省设立办事处后，俄罗斯炭黑生产商鄂木

斯克炭黑公司正计划在美国建立一个客户服务和

供应链业务基地。鄂木斯克表示，美国基地有望

在２０１６年初全面运营。不过，该基地的位置尚未
最终确定。

鄂木斯克炭黑（美国）有限公司北美主管迈克

哈林斯基说，该业务单位将向美国的最终客户提
供运输、储存、转运和发货等服务。但他表示鄂木

斯克炭黑没有在北美设生产工厂的计划。

据称，鉴于美国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而鄂木斯

克炭黑在北美的市场占有率很小，该公司的目标

是把多达１０％的产品是发往北美。拟建业务基地
旨在尽可能降低公司北美客户的供应链风险。鄂

木斯克炭黑打算通过更贴近客户、管理供应链及

适应客户的需求，在美国市场大展拳脚。

２０１４年９月，为了改革其全球分销网络，鄂木
斯克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普雷斯科特设“代表处”，

负责联络加拿大的客户并向其提供直接服务。

（艾迪）

索尔维公布白炭黑扩产计划

索尔维公司于近日公布了为期两年的白炭黑

扩产计划，该计划包括在波兰新建一个将于今年

投产的工厂，在韩国新建一个将于２０１６年投产的
工厂。此次扩产有几个原因包括：由于轮胎标签

法的要求使对轮胎需求量的增加、更高的汽车和

卡车燃料经济评级、以及汽车制造商为降低汽车

碳排放量所做出的努力。新增的部分产能将用于

Ｅｆｆｉｃｉｕｍ产品中，该产品于２月推出，可赋予客车
和卡车轮胎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灵活性。波兰

和韩国的新工厂合计将为索尔维的白炭黑产业新

增１８５万吨的年产能。
（余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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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励隆推出橡胶用炭黑新品种

１０月１２日～１５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
行的国际弹性体会议上，欧励隆工程炭向美国市场

重点推介了两个橡胶用炭黑新品种，旨在降低滚动

阻力，进而提高卡车轮胎胎面胶的燃油效率。

据悉，命名为Ｅｃｏｒａｘ２０４和Ｅｃｏｒａｘ２０６的炭黑
新品种，专门针对新一代的轮胎设计，以帮助满足

美国环保署（ＥＰＡ）调高的轿车燃油经济性指标，
支持针对卡车的 ＳｍａｒｔＷａｙ技术项目。Ｅｃｏｒａｘ２０４
的表面积甚低，而结构却特别高，可赋予胶料高橡

胶补强 （模量和硬度）和低滞后；Ｅｃｏｒａｘ２０６则具
有极低的表面积和低结构，但同时却保持了高分

散度，允许高填充量并提供良好的补强性能。

为了制造出满足最高性能水平要求的橡胶制

品，欧励隆还介绍了Ｓａｂｌｅ系列纯净炭黑的新增成
员，应用于挤出制品和高品质模塑制品。其新近

研发的ＳａｂｌｅＨＳ６６００、ＳａｂｌｅＨＳ７７２０和 ＳａｂｌｅＨＳ
７７４０品种，使橡胶配混厂商能调整性能来满足关
键客户的需求。欧励隆公司表示，Ｓａｂｌｅ产品针对
客户提高产品生产率、降低废品率、提供更好质量

的要求，从而使总体使用成本较其它炭黑品种有

所下降。 （阿枫）

派罗莱克斯又一炭黑技术专利获授权

据美国“橡胶世界网”报道，德国废轮胎回收

炭黑（ｒＣＢ）制造商派罗莱克斯集团（ＰｙｒｏｌｙｘＡＧ）宣
布，日前该公司的又一项炭黑技术获得了专利。

这一在德国获得授权的新专利涉及直接把 ｒＣＢ引
入炉黑的传统生产过程中添加派罗莱克斯 ｒＣＢ的
理想百分比。测试表明，由此产生的均匀混合物

可直接用于制造新的轮胎。

凭借该公司这项获得专利权的工艺，传统的

炭黑生产所耗用的化石燃料数量（原料油）可以减

少５０％。此外，ｒＣＢ后处理的能源成本也明显下
降。从中长期来看，派罗莱克斯这一技术将大大

促进轮胎工业和橡胶工业成功地使用回收炭黑。

派罗莱克斯集团是世界上废轮胎提取回收炭黑

（ｒＣＢ）的领军企业。经过处理的 ｒＣＢ应用于制造
新轮胎以及塑料行业和工业橡胶制品行业。

据介绍，与传统的炭黑生产相比，派罗莱克斯

工艺使每生产１吨炭黑的 ＣＯ２排放量减少至２５

吨。对于轮胎行业来说，ｒＣＢ的制造过程是一个
闭环回收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或在生产过

程中被再利用派罗莱克斯作燃料，或是用于制造

其它产品，确保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２０１５
年，派罗莱克斯整体收购了ＣＣＴＳｔｅｇｅｌｉｔｚ公司。目
前，派罗莱克斯正在扩大后者德国萨克森安哈尔

特工厂的生产能力。自２０１２年以来，ＣＣＴＳｔｅｇｅｌｉｔｚ
一直在该工厂批量生产 ｒＣＢ。此次收购使得派罗
莱克斯集团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连续批量生产回

收炭黑的企业，这意味着它可以向所有潜在的炭

黑目标市场供货。 （朱永康）

鄂木斯克扩大在欧洲及加拿大业务

俄罗斯最大炭黑生产商鄂木斯克集团近日宣

布，将其德国分公司的名字改为鄂木斯克炭黑欧洲

公司，此举表示该公司将其重点转向整个欧洲市

场，尤其是意大利、法国、英国三国。鄂木斯克炭黑

欧洲公司于２０１２年成立于德国北莱茵西伐利亚州
的瓦尔特罗普。除了更换公司名之外，从２０１６年开
始，鄂木斯克炭黑欧洲公司将负责该集团在欧洲的

所有业务，并协调在欧洲的销售和分销链。

２０１４年，该集团在靠近美国边界的加拿大安
大略省普雷斯考特成立了鄂木斯克炭黑加拿大公

司。转运站于２０１４年９月接收到来自俄罗斯的
第一批炭黑。成立加拿大公司的目的是在加拿大

组织并提供直接的官方客户服务。 （余击空）

卡博特宣布重组计划

卡博特最近宣布了重组计划，公司预计２０１６财
政年度将比２０１５财政年度节约成本约５０００万美元。
该计划将在全球范围内减少约３００个工作岗位，成本
节约将于２０１６财政年度的第二个季度开始。

卡博特总裁 ＰａｔｒｉｃｋＰｒｅｖｏｓｔ称，由于公司所面
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很具挑战性，这包括低油价、亚

洲和南美地区需求量下滑、不利的外汇汇率，所以

需调整公司成本结构以提高竞争力。重组计划是

非常困难的决定，因为它将对员工及其家庭造成

影响。公司预计该重组计划的税前费用为 ３５００
万美元，主要包括遣散费和员工福利。此举的净

现金支出预计将为３０００万美元，预计大部分将于
２０１６财政年度支付。 （余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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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炭黑需求将出现大幅增长

德国市场研究机构 Ｃｅｒｅｓａｎａ公司最新发布的
研究报告预测，全球炭黑需求将出现充满活力的

增长，预计到２０２２年，其需求量有望增长到１５００
万吨以上。

炭黑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丁苯橡胶（ＳＢＲ）、
顺丁橡胶（ＢＲ）和天然橡胶制造的轮胎。２０１４年，
轮胎用炭黑的需求占总需求的７０％左右，排名第
二的是为工业和建筑市场生产的橡胶制品。炭黑

广泛应用于多种产品中，包括化工、机械工程、建

筑行业以及电气和电子行业，其相关产品包括运

输带、圈垫、管材、型材、密封件、电缆、模制品及屋

顶铺装。对炭黑需求最高的种类为ＳＢＲ、ＢＲ、ＮＢＲ
（丁腈橡胶）和ＥＰＤＭ（三元乙丙橡胶）。作为黑色
色素用于印刷油墨、塑料和涂料的炭黑比例，则占

２０１４年市场总量的１０％不到。然而，这些应用领
域正在呈现出最为强劲的增长，年均增幅达２９％
～４５％。
２０１４年，６０％以上的炭黑是在亚太地区进行

加工的。北美则排名第二，但与亚太相比差距甚

远，再次为东欧。预计其数量将增加２００万吨左
右。尽管亚洲本地的需求在上升，其出口顺差仍

将进一步增长。Ｃｅｒｅｓａｎａ公司预计，炭黑生产企业
将继续扩张，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安琪）

卡博特整合亚太炭黑制造业务

卡博特公司１１月１１日宣布，为了整合其在
亚太地区的炭黑制造业务，设于印尼孔雀港的炭

黑工厂即将关闭，该工厂制造业务预计于２０１６年
１月底终止。

卡博特公司补强材料部总裁肖恩·基欧汉

（ＳｅａｎＫｅｏｈａｎｅ）说，从长远看必须通过节约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继续致力于提高盈利能力，同时生

产出优质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整合亚太制造业

务的决定是公司计划中关键的一步，旨在确保企

业尽可能高效率运营，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更具

有竞争力，并加快未来的发展。

据称，这一决定是基于该工厂过去几年的财

务状况。虽然孔雀港工厂一直在不懈努力，但是

其产能利用率依然低下。而亚洲正在迅速成为一

个区域性市场，这就要求企业更具有成本竞争力。

为此，卡博特将有效整合其在亚洲的制造业务，终

止在印尼孔雀港炭黑工厂的生产，转而利用该国

芝勒贡及亚洲和世界的其它炭黑生产基地，满足

亚太地区旺盛的市场需求。

卡博特公司表示，印尼仍是对其炭黑业务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该国轮胎制造业供应本

土和全球市场。卡博特承诺与孔雀港工厂现有的

客户协商，确定在该厂停产后如何最好地满足其

需求，并利用其全球制造业务网络，继续为印尼以

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技术服

务。 （朱永康）

卡博特发布《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可持续
发展报告》

　　据《橡胶世界》报道：卡博特公司最近发布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可持续发展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关
注该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员工和社区居

民健康与安全的影响。在报告中，卡博特公司提

出２０２５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继续坚持减少
其能源消耗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该报告介绍了

该公司在降低废气排放，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员

工安全的新目标，以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绩效和持

续进步。该公司充分意识到，要成为一家成功并

且受人尊敬的公司，必须将其生产经营活动建立

在可持续实践的基础之上，必须善于管理资源，持

续改进环境和安全，在所运营的社区中，做一名负

责任的社会公民。

该公司提出２０２５年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
能源强度（

"

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能源量，通常以

ＧＪ／ｔ产品表示），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１０％；温室气体排
放强度（ｔＣＯ２当量／ｔ产品），比２００５年降低２０％；
氮氧化物排放强度（ｔＮＯＸ／ｔ产品），比２０１２年降
低２０％；二氧化硫排放强度（ｔＳＯ２／ｔ产品），比
２０１２年降低４０％；废弃物处理强度（ｔ废弃物／ｔ产
品），比２０１２年降低 １５％。在安全和健康方面，
６５％的工厂１年以上无工伤记录。在产品责任方
面，积极参与１７家行业协会的活动。为全球企业
所在社区慈善捐赠２００万美元，重点资助社区的
基础教育活动。

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底，该公司的能源强度已经完
成２０２５年目标的７０％，

"

吨产品的能源强度已经

达到６０５ＧＪ。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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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炭黑企业排行榜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公布了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炭
黑企业１５强排行榜，它是按２０１４年各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排序的。１）江西黑猫炭黑公司（２０１４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３７０亿元）；２）龙星化工公司
（２２５５亿元）；３）苏州宝化炭黑公司（１１８６亿
元）；４）山东金能科技公司（８６３亿元）；５）大石桥
市辽滨炭黑厂（８４０亿元）；６）石家庄市新星化炭
公司（８１２亿元）；７）山西永东化工公司（７２９亿
元）；８）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公司（７０５亿元）；
９）山东贝斯特化工公司（６６１亿元）；１０）山东耐
斯特炭黑公司（６１８亿元）；１１）杭州中策清泉实
业公司（６０４亿元）；１２）山西三强炭黑厂（５９２亿
元）；１３）曲靖众一精细化工公司（５８９亿元）；
１４）台湾中橡公司（５４４亿元）；１５）山东华东橡胶
材料公司（５０７亿元）。 （袁丁）

日本炭黑出货量连续１７个月负增长

据日刊《橡胶时代》报导，并参照日本炭黑协

会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７月份，日本炭黑产
量为 ４９９万吨，同比减少 １１９％，而出货量为
５３９万吨，同比下降２６％。这是日本炭黑出货
量连续１７个月负增长。今年前７个月，炭黑累计
产量为３３９５万吨，同比下降８０％；累计出货量
３４４８万吨，同比减少４０％。其中，今年前７个月
橡胶用炭黑累计产量为 ３１９７万吨，同比减少
７６％；非橡胶用炭黑累计产量为１９８万吨，同比
下降１３４％；而橡胶用炭黑累计出货量为 ３２３０
万吨，同比减少４０％；非橡胶用炭黑累计出货量
为２１７万吨，同比下降３５％。今年前７个月，炭
黑累计出口２７８万吨，同比下降８２％；累计进口
量为１１１２万吨，同比增长４５％。 （袁丁）

金能科技重视技术开发与知识产权保护

近年来，山东金能科技公司大力推进科技进

步，鼓励对生产工艺及技术的改革与创新，把研发

成果及时申请专利，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

术。目前，该公司已拥有国家发明专利９项、实用
新型专利１４项、待审查专利３项，参与制订或修

订３项炭黑国家标准、３项白炭黑国家标准及２项
白炭黑行业标准。为此，该公司先后荣获“全国技

术创新型煤化工企业”以及“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

奖”等荣誉称号。

近日，金能科技公司又被山东省知识产权局

列入该局 ２０１５年知识产权优势培育试点企业。
在这项知识产权培育工作中，势必会进一步推动

该公司的技术进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促进该企业的科技创新与发展。 （袁丁）

炭黑标准宣贯暨学术报告会

在济南召开

　　由全国橡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炭黑分会主
办、山东金能科技公司协办的“２０１５年炭黑标准宣
贯与炭黑基础性能研究学术报告会”近日在山东

省济南市召开。全国各炭黑及橡胶企业的质量主

管及测试技术人员８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邀请炭黑和白炭黑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

人对炭黑及白炭黑的８项国家标准进行了全面细
致地解读，深入研讨了相关标准的技术内涵，并特

邀四川理工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结构

炭黑三要素研究》课题组主研人员陈建教授作了

《原子力显微镜对炭黑活性的研究》专题报告，以

全新的视角探讨和认识炭黑的精细结构，令与会

人员耳目一新。 （袁丁）

黑猫炭黑上半年净利润增长逾四成

江西黑猫炭黑公司最近发布公告称，２０１５年上
半年，该公司累计生产炭黑 ５０２３万吨，销售
５０２０万吨，实现产销率 ９９９４％；营业收入为
２４９３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５％；净利润为
４２３３７７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８％。截止到今
年６月底，该公司炭黑生产总产能达到１０６万吨。

今年上半年，炭黑内销与外销比例分别为

７５８％和２４２％。炭黑产品的毛利率为１４９０％，
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０５７个百分点，与今年一季
度环比下降１３６个百分点。在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的大环境下，该公司发挥规模优势，强化内部控

制和管理，积极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巩固和提升

了综合竞争力，但因出口回落和市场竞争加剧等

因素，炭黑的毛利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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