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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纸用炭黑颜料及其分散和

制备工艺（续完）

唐昆 译

（接上期）

图纸简述

图 1的示意图说明了在向透明顶电极施

加正电势和向底电极施加负电势的图像显

示原理。

图 2的示意图说明了在向透明顶电极施

加负电势和向底电极施加正电势的图像显

示原理。

本发明最佳实施方案

本发明所用炭黑不受限制，可以是炉

黑、热裂炭黑或槽黑等。最好使用通过电子

显微镜测定的初级粒径为 0.01～0.3μm 的

炭黑。如果炭黑的初级粒径小于 0.01μm，

那么由于粒子间具有较大的内聚力，所以炭

黑容易发生聚集。如果炭黑的初级粒径大于

0.3μm，由于所得表面改性炭黑的重要有所

增加，所以炭黑容易在硅酮油中沉淀。

表面改性炭黑的特点在于：二苯甲基经

氨基甲酸酯键通过键合到聚硅氧烷基的炭

黑表面的功能团而键合到炭黑上通过生产

工艺和氧化等后处理方法可在炭黑粒子表

面生成各种功能团。在本发明表面改性炭黑

中，羟基和羧基等酸性功能团的作用显著。

下述化学式 1说明了本发明电子纸用黑

色颜料之表面改性炭黑。这种表面改性炭黑

具有一种聚硅氧烷结构，其中炭黑表面的羟

基和二苯甲基通过氨基甲酸酯键（OHOCN）

键合，二苯甲基通过氨基甲酸酯键键合到聚

硅氧烷基上。

式 1中 R
2
表示含有 6个碳原子的烷基、

R
3
～R

13
分别表示芳基、含有 1～6 个碳原子

的烷基或含有 1～10 个碳原子的烷氧基，a

和 b各自表示 0～10间的整数，n为 0～200

间的整数。

具体来说，本发明电子纸用炭黑颜料的

特性在于可通过链接在炭黑表面的与硅酮

油（迁移介质）有类似结构的活性硅而对炭

黑表面进行改性。因此，炭黑颜料在硅酮油

中具有卓越的分散性。聚硅氧烷结构可能含

有聚二甲基硅氧烷基、聚二甲基硅氧烷基

（部分由烷基所替代）、聚二甲基硅氧烷基

（部分由芳基所替代）或三（三烷基甲硅烷）

硅丙基等聚有机硅氧烷基。

将表面改性的炭黑以 1～20wt％的浓度

分散到硅酮油（迁移介质）中可制备炭黑分

散体，然后通过电泳法再将制得的炭黑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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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封装在电子纸用微囊中。

本发明电子纸用炭黑颜料含有表面改

性炭黑，在非反应有机溶剂（如酯或酮）中

通过将炭黑表面的功能团与二苯基化合物

（两端都有异氰酸基）反应可制得这炭黑颜

料，这样二苯甲烷基可通过氨基甲酸酯基键

合到炭黑表面，使二苯甲烷基键合到硅酮油

中的聚硅氧烷。

羟基和羧基这种功能团在炭黑表面都

起着重要作用。羟基含量最好为 0.14μ/m2

或更多，羧基含量最好为 0.14μ/m
2
或更多，

羟基和羧基的总含量最好为 0.14μ/m
2
或更

多。如果这些功能团的含量小于 0.14μ/m2，

即使两端含有异氰酸基的二苯化合物均匀

地与炭黑反应，二苯化合物也不能充分地与

炭黑键合。因此，即使与聚硅氧烷键合，也

容易引起沉淀。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将表面改

性炭黑均匀地分散在硅酮油中。

如有必要，通过氧化炭黑可调节羟基含

量和羧基含量。可采用湿法氧化或干法氧化

等适宜的方法。

在制备本发明电子纸用炭黑颜料的过

程中，为了使二苯甲烷基能通过氨基甲酸酯

基键合到炭黑表面上，炭黑表面的功能团需

在非反应有机溶剂（如酯或酮）中与二苯基

化合物（两端都有异氰酸基）反应。

两端都有异氰酸基的二苯基化合物包

括对苯二异氰酸酯、2-氯-1,4-二苯二异氰

酸酯、2,4-甲苯二异氰酸酯（TDI）、2,6-甲

苯二异氰酸酯、1,5-萘二异氰酸酯、六亚甲

基二异氰酸酯（HDI）、二苯基甲烷-4,4'-二

异氰酸酯（MDI）、1,3-二甲苯-4,6-二异氰

酸酯、二苯硫醚-4,4'-二异氰酸酯和 1,4-

萘二异氰酸酯等。其中最好选用 MDI、TDI

和 HDI。

下列的化学式 2说明了上述反应。化学

式 2说明了炭黑表面的羟基（功能团）会与

甲基二苯二异氰酸酯（二苯基化合物）反应，

这样二苯甲烷基可通过氨基甲酸酯基键合

到炭黑表面。

当两端都有异氰酸基的二苯基化合物

与炭黑反应时，两端都有异氰酸基的二苯基

化合物会溶解在不会与异氰酸化合物反应

的酯化合物（如乙酸乙酯或乙酸丁酯）或酮

类化合物中。添加炭黑后，用搅拌器/除氧

器进行搅拌以除去混合物中的空气，再用超

声波均质机、高压均质机、过程均质机或介

质磨机等均质化。然后在 25～100℃下加热

一定时间以便将异氰酸基化合物键合到炭

黑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异氰酸基化合物仍

然没有反应，那么可促进活性硅和炭黑的聚

集。加热后，用高速离心机进行分散可除去

未反应的异氰酸化合物。

这样，二苯甲烷基可通过氨基甲酸酯键

键合到炭黑表面的功能团上。这样，二苯甲

烷基就会链接到硅酮油中的聚硅氧烷中以

得到本发明电子纸用炭黑颜料。

在本发明的生产过程中，硅聚合物没有

直接键合到炭黑上。具体来说，用两端都有

异氰酸基的二苯化合物通过氨基甲酸酯键

键合到炭黑上，炭黑表面的功能团和活性硅

通过中间材料（二苯甲烷基）相互反应，这

样聚硅氧烷基就键合到了炭黑上。

下列的化学式 3说明了上述反应。在化

学式 3说明的化学反应中，炭黑表面的羟基

与甲基二苯二异氰酸酯反应后，二苯甲烷基

会通过氨基甲酸酯键键合到炭黑表面（参看

化学式 2），聚硅氧烷与所得炭黑反应以制得

具有聚硅氧烷结构的表面改性炭黑。其中，

二苯甲烷基通过氨基甲酸酯键键合到聚硅

氧烷基上（参见化学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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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式 1

就使二苯甲烷基键合到聚硅氧烷基的

活性硅而言，可使用两端具有活性功能团

（如氨基、羟基、羧基或环氧基）的聚硅氧

烷。由于活性硅两端活性功能团的活性不

足，所以最好使用仅在一端具有活性功能团

的活性硅。

最好活性硅的结构同硅酮油的结构相

似。由于通常硅酮油具有聚硅氧烷结构，所

以活性硅最好也具有聚硅氧烷结构。

由于链接到炭黑表面的有机硅聚合物

链借助位阻现象会将本发明表面改性炭黑

分散在硅酮油中，所以最好使用分子量为

500～30,000 的聚合物充当活性硅。如果充

当活性硅的聚合物的分子量小于 500，那么

由于聚合物链的减少，借助位阻现象，表面

改性炭黑的分散性较差。如果充当活性硅的

聚合物的分子量大于 30,000，那么表面改性

炭黑会因其分子量而发生沉淀。

二苯甲烷基通过氨基甲酸酯键键合到

炭黑上，在炭黑与活性硅混合后，用搅拌器

/除氧器进行搅拌以除去混合物中的空气，

然后再用三辊研磨机或介质磨机等充分均

质化。用硅酮油稀释后，用超声波均质机、

高压均质机、过程均质机或介质磨机等进行

搅拌使混合物反应。通过加热除去有机溶剂

后，过滤出较大的成分以得到表面改性炭黑

颜料的硅酮油分散体。添加硅酮油可调节分

散体的浓度以得到电子纸用炭黑分散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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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散在硅酮油中的炭黑颜料的浓度为 1～

20wt％。

实例

下面将通过实例和比较实例描述本发

明。

实例 1

在过硫酸铵（氧化剂）水溶液中对炭黑

“TB#7550F”（东海炭素有限公司生产）进

行液相氧化以制备炭黑试样。这种炭黑试样

的羟基含量为 0.74μ/m2，羧基含量为 4.8

μ/m
2
。

在搅拌器/除氧器中加入甲乙酮溶液

（其中溶解有 12.5g 浓度为 15wt%的二苯甲

烷-4,4'-二异氰酸酯 MDI）、150g 惰性二甲

基聚硅氧烷（GE东芝有机硅有限公司生产的

“TSF451-1000”）和 75g 完全干燥的炭黑试

样。先预混合该混合物（搅拌两分钟、脱氧

两分钟），然后再使用三辊研磨机均质该混

合物 30分钟。在混合物中加入 0.875g 溶有

浓度为 10wt％的二月桂酸二丁基锡的硅酮

油 （ 信 越 化 学 工 业 株 式 会 社 生 产 的

“KF96L-1cs”）溶液后，用三辊研磨机（井

上机械株式会社制造的"SR-4"）均质该混合

物 30分钟。由于甲乙酮可用作溶剂恢复物，

所以可适当添加甲乙酮。向混合物中加入甲

乙酮（总量：1升）后，用超声波均质机（日

精株式会社制造的“超声波发生器 US”）（10

分钟）和 Nanomizer TL-1500（日本东海株

式会社制造）（压力：50～150MPa）将与异

氰酸基化合物键合的炭黑分散在溶剂中。然

后，60℃下，在可分离式烧瓶中边搅拌边将

混合物加热 2小时。

加热后在 3000rpm 下离心分散 3分钟。

除去上清液后，向混合物中添加甲乙酮。然

后离心分离混合物。重复该操作两次。在向

残余物中添加硅酮油后，离心分离混合物两

次。

将残余物均分为三等份，然后与 16.25g

的活性硅（GE 东芝有机硅有限公司生产的

"TSF4709"）混合。用三辊研磨机均化该混

合物 30 分钟。在加入溶有 0.413g 浓度为

10wt％的二月桂酸二丁基锡的硅酮油，用三

辊研磨机均质该混合物 30分钟。

向混合物中加入硅酮油（总量：250g）

后，60℃下于在可分离式烧瓶中边搅拌边加

热该混合物 4小时。加热后，在 50～150Mpa

下，用 Nanomizer机械式分散该分散体。80℃

下，在干燥器中加热该分散体，然后通过

No.131 滤纸（Advantec 株式会社生产）过

滤两次。向混合物中加入硅酮油（总量：

250g）以得到炭黑浓度为 10wt％的硅酮油炭

黑分散体 1。

实例 2

用臭氧对炭黑“TB#7550F”（东海炭素

有限公司生产）进行气相氧化以制备炭黑试

样。这种炭黑试样的羟基含量为 1.0μ/m2，

羧基含量为 3.2μ/m
2
。

用实例 1所用方法，通过所得炭黑试样

制备炭黑浓度为 10wt％的硅酮油炭黑分散

体 2。

实例 3

用实例 1 所示方法制备炭黑分散体 3，

其中所用炭黑为特种炭黑 4（德固萨公司生

产，羟基含量为 0.16μ/m
2
、羧基含量为 4.2

μ/m2）。

实例 4

用实例 1 所示方法制备炭黑分散体 4，

其中所用炭黑（羟基含量为 0.13μ/m2、羧

基含量为 0.37μ/m
2
）未经氧化。

比较实例 1用实例 1 所示方法对炭黑

“TB#7550F”（东海炭素有限公司生产，羟

基含量为 0.74μ/m
2
、羧基含量为 4.8μ/m

2
）

进行液相氧化以制备炭黑试样。将 25g 炭黑

试样与 16.25g 活性硅（GE 东芝有机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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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TSF4709"）相混合。用三辊研

磨机均化该混合物 30 分钟。在加入溶有

0.413g 浓度为 10wt％的二月桂酸二丁基锡

的硅酮油，用三辊研磨机均质该混合物 30

分钟。

向混合物中加入硅酮油（总量：1升）

后，在 50～150Mpa 下，用超声波均质机和

Nanomizer（东海株式会社制造）将炭黑分

散 10 分钟。然后，60℃下，在可分离式烧

瓶中边搅拌边将混合物加热 2小时。

加热后在 3000rpm 下离心分散 3分钟。

除去上清液后，向混合物中添加硅酮油。然

后离心分离混合物两次。向混合物中加入硅

酮油（总量：250g）后，在 50～150Mpa 下，

用 Nanomizer机械分散炭黑以得到炭黑浓度

为 10wt％的硅酮油炭黑分散体 5。

用 Microtrac 粒度分析仪（霍尼韦尔公

司制造的"9340-UPA150"）测定分散体中炭

黑凝聚体的平均粒径。用振动粘度计（山一

电子有限公司制造）测定分散体的粘度。表

1给出了测量结果随时间的改变。如表 1所

示，在本发明实例分散体 1～3 中炭黑凝聚

体的平均粒径较小，且随时间的变化也不

大。另一方面，本发明范围外的比较实例的

分散体 4和分散体 5的平均粒径明显要比分

散体 1～3 的粒径更大，且随时间的变化平

均粒径的改变也较大。

表 1

分散体 1 分散体 2 分散体 3 分散体 4 分散体 5

0周后
平均粒径（nm） 146 178 304 505 2045

粘度（cp） 1.75 1.45 1.14 1.02 0.80

1周后
平均粒径（nm） 196 204 359 544 2225

粘度（cp） 1.49 1.23 1.08 1.05 0.90

2周后
平均粒径（nm） 161 187 456 595 2190

粘度（cp） 1.53 1.34 1.15 1.07 0.93

3周后
平均粒径（nm） 154 183 434 628 2188

粘度（cp） 1.54 1.35 1.16 1.08 0.94

4周后
平均粒径（nm） 152 181 445 632 2195

粘度（cp） 1.52 1.33 1.14 1.1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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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固化的含氟弹性体胶料及由其制得的

热空气软管

向晴 译

发明范围

本发明涉及可固化的含氟弹性体胶料，

这种胶料含有过氧化物固化含氟弹性体、氮

吸附比表面积 N2SA 为 25～130m
2
/g、DBP 吸

附值为 50～140ml/100g 的炭黑和至少含有

一个碳-碳双键和至少一种酯基的增塑剂。

发明背景

由于日趋严格的排放法规，涡轮增压的

汽车日益增多。暴露在涡轮增压发动机上的

风管的温度也日益升高。含氟弹性体通常用

于高温风管。

运转期间，在高温下涡轮增压软管也能

经受反复振动。因此，软管用橡胶应有足够

的耐动态疲劳性和耐高温性。通常在室温和

高温下通过扯断伸长率(Eb)评定动态疲劳

性。Eb值越大，耐疲劳性越好。静态热老化

期间 Eb 值趋于减小。因此，为确保满足高

温下的耐疲劳性，室温下的初始 Eb 值最好

较高。

利用交联密度相对较低和/或填料补强

相对较低可以制备室温下 Eb 值较高（至少

为 350％）的含氟橡胶。然而，通过传统的

方法很难在提升温度的情况下得到必需的

Eb值。通常，高温下橡胶的物理特性受内能

成分（即能量弹性）影响，而不是受熵弹性

影响。内能主要归因于填料组分。

通常，在橡胶配方中，炭黑可充当补强

填料。通常，在含氟弹性体配方中选用比表

面积较低的炭黑（如 MT、N990），通常补强

效果也较差。这就使得含氟弹性体胶料在高

温下的 Eb性较差。强补强性炭黑（如 HAF、

N330）可改善高温扯断伸长率。然而，含有

强补强性炭黑的含氟弹性体胶料的门尼粘

度太高而不易挤压成软管。

众所周知，增塑剂可减小弹性体胶料的

门尼粘度。然而，橡胶工业所用的增塑剂大

多数在含氟弹性体固化温度下都易变，且涡

轮增压器软管通常都在该温度下使用。

最好希望得到一种可固化含氟弹性体

胶料，这种胶料生成的固化产品的高温 Eb

较好，具有足够低的门尼粘度，这样才能更

容易将胶料制成胶管。

发明概要

本发明一方面介绍了一种可固化含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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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体胶料，这种胶料含有：

A）过氧化可固化含氟弹性体；

B）每 100 重量份含氟弹性体含有 8～25

重量份的炭黑，这种炭黑的氮吸附比表面积

为 25～ 130 m
2
/g、 DBP 吸附 值为 50～

140ml/100g。

C）每 100 重量份含氟弹性体含有 0.1～

8重量份的增塑剂，这种增塑剂至少含有一

个碳－碳双键和至少含有一个酯基。

D）每 100 重量份含氟弹性体含有

0.25～2重量份的有机过氧化物及

E）每 100 重量份含氟弹性体含有 0.3～

1.3重量份的多功能交联助剂。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是介绍一种由上述

含氟弹性体胶料制成的热空气软管。

发明详述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固化含氟弹性体胶

料及由其制得的热空气软管。“含氟弹性体”

是指一种无定形弹性含氟聚合物。含氟聚合

物至少含有 53wt％的氟，最好为 63～72

wt％。本发明胶料所用含氟弹性体含有 25～

70wt％（以含氟弹性体重量为准）的偏二氟

乙烯（VF2）共聚单元。含氟弹性体中剩余的

单元含有一个或多个、不同于 VF2的其它共

聚单体，这种单体是从含有含氟烯烃、含氟

乙烯基醚、烃烯烃及其混合物的基团中选

取。

与 VF2共聚的含氟烯烃包括，但不局限

于，六氟丙烯（HFP）、四氟乙烯（TFE）、

1,2,3,3,3-五氟丙烯（1 -HPFP）、氯三氟乙

烯（CTFE）和乙烯基氟化物。

与 VF2共聚的含氟乙烯基醚包括，但不

限于全氟（烷基乙烯基）醚。适宜作单体的

全氟（烷基乙烯基）醚（PAVE）的化学式如

下：

CF2=CFO(Rf´O)n(Rf´´O)mRf (I)

式中 Rf´和 Rf´´为含有 2～6个碳原子的不同线

性或支链性全氟烯烃，m 和 n 为 0～10，Rf

为含有 1～6个碳原子的全氟烷基。

较理想的全氟（烷基乙烯基）醚包括化

学式如下的组合物：

CF2=CFO(CF2CFXO)nRf (II)

式中，X为 F或 CF3，n为 0～5，Rf为含有 1～

6个碳原子的全氟烷基。

最理想的全氟（烷基乙烯基）醚包括 n

为 0或 1、Rf含有 1～3个碳原子的乙醚。譬

如，这类全氟乙醚包括全氟（甲基乙烯基）

醚（PMVE）和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PPVE）。

其它较有用的单体包括化学式如下的化合

物：

CF2=CFO[(CF2)mCF2CFZO]nRf (III)

式中 Rf为含有 1～6个碳原子的全氟烷基，m

＝0或 1，n＝0～5，Z＝F或 CF3。在这类物

质中，较理想的情况是 Rf 为 C3F7、m＝0和 n

＝1。

其它全氟（烷基乙烯基）醚单体的化学

式如下：

CF2=CFO[(CF2CF{CF3}O)n(CF2CF2CF2O)m(C

F2)p]CxF2x+i (IV)

式中 m 和 n 为 0～10，p＝0～3，x=1～5。

在这类物质中，较理想的情况是 n＝0～1，m

＝0～1和 x=1。

其它有用的全氟（烷基乙烯基）醚的化

学式如下：

CF2=CFOCF2CF(CF3)O(CF2O)mCnF2n+i (V)

式中 n = 1～5、m =1～3，最好 n＝1。

如果本发明所用含氟弹性体中有 PAVE

共聚单元，那么 PAVE 含量一般占含氟弹性

体总重量的 25～75wt％。如果使用全氟（甲

基乙烯基）醚，那么含氟弹性体最好含有

30～55wt%的共聚 PMVE单元。

本发明胶料所用其它含氟弹性体含有

四氟乙烯和全氟（烷基乙烯基）醚共聚物，

最好为 PMVE。这类含氟弹性体通常含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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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wt％的共聚 PMVE单元。

本发明胶料所用含氟弹性体为过氧化

固化物，这就意味着含有碘和/或溴硫化点。

这些硫化点源于共聚硫化点单体和/或在有

含硫化点链转移剂的情况下，含氟弹性体的

聚合产物。

适宜的硫化点单体可以是：i)含溴烯

烃；ii）含碘烯烃；iii）含溴乙烯醚和 iv)

含碘乙烯基醚。

溴化硫化点单体可能含有其它卤素，最

好是氟。譬如，溴化烯烃硫化点单体可以是

CF2=CFOCF2CF2CF2OCF2CF2Br、溴三氟乙烯、4-

溴-3,3,4,4-四氟丁烯-1（BTFB）和其它物

质，如溴乙烯、1-溴-2,2-二氟乙烯、全氟

烯丙基溴、4-溴-1,1,2-三氟丁烯-1、4-溴

-1,1,3,3,4,4,- 六 氟 丁 烯 、 4- 溴 -3- 氯

-1,1,3,4,4-五氟丁烯、6-溴-5,5,6,6-四氟

己烯、4-溴全氟丁烯-1 和 3,3-二全氟烯丙

基溴。本发明用溴化乙烯基醚硫化点单体包

括 2- 溴 - 全 氟 乙 基 全 氟 乙 烯 基 醚 和

CF2Br-Rf-O-CF=CF2 (Rf 为全氟亚烷基)这类

物质的氟化物，如 CF2BrCF2O-CF=CF2，和

ROCF=CFBr 类 物 质 的 氟 化 乙 烯 基 醚 或

ROCBr=CF2 (其中 R为低烷基基团或氟烷基基

团)，如 CH3OCF=CFBr 或 CF3CH2OCF=CFBr。

适宜的碘化点单体包括下式的碘化烯

烃：CHR=CH-Z-CH2CHR-I,式中 R为-H或-CH3、

Z为 C1-C18（全）氟化亚烃基基团、线性或支

链性、最好含有一个或多个醚氧原子，或

（全）氟化聚亚烃基基团，如美国专利

5,674,959 所述。其它适宜的碘硫化点单体

实例可以是下列化学式所列不饱和醚：

I(CH2CF2CF2)nOCF=CF2 和

ICH2CF2O[CF(CF3)CF2O]nCF=CF2等，式中 n＝1～

3，如美国专利 5,717,036 所述。另外，适

宜的碘硫化点单体包括四碘乙烯、 4-碘

-3,3,4,4-四氟丁烯-1（ITFB）、3-氯-4-碘

-3,4,4-三氟丁烯、2-碘-1 ,1 ,2,2-四氟-1-

（乙烯氧）乙烷、2-碘-1-（全氟乙烯氧）

-1，1-2,2-四氟乙烯、1,1,2,3,3,3-六氟-2-

碘-1-（全氟乙烯氧）丙烷、2-碘乙基乙烯

醚、3,3,4,5,5,5-六氟-4-碘戊烯和碘三氟

乙烯，如美国专利 4,694,045 所述。烯丙基

碘和 2-碘-全氟乙基全氟乙烯基醚也可以用

作硫化点单体。

本发明含氟弹性体所用硫化点单体的

用量一般占含氟弹性体总重量的 0.05～

10wt％，以 0.05～ 5 wt％为宜，最好为

0.05～3wt％。

此外，对于共聚硫化点单体而言，由于

在制备含氟弹性体的过程中使用了链转移

剂或分子量调节剂，所以含氟弹性体聚合物

链的一端或两端可存有含碘端基、含溴端基

或其混合物。如果使用链转移剂，那么其用

量应使含氟弹性体中的碘含量或溴含量为

0.005～5wt％，最好为 0.05～3 wt％。

链转移剂的实例包括一些含碘化合物，

这使得聚合物分子的一端或两端存在有结

合碘。这些试剂可以是亚甲基碘化物、1,4-

二碘全氟-n-丁烷及 1,6-二碘-3,3,4,4,四

氟己烷。其它含碘链转移剂包括 1,3-二碘全

氟丙烷、1,6-二碘全氟己烷、1,3-二碘-2-

氯全氟丙烷、1,2-二（碘二氟甲基）-全氟

环丁烷、单碘全氟乙烷、单碘全氟丁烷、2-

碘-1-氢全氟乙烷等，还可以是欧洲专利

0868447A1 介绍的氰基-碘链转移剂。其中较

为理想的是二碘链转移剂。

溴化链转移剂的实例包括 1-溴-2-碘全

氟乙烷、1-溴-3-碘全氟丙烷、1-碘-2-溴

-1,1-二氟乙烷和美国专利 5,151 ,492 所介

绍的其它试剂。

本发明所用的含氟弹性体包括，但不仅

限于至少含有 53wt％的氟和以下所列共聚

单元的物质。这些共聚单元包括 i)偏氟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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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氟丙烯；ii)偏氟乙烯、六氟丙烯和四

氟乙烯；iii)偏氟乙烯、全氟（甲基乙烯基）

醚和四氟乙烯及 iv)四氟乙烯和全氟（甲基

乙烯基）醚。为简单起见，这些共聚物中没

有说明含碘和/或溴硫化点。但我们应当知

道这些含氟弹性体属于过氧硫化物，因此这

些含氟弹性体含有上述碘和/或溴硫化点。

本发明所用炭黑填料的氮吸附比表面

积（ASTM D-6556）的指定范围为 25～130

（最好为 25～80）m2/g、DBP 吸附值（ASTM

D-2414）的指定范围为 50～140（最好为 90～

125）ml/100g。这种类型的炭黑包括，但不

仅限于 HAF(ASTM N330)、ISAF(ASTM N220)、

SAF(ASTM N110) 、 SRF-HS-HM (N774) 和

FEF(N550)。其中最为理想的是 FEF。还可以

使用各种炭黑的混合物。

本发明硫化胶料的炭黑用量为每 100重

量份含氟弹性体中占 8～25重量份（最好为

15～20）。

本发明用增塑剂至少含有一个碳-碳双

键和至少一个酯基。通常，增塑剂至少含有

一个丙烯酸酯基、甲基丙烯酸酯基或乙基丙

烯酸酯基。这类增塑剂的实例具体包括，但

不仅限于，三羟甲基丙烷三甲基丙烯酸酯、

多元乙醇乙基丙烯酸酯、多元乙醇甲基丙烯

酸酯和多元乙醇丙稀酸酯。所用增塑剂的用

量一般在 100 重量份的含氟弹性体中占

0.1～8（最好为 1～4）重量份。

在密炼机（如 Banbury®、Kneader 或

Intermix®）中混合含氟弹性体、炭黑和增

塑剂。同时还可以使用有机过氧化物以外的

其它助剂。

本发明所用交联含氟弹性体胶料的硫

化剂用量应平衡扯断伸长率和压缩变形等

性能。硫化剂的含量越低，扯断伸长率越高，

但硫化剂的含量低会导致温度升高的情况

下压缩变形较高，而这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多功能交联助剂（如三丙烯异三聚氰

酸、三烯丙基氰尿酸酯或）的用量一般在 100

重量份含氟弹性体中占 0.3～1.3 重量份，

最好为 0.5～1.0重量份。

本发明胶料用有机过氧化物包括，但不

限于，1,1-双（叔-丁基过氧化）-3,5,5-三

甲基环己烷、1,1-双（叔-丁基过氧化）环

己烷、2,2-双(叔-丁基过氧化)辛烷、n-丁

基-4,4-双(叔-丁基过氧化)戊酸盐、2,2-双

(叔-丁基过氧化)丁烷、2,5-二甲基己烷

-2,5-二过氧化氢、二-叔-丁基过氧化物、

叔-丁基枯基过氧化物、枯基过氧化物、α,

α'-双(叔-丁基过氧化-m-异丙基)苯、2,5-

二甲基-2,5-双(叔-丁基过氧化)己烷、2,5-

二甲基-2,5-双(叔-丁基过氧化)己烯-3、过

氧苯甲酰、叔-丁基过氧化苯、2,5-二甲基

-2,5-双(过氧甲苯酰)-己烷、叔-丁基过氧

化马来酸和叔-丁基过氧异丙基碳酸酯。较

理想的有机过氧化物包括 2,5-二甲基-2,5-

双(叔-丁基过氧化)己烷、过氧化二枯基和

α,α'-双(叔-丁基过氧化-m-异丙基)苯。

每 100重量份含氟弹性体含有 0.25～2重量

份的有机过氧化物，最好是 0.7～1.5 重量

份。

在温度低于 120℃的情况下，将有机过

氧化硫化剂加入到含氟弹性体、炭黑和增塑

剂混合物中以防止过早硫化。通常是将过氧

化物添加到辗轧机上，而不是添加到密炼机

中。所得硫化胶料在 100℃下的的门尼粘度

ML(1+4)小于等于 80。根据 JIS K6300 测定

胶料的门尼粘度。

然后挤压硫化胶料并进一步硫化以制

备本发明硫化热空气软管。整个软管可由含

氟弹性体制成，或者说多层软管的内层可由

含氟弹性体制成。硫化条件通常是指 180℃

下在压出机上硫化 10分钟，然后 200℃下在

热空气箱中硫化 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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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本发明硫化热空气软管可含有橡

胶行业常用的其它助剂，如加工助剂、着色

剂及酸受体等。

本发明硫化（即交联）热空气软管（如

涡轮增压软管）很好地平衡了耐热性和力学

性能。由本发明胶料制得的硫化橡胶在

230℃下的扯断伸长率（Eb）大于或等于

120％（最好大于等于 130％），23℃下的硬

度（Duro A, JIS K6253）为 73～85点。230℃

下热老化 168 小时后，硬度（根据 JIS

K6257测定）的改变小于等于 8点。230℃下，

25％压缩 70 小时后的压缩永久变形（较大

的试样，根据 JIS K6262 测定）小于或等于

70％。

上述含氟弹性体胶料也可以用于在高

温下具有耐动态疲劳性的领域，如膜片。

实例

测试方法

门尼粘度 JIS K6300

Duro A硬度 JIS K6253

拉伸性能 JIS K6251

压缩永久变形 JIS K6262

通过下述实例可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

并不仅限于这些实例。

实例 1

在 1.0L 的 Kneader 密炼机中制备本发

明硫化胶料（试样 1～4）和比较胶料（试样

A～F）。首先，将含氟弹性体加入到混合室

中，然后开始混合。在聚合物温度至少为

90℃时，加入有机过氧化物外的其它助剂。

在转速为 40～60rpm 下混合几分钟。如果胶

料的温度增加至 130℃以上，那么降低混合

速度。开始卸料。然后在辊轧机上制备胶料

并加入有机过氧化物以得到可硫化胶料。

表 I 列出了所需配方。表 II 列出了硫

化板片的门尼粘度和其它物理特性。180℃

下将板片压缩硫化 10分钟，然后 200℃下在

热空气箱中后固化 4小时。

表 1

配方，份
1
试样 A 试样 1 试样 2 试样 3 试样 4 试样 B 试样 C 试样 D 试样 E 试样 F

可 固 化 弹

性体
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MgO 6 6 6 6 6 6 6 6 6 6

MT(N990)
3

20 0 0 0 0 0 0 0 0 0

SRF(N774)
4

0 20 0 0 0 0 0 0 0 0

FEF(N550)
5

0 0 20 15 0 5 30 15 15 15

HAF(N330)
6

0 0 0 0 10 0 0 0 0 0

加工助剂
7

1 1 1 1 1 1 1 1 1 1

有 机 过 氧

化物
8

1 1 1 1 1 1 1 1 1 1

活性剂
9

1 0.8 0.5 0.8 0.6 1 0.5 0.8 0.8 0.8

增塑剂
10

3 3 3 3 3 3 3 0 10 0

增塑剂
11

0 0 0 0 0 0 0 0 0 3

1
：每 100 重量份橡胶，即可固化弹性体中助剂的重量份数

2：DuPont 公司的 Viton®GBL2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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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ncarb 公司的 Thermax N990
4
:Asahi Carbon 公司的 Asahi#50

5
:Asahi Carbon 公司的 Asahi#60

9:Asahi Carbon 公司的 Asahi#70
7
:Struktol 公司的 HT-290 加工助剂

8
：Akzo 公司的 Perhexa 25B40

9: DuPont 公司的三烯丙基异氰脲酸酯 Diak 7
10
:Sartomer 公司的 SR350 三甲基丙烷丙烯酸甲酯

11
：Adeka 公司的 ADK Cizer RS-735 传统增塑剂

表 2

门 尼 粘 度 ML

（1+4）@100℃

Duro A 硬 度

@25℃，点

Eb@230℃，％ 230℃下 168 小

时后的硬度改

变，点

压缩变形，70小

时，230℃，25％

压缩，％

试样 A 56.4 71 90 +1 37

试样 1 67.4 78 120 +3 48

试样 2 79.2 81 150 +4 63

试样 3 68.8 76 140 +4 48

试样 4 62.4 73 170 +4 57

试样 B 53.8 67 110 -1 31

试样 C 100.9 87 130 +6 77

试样 D 88.8 72 100 +5 42

试样 E 39 87 70 -2 46

试样 F 71.5 69 190 +11 98

译自世界专利

馆藏号 201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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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料性喷墨油墨组合物（待续）

言信 译

发明范围

本发明涉及喷墨油墨组合物，尤其是颜

料性喷墨组合物。

发明背景

如果采用的是喷墨打印，那么打印装置

和打印字符所沉积的打印基质之间互不接

触。

简单地来说，喷墨打印就是将墨滴流喷

射到基质表面，采用电子法等方法控制墨滴

流的方向，这样就能使墨滴在基质表面上形

成较理想的打印图像。这种非接触式打印技

术很适合于将字符或装饰标记打印在多种

基质表面，包括孔状表面和非孔状表面。

生产过程中用于标记产品的最常见的

一种油墨喷墨方式为连续式喷墨（CIJ），包

括单喷嘴打印机、多喷嘴打印机和陈列式喷

嘴打印机。CIJ 打印机可以满足多种油墨喷

墨配方，可适合于多种工业应用，尤其应用

于编码和标记。我们知道在该技术中，目前

这一代的 CIJ打印机不仅需要解决这些应用

需求，而且也必须满足客户对可靠性这方面

的要求，也就是说同需要维修（打印机故障

或打印质量较差需要清洁打印头）的时间相

比，必须提高正常运行时间。我们希望在不

介入的情况下，打印机可运行数天或数周。

当油墨堆积在打印头内部时就需要清洗打

印头，清洗过程就是用清洗液简单冲洗喷嘴

和其它打印头组件。就高耐久性应用而言，

因为打印图像必须承受苛刻条件下的粘附

力、承受转移电阻，满足光牢度要求或热牢

度要求，所以经常使用颜料油墨。在这些应

用中也需要强调高对比度。即使 CIJ打印机

确实能打印颜料油墨，但这些油墨经常会引

起稳定性等问题。譬如，在需要明暗对比（如

在要求油墨转移电阻或光牢度时打印在轻

型基质上）的应用中，通常使用以炭黑为基

质的油墨。但，由于炭黑在打印头组件上会

形成导电膜，所以炭黑这种颜料使用起来非

常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导电膜的导

电性也随之增强，最终会降低打印机的可靠

性，缩短正常运行时间。遗憾的是没有规定

方法或者不容易得到能使油墨具有明暗对

比度、良好光稳定性、良好转移电阻和使 CIJ

打印机达到理想稳定性的原料。

发明概要

本发明涉及连续油墨喷墨打印机（打印

颜色为黑色）用油墨组合物。具体来说，油

墨组合物含有非导电性颜料组成的混合物，

这些非导电性颜料可替代使用大量导电炭

黑作为主要着色剂的油墨组合物。这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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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好所需喷墨头维修和等效应用性能之

间一般可延长打印机正常运转时间，特别是

打印图像对比度较理想。

一方面，油墨喷墨组合物含有有机溶

剂、粘合剂和着色剂。着色剂至少选自于第

一种颜料和第二种颜料，第二种颜料可以是

有机颜料或炭黑。在另一实施例中，着色剂

含有第三种颜料。如果油墨组合物含有炭

黑，那么炭黑的含量应少于颜料总含量的

35wt％。

另一方面，该方法介绍的是将油墨喷墨

组合物墨滴流喷入到基质中，然后干燥墨

滴，从而在基质上打印图像。油墨喷墨组合

物含有有机溶剂、粘合剂和着色剂。着色剂

至少选自于第一种颜料和第二种颜料，第二

种颜料可以是有机颜料或炭黑。在另一实施

例中，着色剂含有第三种颜料。如果油墨组

合物含有炭黑，那么炭黑的含量应少于颜料

总含量的 35wt％。

图纸简述

图 1为含有三种不同颜料的黑色油墨的

叠加和复合反射光谱。

图 2为其中一实施例中 CIJ打印头的各

测试点示意图。

图 3说明了与本发明油墨相比的黑色油

墨的残余导电性测试结果。

图 4说明了故障清洗周期与配方中炭黑

含量间的关系图。

发明详述

本发明揭露了含有有机溶剂、粘合剂和

至少第一种颜料、第二种颜料的油墨喷墨组

合物，也可以含有第三种颜料。

目前 CIJ 在设计上使用的都是静电装

置，这样才能有选择地充注墨滴，偏转喷射

墨滴，从而达到控制墨滴的目的。在通过向

电极充电改变静电场的情况下（充电电极会

让所选墨滴产生不间断电荷），从连续墨流

中断，可在喷嘴处产生连续墨滴。

充电墨滴随后通过第二静电场，其中电

场电势促使充电墨滴发生偏移，要么使墨滴

同打印墨滴一样离开油墨系统，要么留在系

统中重新使用。这种通用机制也应用到了二

进阵列 CIJ 打印中，我们将 CIJ 打印称之为

CIJ技术变体。

由于要求打印墨滴从喷嘴喷出后在空

中呈分离状，所以通常直接将负责静电机制

的电活性组件暴露在油墨中。这些组件对因

使用能在绝缘表面形成持续导电通路的液

体所引起的电串扰或电干扰非常敏感。在不

限制流体可能对 CIJ打印机造成问题的通路

数量的情况下，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导电膜

会干扰中断后感应墨滴的电路。虽然存在多

种感应墨滴的机制，但这样做的目的都相

同。

确定墨滴上的精确电荷有必要维持良

好的充电波形时序。当很容易探测到电压

时，每滴墨滴上的真实电荷都非常低，因此，

电荷探测机制可能容易受到这些持续不断

地导电通路的影响。所用的电容式传感机制

通过传感器顶部上形成的导电层降低了探

测效率。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打印头内绝缘

塑料组件上形成的导电膜可在接地板和墨

滴充电电极之间提供一条通路，又或在接地

板和高压墨滴偏转板之间提供一条通路，这

样导致墨滴充电和/或偏转不准确，从而进

一步降低了打印质量，缩短了打印机的正常

运行时间。

由于使用形成导电膜的油墨产生的不

利影响表现为缩短了清洗（或维修平均时间

MTBM）间的运行时间、增大了清洗频率、延

长了清洗和/或维修持续时间，而且还有可

能需要进行物理-研磨清洗以除去导电膜。

因为后者可能会导致敏感打印头元件受损，

所以更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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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炭黑油墨具有较强对比度的颜料

光学特性以及透过可见光光谱能相对均匀

地吸收，所以被经常使用。使用炭黑｛常用

的是 C.I.(着色指数)颜料炭黑 7｝的油墨在

打印后能具有较好的持久性（光稳定性、油

墨转移电阻和溶剂牢度）。商业用颜料炭黑 7

分散体的保质稳定性较好、初级粒径较小、

沉降率和经济成本较低。因此，通常将这种

颜料用于黑色颜料型喷墨油墨中。

然而，这种炭黑黑色颜料在干燥、清洗

后容易形成导电膜，而这不利于 CIJ 喷墨打

印机的运行。这种导电膜的导电性据油墨配

方的性质而定，但含有炭黑的所有传统 CIJ

油墨都容易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在打印机

正常运行期间，干燥油墨通常会聚集在打印

头表面。为了消除这种油墨聚集现象，通常

会在打印头上喷射清洗液，直到完全除去干

燥油墨。但在冲掉干燥油墨后，可能会生成

更多的导电持久膜，即使进一步清洗，也无

济于事。普遍认为在不受特定理论束缚的情

况下，在冲洗过程中可从颜料粒子表面除去

油墨用电绝缘粘合树脂和颜料分散剂。初级

炭黑颜料粒子仍然全部吸收到打印头内，形

成导电网络。因此，在随之而来的冲洗后，

打印头表面可能会聚集这些黑色颜料粒子。

这样，在打印头上的电活性组件间会形成持

续的导电通路。冲走绝缘树脂和分散剂会产

生颜料膜，而在临冲洗前、冲洗后，颜料膜

会立即形成持续的导电性，不然往往在显影

前需要反复清洗。因此，在打印机的常规操

作过程中，操作者可能意识不到在一段可测

量的操作期内使用以炭黑为基础的油墨的

不利影响。

虽然喷墨油墨常采用以染料为基础的

油墨，但这种染料墨在某些特定应用中比不

上以炭黑为基础的油墨的功能。几乎没有东

西可以替代炭黑颜料，它既可以模仿炭黑的

特性，也不会在干燥的情况下出现导电问

题。这些颜料很多都属于无机物，其初级粒

径或密度都较大，这使得不能应用于喷墨油

墨。譬如，C.I.颜料炭黑 1（苯胺黑或简称

P.B.I）和 C.I.P.B.1O(石墨)也具有导电性。

C.I.P.B.2、3、4和 5在一般溶剂中的溶解

速度较慢。C.I.P.B.31 和 C.I.P.B.32（苝

黑）呈绿色，同炭黑相比，其对比度不够，

在油墨中也难稳定。C.I.P.B.8(碳黑 )和

C.I.P.B.9(骨炭)含有无机杂质，这便使其

不适用于喷墨。因此，没有适合的黑色颜料

可替代喷墨油墨。

因此，本发明介绍了一种使用颜料代替

炭黑的喷墨组合物，以避免出现上述导电问

题，得到理想的黑色图像。喷墨油墨组合物

含有有机溶剂、粘合剂和至少第一种颜料和

第二种颜料。如果油墨组合物含有炭黑，那

么炭黑的含量最好少于颜料总含量的

35wt％。在其它实施例中，炭黑的含量应少

于颜料总含量的 30wt％、25wt％、20wt％、

10wt％或 2wt％。最好油墨组合物完全不含

炭黑。

最好选取第一种颜料和第二种颜料，这

样他们在色彩光谱上可互补以生成类似于

炭黑的深色图像。在一实施例中，第一种颜

料呈带蓝色的蓝紫色或蓝色，第二种颜料呈

黄色或橙色。第一种颜料最好有较强的可见

光吸收性，峰值波长为 550～640nm。第一种

颜料在这种波长下的消光系数最好为 300。

第二有机黄色颜料呈带红色的黄色或橙色，

最好在 420～530nm 下具有最大可见光吸收

性。更好的情况是第二种颜料在 480～530nm

下的吸光性最强。

在另一实施例中，油墨组合物含有三种

颜料。第一种颜料呈蓝色，最大吸光性在

500～650nm之间；第二种颜料呈黄色，最大

吸光性小于 500nm；第三种颜料呈红色或带



颜料性喷墨油墨组合物（待续） 言信 译

第 16 页 共 20 页

红色的蓝紫色有机颜料，最大吸光性在

470～590nm之间。在一实施例中，颜料可为

有机颜料。

所谓有机颜料是指含有定义化学结构，

一部分含有 C-H 原子间键。因此，在此，炭

黑不属于有机颜料。现探讨基质上油墨的色

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射所有非吸收光。图

1给出了这种油墨在纸上形成的薄膜的典型

反射率曲线。图 1说明了三种含不同着色颜

料（红色、黄色和蓝色）的油墨的反射率。

图 1也说明了在使用所有三种相同颜料的实

施例中，油墨的最终组合物反射光谱。当组

合物油墨膜的厚度至少为 0.5 密尔时，在整

个可见范围内（400～700nm），其光谱的反

射率小于 30％，如图 1所示。

第一种颜料最好呈带蓝色的蓝紫色或

蓝色。适宜的蓝色颜料包括但不限于 C.I.

颜料蓝 15（及其衍生物-如颜料蓝 15:1、

15:2、15:3、15:4、15:6）、16、17、68、

75、76、79 等酞菁或酞菁金属-配合颜料；

C.I.颜料蓝 24、61（及其衍生物）、62 等三

苯甲烷颜料；颜料蓝 60（也称作阴丹士林蓝）

等蒽醌颜料和偶氮或二重氮颜料或含有 C.I.

颜料蓝 27 的金属配合物。带蓝色的蓝紫色

颜料包括 C.I.颜料蓝紫色 2等三芳基-或三

烷基甲烷颜料；C.I.颜料蓝紫色 7、31、33

或其衍生物等蒽醌颜料、颜料紫蓝色 23和

35等 二恶嗪颜料；颜料紫蓝色 44 和 50 等

偶氮颜料和其它特征属于一般颜料类别的

类似颜料。较理想的第一种颜料可以是二恶

嗪颜料。在一实施例中，第一种颜料可选自

于 C.I.颜料紫蓝色 23、C.I.颜料紫蓝色 34、

C.I.颜料紫蓝色 35、C.I.颜料紫蓝色 37和

C.I.颜料紫蓝色 80。较理想的第一种颜料可

含有蒽醌，譬如 C.I.颜料蓝 60或含有酞氰，

如 C.I.颜料蓝 15:3和 C.I.颜料蓝 15:4。

第二种颜料最好为黄色颜料。带绿色或

带黄色的黄色颜料较为适宜，而如果油墨组

合物只含有两种颜料，那么带红色的黄色颜

料或橙色颜料较为适宜。适宜的黄色颜料包

括但不仅限于任何一般类别的偶氮或单偶

氮黄色颜料或其金属配合颜料，如 C.I.颜料

黄 1、3、5、6、9、10、12、14、16、17、

55、61、62、63、65、74、75、77、81、83、

87、93、94、95、97、98、104、105、111、

113、116、120、126、127、128、130、133、

134、136、165、166、168、169、170、172、

174、176、183、190、191、200、204。蒽

醌黄色颜料如 C.I.颜料黄 24、147、150、

151、152、193；异吲哚啉酮黄如 C.I.颜料

黄 109、110、138、139、173；偶氮甲碱及

其金属配合颜料，如 C.I.颜料黄 129；二肟

金属配合颜料，如 C.I.颜料黄 153和苯并咪

唑酮黄，如 C.I.颜料黄 154、155、156、175、

180、181、194。黄色颜料最好是苯并咪唑

酮颜料或异吲哚啉酮颜料。理想的带红色的

黄色类颜料可以是 C.I.颜料黄 139 等异吲

哚啉酮黄色颜料。其它较理想的黄色颜料可

以是 C.I.颜料黄 83、C.I.颜料黄 93、C.I.

颜料黄 110、C.I.颜料黄 150、C.I.颜料黄

151、C.I.颜料黄 155、C.I.颜料黄 180 和

C.I.颜料黄 1。

可选的第三种颜料最好呈红色或带红

色的蓝紫色。适宜的红色颜料包括但不仅限

于一般类别的偶氮或单偶氮红色颜料或其

金属配合颜料，如 C.I.颜料红 1、2、3、4、

5、6、7、8、9、12、14、15、17、19、21、

22、23、31、32、38、48(或其衍生物)、49(或

其衍生物)、52(或其衍生物)、53(或其衍生

物)、57(或其衍生物)、58(或其衍生物)、

60(或其衍生物)、61、62、63 (或其衍生物)、

114、119、120、139、144、146、148、150、

166、170(或其衍生物)、175、183、184、

185、187、188、193、211、212、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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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38、239、242、243、245、253、256、

258、262、266、268、269 和 273；C.I.颜

料红 13、147 等甲苯胺颜料；C.I.颜料红

83(或其衍生物)、89、168、177、194、226

等蒽醌红颜料；C.I.颜料红 90(或其衍生物)

氧杂蒽红颜料；C.I.颜料红 122(或其衍生

物)、173、192、202、206、207 等二氢喹吖

啶喹吖啶酮红颜料；C.I.颜料红 123、149、

178、179、190、224 等苝红；C.I.颜料红

160等有机萘酚尿素；C.I.颜料红 260、271

等异吲哚啉红或其金属配合物；C.I.颜料红

171、180、208、209 等苯并咪唑酮红；C.I.

颜料红 251 和 252 等吡唑喹唑啉酮红；C.I.

颜料红 164、254、255、270、272、274 等

吡咯红；和 C.I.颜料红 256 等杂环镍配合

物。较理想的红色颜料包括 C.I.颜料红 166、

C.I.颜料红 144、C.I.颜料红 185、C.I.颜

料红 254、C.I.颜料红 202、C.I.颜料红 122

和 C.I.颜料蓝紫色 19。带红蓝紫色颜料另

外还包括 C.I.颜料蓝紫色 1、2等氧杂蒽颜

料；C.I.颜料蓝紫色 5、6、7、8、20、26、

29、31、40、46或其衍生物等蒽醌颜料；C.I.

颜料蓝紫色 19 等二氢喹吖啶喹吖啶酮蓝紫

色；C.I.颜料蓝紫色 23和 37等二恶嗪颜料；

C.I.颜料蓝紫色 38 等靛蓝类颜料及其它具

有一般类氧杂蒽、蒽醌、二氢喹吖啶、二恶

嗪和靛蓝类等颜料特征的类似颜料。

如果只使用两种颜料，在一实施例中，

第一种颜料呈兰紫色或蓝色，第二种颜料呈

带红色黄色或橙色。适宜的橙色颜料可以是

C.I.颜料橙 1、3、13、16和 22等单偶氮或

二重氮橙色颜料；C.I.颜料橙 13和 16等对

二氨基联苯橙；C.I.颜料橙 34 等吡唑啉酮

橙、C.I.颜料橙 36和 64等苯并咪唑酮橙和

C.I.颜料橙 42、69和 86等异吲哚啉酮橙。

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一种颜料呈绿色，

第二种颜料呈红色或带红色的蓝紫色颜料。

在该实施例中，第一种颜料最好为 C.I.颜料

绿 7或苝黑（即 C.I.颜料黑 31或 32）等带

绿色的黑色颜料。第二种颜料最好选自上述

带红色的蓝紫色颜料或红色颜料，其中以选

自 C.I.颜料红 122、C.I.颜料红 202 和 C.I.

颜料蓝紫色 19 的颜料为最佳。在含有三种

颜料的实施例中，第一种颜料为带蓝色的蓝

紫色颜料或蓝色颜料，第二种颜料为黄色颜

料，第三种颜料为红色颜料或带红色的蓝紫

色颜料。

可以任何适宜的方式提供颜料。颜料可

以预分散的形式提供。含有上述部分颜料或

颜料黑 7（炭黑）的适宜的预分散颜料可以

说是 BASF 公司销售的商标名为 Microlith

的颜料； Clariant 公司销售的商标名为

Renol、Hostaprint 或 Permajet 的颜料；

Gibraltar Chemical Works 公司销售的商标

名为 Vinyl-jet 或 Versa-jet 的颜料；Penn

Color 公司销售的商标名为 Acroverse 的颜

料；或 Mikuni Color 公司的产品。

在任何上述实施例中，颜料的总重量占

油墨组合物的 0.5～12％，以 2～10％为宜，

最好为 3～8％。如果使用两种颜料，那么第

一种颜料与第二种颜料的重量比最好为

0.3～4。如果使用三种颜料，那么每种颜料

都最好占颜料总重量的 20％～50％。在三种

颜料油墨组合物的特定实施例中，红色颜料

或带红色的蓝紫色颜料与黄色颜料的质量

之和与带蓝色的蓝紫色或蓝色颜料的质量

之比为 1.0～3.5。

油墨组合物用颜料在甲基乙基酮中的

平均粒径应在适当的范围内，要么根据激光

散射测径方法测量，要么直接用显微镜测

量，其平均粒径一般为 0.01～10 微米，以

0.01～1微米为宜，最好为 0.01～0.6 微米。

如果将这种油墨组合物应用到纸质基

质（譬如 Byk-Gardner 有限公司的#5线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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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棒）上时，干燥油墨组合物的光密度

（O.D.）至少为+1.0，最好至少为 1.8。湿

涂层的厚度应至少为 0.5密耳或 12.7微米。

用 Xrite系列 500分光光密度计，根据 Xrite

O.D.法（以 ANSI CGATS.5:1993 为依据），

以白纸为参照背景，测量 O.D.。

或者，在上述线绕试样的 CEILAB 坐标

（D65°/10°发光角度/观察员角度）中测

量 L*a*b*值，评估打印图像的质量，再与以

白纸为背景的图像进行比较。干燥油墨组合

物最好与背景间有可测量的色差，以背景为

基础测得的绝对 AL*值至少为 50，任何可见

光波长的反射系数小于 30％。另外，油墨与

可比较炭黑油墨间的 AL*差以小于 35为宜，

最好小于 20。油墨与可比较炭黑油墨间的Δ

Ε整体色光差以小于 35为宜，最好小于 20。

不管是用哪种方法，白纸背景都应具备以下

L*a*b*特性：L*=95+5；a*=0+5；b*=1+5。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当打印在白色基质上

时，油墨组合物完全呈黑色。作为参比值，

此处所定义的纯黑色的 L*a*b*值分别为 0、

0、0。油墨完全为黑色是指，当提取厚度至

少为 0.5 密尔的油墨时，油墨与纯黑色之间

的ΔΕ之差小于 40。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不管在用适宜的清

洁液清洗前或后，干燥油墨组合物最好都不

具导电性。为了评估油墨与 CIJ 机理的适应

性，我们需进行残余导电率测试以评估油墨

形成持续导电膜的倾向。用高灵敏度的电阻

表可评估油墨膜或清洁后残余油墨膜的导

电性。譬如，Fluke 1587 (或等同物)可用

在“绝缘测试”模式中，施加到测试探头的

电压为 1000V（1 毫安培，1兆欧下）。譬如

适宜的测试表面可以是 Videojet®1000系列

打印机（譬如 Videojet® 1510 打印机）的

打印头。适宜的测试点在图 2所示打印底板

上的电活化表面。测试点 A或 B到接地点 C

通过打印底板装置上的塑料材料绝缘，电活

化表面依附在打印底板上。电活化表面通常

都具有导电性，为金属材料，但可能被绝缘

材料所覆盖。干燥油墨冲洗后，塑料表面上

的干燥油墨或残余油墨膜应不具有充足的

导电性，这样才能测量测试点 A和 C或 B和

C之间的导电性。这些测试点之间的电阻应

至少为 1.0 吉欧，最好至少超过 Fluke 仪器

检测限的 2.2吉欧。当电阻与长度成正比时，

在固定表面长度约 1cm 的交叉处测量电阻。

又或者，用 2英寸 x 2英寸的矩形尼龙丝板

代替真正的打印头施加和冲洗油墨，用更普

通的方式测试电阻。因此，当油墨组合物施

加到基质上，干燥并用溶剂清洁后，在至少

清洁 50 个循环周期后，干燥油墨组合物所

在基质位置的电阻至少为 1吉欧。

全面的测试步骤应包括如下几步重复

循环过程：1）将油墨涂于表面；2）表面干

燥油墨（70℃下干燥 10 分钟）；3）用适宜

的清洁剂清洁油墨 1分钟；和 4）测量表面

残余油墨膜的电阻。最好至少完成 50 次油

墨冲洗测试循环后，残余油墨膜的可测量电

阻值也不能低于上述仪器检测限。

当用含油墨的炭黑处理打印底板并用

上述方法清洁时，在循环一定周期后，由于

形成了残余油墨，所以电阻开始减小（导电

性增强）。图 3 给出了清洗后电阻的测量变

化。图 3 说明了在不到 10 个打印头清洁循

环期间能观察到电阻有所下降。就目前的油

墨组合物实施例而言，即便超过了 50 个同

等清洁周期也没有观察到电阻的变化。另

外，在此所介绍的油墨组合物从理论上来说

不会形成这种残余导电膜，因此在一定的规

定清洁周期后，从>2.2 吉欧的仪器探测限来

说，也没有发现电阻有所减小。应当注意的

是 Fluke 装置的测试电阻上限为 2.2 吉欧。

因此，干燥油墨的实际电阻大于 2.2吉欧。



颜料性喷墨油墨组合物（待续） 言信 译

第 19 页 共 20 页

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含炭黑的这种油

墨组合物时，所有 CIJ 或二进制阵列打印机

对这种故障都较敏感。因此，应当知道不管

所用油墨或打印机品牌或打印头结构所用

特殊材料，在使用寿命内使用含炭黑的油

墨，所有这类打印机的 MTBM 都会减小。MTBM

定义为打印或待打印的总时间（或运行时

间）除以非标准启动和关闭程序所需打印头

清洁数量。我们在以传统炭黑为基础的油墨

中所观察到的 MTBM 有所减小的情况，不管

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这都需要使用

非标准清洁方法或更换零部件修复打印机。

油墨组合物用油墨载体可以是任何适

宜的有机溶剂。最好，原始有机溶剂的沸点

较低。少量高沸点有机溶剂也可以结合低沸

点溶剂一起使用。适宜的有机溶剂实例包括

酮（如丙酮、甲基乙基酮、二乙酮、甲基异

丁基甲酮和环己酮等）；酯（如乙酸甲酯、

醋酸乙酯、正-乙酸丙酯、醋酸异丙酯、正-

乙酸丁酯、叔-乙酸丁酯、乙酸戊酯、乳酸

甲酯、乳酸乙酯、正-乳酸丙酯、乳酸异丙

酯、正-乳酸丁酯、乙酸甲氧基丙酯等）；醇

（如甲醇、乙醇、正-丙醇、异丙醇、正-丁

醇、叔-丁醇、正-戊醇、正-己醇、苯甲醇

等）；双丙酮醇；乙二醇醚或乙二醇醚乙酸

酯（如甲氧基丙醇、二丙二醇甲醚、丙二醇

丙醚、丙二醇丁醚、三丙二醇甲醚、丁二醇

甲醚、二丁二醇甲醚、二丙二醇甲醚乙酸酯、

丙二醇丙醚乙酸酯、丙二醇丁醚乙酸酯等）；

氨基化合物及上述两种物质或多种物质的

混合物。有机溶剂最好含有少量酮，少量醇

和其混合物。甲基乙基酮是一种较理想的溶

剂，也可同其它溶剂混合使用，即称为共溶

剂，如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乳酸丁酯或乙醇。

溶剂的用量应适宜，一般占油墨组合物

重量的 40％或更多，50％或更多，60％或更

多，70％或更多，80％或更多。在一实施例

中，溶剂占油墨组合物重量的 70～95％，以

75～92％为宜，最好为 80～90％。

为了使油墨能在室温下 5秒内，在基质

上干燥，需要限制高沸点成分的含量。纯低

沸点溶剂的沸点是指大气压下温度低于

95℃的值。高沸点溶剂与低沸点溶剂的最低

比率最好为 8，最高比率最好为 20。打印油

墨在 5 秒内可在 HDPE 等非多孔塑料基质上

干燥。油墨组合物最好含有少量水，或不含

水。如果含有水，那么水的含量一般小于油

墨组合物重量的 5％、以小于 4％为宜，最

好小于 2％，甚至小于 1％。最好油墨组合

物完全不含水。

油墨组合物至少含有一种粘合树脂，使

油墨能粘合在基质上，防止打印标记从标记

表面转移到任何其它在标记后可能会与之

相接触的表面。除了原始粘合树脂外，还可

以使用一种或多种共树脂。因此，可使用任

何适宜的树脂混合物。在一实施例中，油墨

组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从以下物质中选取

的树脂，丙烯酸树脂、氯乙烯/醋酸乙烯酯

共聚物、聚酯；聚乙烯醇缩丁醛树脂、乙基

纤维素树脂、聚氨酯树脂、改性松香树脂、

酚醛树脂、聚酰胺树脂、纤维素醚树脂、硝

酸纤维素树脂、聚马来酸酐树脂、缩醛缩聚

物、苯乙烯/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聚醛树

脂、苯乙烯和烯丙醇共聚物、环氧树脂、聚

羟基苯乙烯和聚酮树脂及这些物质的混合

物。组合物最好含有一种或多种从醋酸乙烯

酯/氯乙烯共聚物中选取的树脂。这些树脂

的特定实例包括 Wacker Chemie 有限公司商

标名为 Vinnol 的产品。这些可能包括

Vinnol E15/45M 等结构改良的羧基氯乙烯/

醋酸乙烯酯聚合物，Vinnol El 5/40 A等羟

基改性氯乙烯 /醋酸乙烯酯聚合物，或

Vinnol H14/36 等未改性氯乙烯/醋酸乙烯

酯聚合物。只要能溶解在载体中，也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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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结构改性或氯乙烯与醋酸乙烯酯之

比有所改变的醋酸乙烯酯/氯乙烯共聚物。

丙烯酸树脂可以是均聚物或掺有两种或多

种带有或不带特定功能团的单体。功能化丙

烯酸树脂源自烷基型单体，如含有丙烯酸或

甲基丙烯酸等功能化单体的甲基丙稀酸酯；

可以是氨基丙稀酸等碱性单体；或含有羟基

的中性功能化单体。这些适宜的树脂可以是

Dow 化学公司的 Acryloid 或 Paraloid，也

可以是 Dianal 公司的 Dianal 树脂。非功能

化树脂的特定实例是商标名为 B-60 的甲基

丙烯酸甲酯和丁基丙稀酸甲酯的共聚物，其

分子量约为 50,000道尔顿。Dianal PB-204

是较为理想的功能化丙烯酸树脂的特定实

例。其它理想的树脂可以是美国专利

4892775 所述掺有活性氨基的树脂。

丙烯酸树脂的实例也包括苯乙烯-丙烯

酸树脂，共聚苯乙烯和丙烯酸单体（如丙烯

酸或甲基丙烯酸）可制得这种苯乙烯-丙烯

酸树脂，也可以共聚苯乙烯和丙烯酸烷基酯

单体（如 BASF 公司生产的商标名为 JONCRYL

™的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稀酸甲酯、丙烯酸

丁酯、丙稀酸丁酯、羟乙基丙烯酸酯、甲基

丙稀酸羟乙酯等）。JONCRYL™树脂实例包括

JONCRYL™555、586、678、680、682、683

和 67。聚乙醇醇缩丁醛树脂实例包括 Wacker

Chemie公司的 PIOLOFORM™ BN18和 Kuraray

America 有限公司的 MO WITAL™ B20H。乙基

纤 维 素 树 脂 实 例 为 Dow 化 学 公 司 的

Ethocel。

粘合剂和共树脂混合物含量占油墨组

合物的 0.1～30％，以 1～15％为宜，最好

占 2～12％。

油墨组合物的溶液电阻率较低，比如

20～2000ohm-cm。加入可电离物质或导电剂

（在液体油墨中充当电荷载体）可得到理想

的电阻率。这种导电剂实例包括铵盐、碱盐

和碱土金属盐，如硝酸锂、硫氰酸锂、三氟

甲磺酸锂、溴化钾等；胺盐，如二甲胺盐酸

盐和羟胺盐酸盐；四烷基胺盐，如四丁基溴

化铵、六氟磷酸四丁基铵、硫氰酸四丁基铵、

四丙基溴化铵、四丙基醋酸铵、四苯基溴化

磷和醋酸铵。较理想的导电剂包括三氟全磺

酸锂、六氟磷酸四丁基铵、四丁基硝酸铵盐、

硫氰酸四丁基铵和四丙基溴化铵。只要导电

剂的用量适宜都可以使用。通常，导电剂的

含量最多占油墨组合物重量的 3％，这样才

能达到理想的导电性，最好为 0.5～2％。在

某些较理想的油墨组合物中，不需要较高的

溶液导电性，因此可不使用导电剂。

用任何适宜的制备颜料油墨的方法可

制备油墨组合物。这包括使用物理研磨装置

或其它装置在适宜的浓缩液中预分散颜料

以减小颜料的初级粒径或次级粒径，或分散

在油墨组合物中以备用。这种分散液包括适

宜的分散剂和/或树脂。这种分散液通常至

少含有一种增塑剂和/或载体溶剂。

这种适宜的颜料分散剂实例包括

Lubrizol 有限公司商标名为 Solsperse 的

产品；BASF 有限公司商标名为 EKFA 的产品

和 BYK Chemie 有限公司商标名为 B YK 或

DISPERB YK的产品。具体来说，分散和稳定

颜料不止一种成分。分散剂可以是任何普通

的化合聚合物系列，如上所述适宜树脂（即

丙烯酸、氨基化合物、乙烯基、氨基钾酸酯

等）。因此，分散剂能有效地充当粘合树脂

或共树脂，反之亦然。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