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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炭黑填充丁苯橡胶的絮凝、补强

和玻璃化效应（续完）

朱永康 译

（接续）

结合橡胶被确定为从 23℃在甲苯溶剂

浸泡 3天的未硫化胶料不能抽提出的聚合物

百分比。利用飞利浦公司的 CM12 型透射电

子显微镜，对未硫化橡胶胶料的冷冻切片进

行透射电镜(TEM)观测。原子力显微镜(AFM)

的测量使用安捷伦 5500AFM按轻敲成像模模

式进行。使用了谐振频率为 170kHz、弯曲名

义探针针尖半径为 2nm 的超锋利 Super

Sharp SiliconTM 针尖纳米传感器。测量使

用约 65%～75%的自由振幅进行，典型扫描速

度为 1线/s。用于 AFM 测量试样的表面是通

过冷冻切片制备的，未硫化橡胶所产生的平

均表面粗糙度低于 100nm。

为了评估体积(静压)模量和热膨胀系

数，采用一台 Gnomix PVT 检测设备进行压

力-体积-温度测试。该装置使用一个可加压

的膨胀计，试样在其中被柔性波纹管的汞所

包围。温度范围 20～100℃、压力范围 0～

200MPa 时，确定了体积的变化。每一件试样

的密度均用浮力法在常温 T 和常压 P 下求

取，容许测得的体积变化值转换为比容(V)。

在 PVT 测试之前，非交联橡胶试样先在

170℃进行 15min二次加热胶料。

2. 结果与讨论

将白炭黑体积分数(ф)恒定为 0.19，研

究了硅烷对白炭黑填充 SBR 的粘弹性性能、

玻璃化转变行为和压力-容积-温度响应的

影响。这种橡胶胶料使用的两种硅烷的结构

如图 1 所示。混炼过程中白炭黑与 OTES 的

反应为粒子包上了 C8 烷基链，这就降低了

粒子之间的吸引力，使白炭黑表面与聚合物

更加相容，增进了聚合物与填料间的相互作

用。用 MPTMS可以产生与此类似的结果，另

外的特征是这种偶联剂有一个硫醇(-S-H)

官能团，后者在高温混炼期间会与聚合物的

双键反应，在聚合物链和白炭黑粒子之间形

成共价键。考虑到这两种硅烷的相对分子

量，就硅烷的官能度而言，5phr 的 OTES 相

当于 3.6phr 的 MPTMS。

从图 2 中的结合橡胶和动态粘度(η*)

数据，可以清楚地注意到硅烷修饰改性的证

据。使用 5phr 的 OTES大大提高了填充 SBR

的加工性能(粘度降低)，既屏蔽了填料-填

料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又不会明显影响结合

聚合物的量。混入 3.6phr MPTMS 偶联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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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非常高的结合橡胶值(67%～71%)，其粘

度与 SBR/白炭黑材料相当，这归因于减少填

料结块和创建聚合物-填料键合的抵消效

应。与未改性白炭黑填充 SBR 相比，浓度较

低的 MPTMS 可以降低粘度。130℃时的门尼

粘度数据趋势(这里未给出)与 60℃时的动

态粘度结果相似(图 2)。

填充弹性体的补强特征示意图如图 3所

示。粒子可以向液体和聚合物提供流体动力

学补强，利用诸如 Guth-Gold 表达式这样的

工具能对此加以预测，该表达式是在爱因斯

坦粘度方程基础上增加了一项，使其能适用

于较高的填充量：

在上式中，下标“0”表示未填充聚合

物的粘度(η)值和剪切模量(G)值。如果该

材料在流动过程中受到应力的屏蔽，就会产

生来自结合/吸留橡胶的额外补强，起到增

大有效填料浓度的作用。在填料浓度高于填

料网络渗流阈值时，由于存在被阻塞的填料

网络，其产生的补强效应相当大，超过了流

体动力学贡献。但是，这种模量的增大对应

变极其敏感。这种网络由于施加小应变而断

裂的现象，通常称之为“佩恩效应”或

“Fletcher–Gent 效应”。不久前有文献披

露，在粒子填充橡胶的非阻塞过程(佩恩效

应)中的应变关系曲线，与温度对材料玻璃

化转变的影响极其相似，因为变形在阻塞的

粒子-填充材料和颗粒固体中可以起到有效

温度的作用。

早先曾经提到，填料网络大多是在填料

絮凝过程中形成的，这可能发生在对胶料加

热的时候。对于大部分实用的橡胶胶料来

说，多数填料网络则是在材料硫化期间受热

而形成的，而填料絮凝是在硫化周期的早期

发生的，先于聚合物网络凝胶化的出现。在

本工作中，低应变振幅(0.3%)时与高应变振

幅(100%)时的储能模量(G´)之差(△G´)，被
作为填料网络强度的量度指标。材料在

170℃加热 15min 后的 G´减去原混炼胶料的
G´得出了δ△G´，亦即量度填充胶料二次加
热所产生的填料絮凝程度的标准。对于原混

炼胶和经二次加热的白炭黑填充 SBR 胶料

（无硫化剂），其 G´的应变依存性的例子示
于图 4。表 1 列出了所有试样的结果。对未

经修饰的白炭黑填充 SBR 进行二次加热时，

留意到佩恩效应大幅度增加，这种白炭黑的

絮凝因 OTES 和 MPTMS 的添加而受到极大抑

制，后一种硅烷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图 5)。

抑制填料絮凝和降低滞后的佩恩效应的幅

度，是硅烷用于白炭黑填充橡胶的主要优势

之一。

粘弹性行为对粒子补强聚合物中的填

料网络结构极为敏感，经过复杂的变形历程

后动态力学响应与应变的依存关系，可以展

现出不均匀性的细节以及网络断裂和复原

的动力学。当粒子具有导电性时(例如炭

黑)，电阻测试是研究渗透填料网络的结构

的另一个有用方法。除了透射电子显微镜

外，用显微镜难以观测到阻塞的粒子网络的

三维性质。例如，未改性白炭黑填充 SBR 和

添加 3.6 phr MPTMS 的胶料，基于 G’与应

变振幅数据的填料网络化程度大不相同(图

4)；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胶料的 TEM 图像却

非常相似，如图 6所示。尽管 AFM 也无法清

楚地揭示这里所研究的材料的填料网络的

差异，但在橡胶对 AFM 轻敲模式变形的响应

中，注意到了有聚合物附着于填料上。添加

聚合物-填料偶联剂(MPTMS)产生的 AFM测量

结果，是 73%的材料表现出硬度介于 10~20o

相位差的中间区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未添加硅烷的白炭黑填充 SBR 只有

13%(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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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研究中使用的两种硅烷的示意图

图 2 白炭黑填充 SBR胶料的动态粘度与结合橡胶的关系

图 3 粒子-填充弹性体中补强效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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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动态储能模量与应变振幅依存关系(佩恩效应)

结果表示原混炼胶料和在 170℃二次加热 15min 让填料絮凝后的材料

表 1 SBR胶料的填料数据

硅烷量

（phr）

填料体

积分数

硅烷添

加情况

添加量

（phr）

△G´原混炼

（MPa）

△G´二次加热

（MPa）

δ△G´

（MPa）

0 0 无 - 0.01 0.02 0.01

50 0.189 无 - 2.30 6.47 4.17

50 0.188 OTES 1 2.01 5.17 3.16

50 0.185 OTES 2.5 1.06 3.25 2.19

50 0.182 OTES 5 0.41 1.21 0.80

50 0.188 MPTMS 0.7 1.56 3.97 2.42

50 0.187 MPTMS 1.8 1.10 2.19 1.09

50 0.184 MPTMS 3.6 0.67 1.13 0.46

图 5 填料絮凝程度(δ_G’)与硅烷含量的关系

（MPTMS 的数据绘制为实际 phr 随调整后的 phr 而变化的关系，便于在同等硅烷官能

度的基础上与 OTES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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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在原混炼状态和在 170℃二次加热 15min 后的指示试样的 TEM结果

图 7 填充白炭黑 SBR（填料体积分数：0.19）的 1μm×1μm区域的 AFM图像（有和

没有 MPTMS 偶联剂）

显微照片是以轻敲模式获得的，系相位对比图片，较硬的区域看上去颜色似乎更浅。所

示相位对比刻度(0
o
～25

o
)对两幅显微照片都适用。试样分析之前在 170℃二次加热

15min。

为了估量体积弹性模量(K)和热膨胀系

数(α)，还研究了 SBR 胶料的压力-容积-温

度(PVT)行为：

如表 2所示，与未填充 SBR 相比较，含

有白炭黑的试样其体积模量有所增加，热膨

胀系数则小幅下降。添加硅烷并没有对 K或

α造成太大的影响。白炭黑的体积模量和热

膨胀系数，其数量级分别高于和低于聚合物

的值，因此，压力和温度引起的体积变化仅

反映 SBR 的响应，也在情理之中。与未填充

聚合物相比，只使用这一聚合物体积，填充

SBR 胶料的体积模量和热膨胀值在本质上是

相同的(表 2)。图 8中进一步凸现了这一点：

当填充胶料只由聚合物体积构成时，SBR/白

炭黑/MPTMS(3.6phr)材料呈现出几乎与纯

聚合物一模一样的 PVT 行为。这就证实了以

前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发现。鉴于结合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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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阻塞粒子网络的存在对以剪切或拉紧模

式补强弹性体可发挥重要作用，粒子对流体

静力学压力的唯一作用乃是降低可变形聚

合物的浓度，这无疑是未得到充分认识的的

现实。对于白炭黑填充 SBR 胶料，K与 G´相
比其粒子补强要弱得多，在图 9中突出表明

了这一点。

表 2 压力-体积--温度测试结果

项目
总体积 聚合物体积

K(GPa) α×104(℃
-1
) K(GPa) α×104(℃

-1
)

SBR 1.77 6.54 1.77 6.54

SBR/白炭黑 2.13 5.65 1.82 6.61

SBR/白炭黑/OTES(5phr) 2.08 5.75 1.78 6.72

SBR/白炭黑/MPTMS(3.6phr) 2.20 5.43 1.87 6.37

注：K是在 60℃测定的；α是在 P=0、T=20～100℃测定的；对于 K，典型标准偏差=3%；

对于α，典型标准偏差=2%。

图 8 结合橡胶=71.2%的 SBR/白炭黑/MPTMS(3.6 phr)的压力-体积-温度响应与未填

充 SBR行为至比较（线条与用于计算 K和α的 Tait 公式进行了拟合）

图 9 体积模量(用总体积确定)的补强比与指定胶料的动态剪切模量之比较

下标“0”表示未填充 SBR的值，虚线代表补强比的等值

支配填充聚合物补强的变量多种多样，

例如粒子的浓度和大小(表面积)，聚合物-

填料界面的性质。结合聚合物的存在和絮凝

/阻塞的填料网络的形成，可以使模量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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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大超过粒子的流体动力学效应——至

少剪切和拉伸变形模式是如此。但是，同样

的填料并不会增强体积模量，添加颗粒夹杂

物对抗压性的唯一作用是减少可变形聚合

物的量。对于流体静力学压力而言，聚合物

链之间并没有出现相对位移，这些粒子可以

解释缺少在体积变形中注意到的填料补强。

Leaderman 提出，分子内运动支配着体积模

量，而剪切模量则受分子间/链段间松弛控

制。Tabor 也认为，体积模量起因于范德瓦

耳斯相互作用，而橡胶的拉伸主要是一个熵

过程。对于填充 SBR 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剪切

变形和静压变形的分子起源的差别，这在截

然不同的粒子补强效应方面十分明显。

考虑到填料粒子对玻璃化转变的影响

存在争议，研究了填充 SBR 的 Tg 行为以便

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表 3 和图 10 中所

示的 DSC结果表明，与未填充聚合物相比，

SBR 的玻璃化转变并没因任何白炭黑补强

SBR 胶料而改变。即便用 MPTMS 直接把化学

键合的聚合物引入白炭黑，从而使结合橡胶

含量高达 71%，玻璃化转变温度也没有迁移

到更高的温度，Tg 时热容(△Cp)的跃升反映

了所有聚合物的贡献。为了表征链段松弛过

程，利用了损耗模量(G´´)与温度峰值而非
tanδ峰值的关系，因为后者出现在更高的

温度，形状和量值受到橡胶模量的过度影

响。图 11表明的动态力学结果证实，由 DSC

所记录的填料诱发 Tg 变化并不存在。该领

域的一篇文献综述表示，这种填充聚合物的

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其玻璃化转变和链段

动力学未受粒子存在的明显影响。

表 3 结合橡胶和玻璃化转变的结果

项目
原混炼 二次加热后

结合橡
胶，%

Tg，℃ △Cpa，
J/g/℃

结合橡
胶，%

Tg，℃ △Cpa，
J/g/℃

SBR 0 -65.7 0.52 0 -65.6 0.50

SBR/白炭黑 25.4 -66.4 0.54 31.3 67.0 0.51

SBR/白炭黑/OTES(5phr) 17.0 -65.8 0.51 19.3 -66.6 0.53

SBR/白炭黑/MPTMS(3.6phr) 66.6 -66.2 0.55 71.2 -65.2 0.53

注：基于聚合物重量（非总重）。

图 10 表 3所列材料的结合橡胶对玻璃化转变温度和 Tg热容跃升

的影响(仅聚合物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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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指定胶料在 10Hz和 0.25%应变时玻璃化转变区的链段松弛 G”峰

3. 结语

硅烷化学是限制填料网络发展、降低填

充白炭黑粒子橡胶胶料的相关滞后佩恩效

应的强有力工具。在白炭黑填充 SBR胶料（φ

=0.19）中，填料-填料屏蔽配合剂(OTES)和

聚合物-填料偶联剂(MPTMS)的使用大大抑

制了填料的絮凝过程。聚合物链通过混入

MPTMS 与白炭黑粒子表面化学键合，也产生

了非常多的结合橡胶（其值高达 71%），但这

并没有改变 SBR 的玻璃化转变行为。目前尚

无证据显示对于在此研究的任何材料，邻近

填料的聚合物的链段活动性有所降低，这就

间接地表明：近来将玻态外壳概念与非线性

粘弹性响应(佩恩效应)联系起来的努力，可

能并不适用于这些重要的商业化填充聚合

物。不仅如此，从流体静力学压缩实验还发

现，聚合物-填料相互作用和填料-填料相互

作用对体积模量的增强根本就没发挥作用，

而这些相互作用对动态剪切响应具有很大

的影响。

译自英文期刊

馆藏号 201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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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结构炭黑填充聚烯烃的导电性

木洋 译

研究了用高结构炭黑填充的不同聚烯

烃的导电性。观测了所研究的全部材料的典

型渗透变化过程。炭黑含量的临界值定义为

渗透阈。在这一临界含量下，炭黑形成了导

电通路，此时材料的电阻率从绝缘材料的特

征值急剧下降到 10～100Ω㎝的范围内。根

据基质粘度对掺混过程中炭黑分散和加压

成型过程中炭黑絮凝这两种截然相反作用

所产生影响的效果，弄清了渗透阈与基质粘

度的依存性。对于本研究所用的条件来说，

熔流指数约为 50 的聚丙烯是最符合要求的

材料。用原子力显镜微术直接观测了静态熔

体的絮凝状况。导电通路形成于炭黑附聚作

用期间。用阿仑尼乌斯关系图来解释了渗透

时间与温度的依存关系。

引言

大多数聚合物都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

能。但是，抗静电、半导电和电磁波干扰屏

蔽等用途却要求聚合物材料具备一定程度

的导电性。这一要求通常是通过在基质聚合

物内掺混导电微粒来满足的。导电聚合物材

料的特征是其电阻率ρ在临界填料浓度下

会急剧下降。临界填料浓度通常被认为是形

成三维导电网络所要求的填料浓度。这一现

象可用渗透原理加以解释。临界浓度定义为

渗透阈。

炭黑是聚合物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导电

填料。高结构炭黑主要是由纳米级原生粒子

熔聚在一起形成的葡萄串状聚集体组成的。

这种聚集体的硕大附聚体形成原始的微米

级炭黑微粒。在掺混过程中，剪切力将附聚

体破碎成聚集体后加以分散。炭黑分散的程

度高低取决于诸多工艺因素和基质聚合物

粘度大小。一旦停止混合操作，炭黑聚集体

的巨大表面张力就会导致静态熔体产生絮

凝作用。絮凝作用有利于形成导电网络。聚

合物的表面张力越是与炭黑的表面张力相

差不大，两者就越加相容，形成导电网络所

必需的炭黑就越多。絮凝作用是一个扩散过

程，因而也受基质聚合物粘度控制。由于絮

凝作用，炭黑在熔体内通常不会均匀分布。

这样一来，导电机理也许与经典的点阵渗透

理论并不相符。

根据文献，尚不清楚基质结晶化在填料

分布和导电性方面究竟起何种作用。人们能

够预料得到，熔体冷却过程中，基质聚合物

的结晶化作用会使炭黑微粒互相分开进入

非晶态的叠层间区域和球粒间区域，从而降

低渗透炭黑浓度。

聚烯烃材料广泛用于要求一定程度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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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的领域。聚烯烃材料机械性能好，耐化

学作用性强，容易进行注射、挤出或加压等

加工成型。不过，聚烯烃材料是不导电的。

一般情况下，通过掺混导电填料来将其电阻

率降低到所要求的范围内。

在本研究中，用高结构炭黑来填充各种

不同的商品聚烯烃材料，考察了基质聚合物

性能和加工过程对分散性和导电性的影响。

实验部分

本研究中，作为基质聚合物材料使用的

是三种乙烯—辛烯共聚物(类似 EG8180、

XUR1567-48562-6A 和 PL1880，陶氏化学品

公司产品，分别标记为 EO86、EO88和 EO90，

数字表示密度）、一种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LLDPE,Innovex LL0209AA,BP 化学制品公

司产品）、一种低密度聚乙烯（LDPE,PE586A,

陶氏化学品公司产品）、一种高密度聚乙烯

（HDPE,Rigidex HD6070,BP 化学制品公司

产品）和熔流指数（MFI）各不相同的五种

聚丙烯（ PP， P4G2Z-073A、 P4G3Z-039、

P4G4Z-011、P4C5B-080 和 P4C6Z-059，亨茨

曼公司产品）。导电填料采用的是高结构炭

黑（Condutex975 Ultra,哥伦比亚化学公司

产品）。据生产厂商介绍，其密度是

1.8g/cm3，平均粒度是 21nm，氮吸附比表面

积为 242m
2
/g，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吸收值为

169ml/100g。

聚合物的材料特性如表 1所示。密度值

是生产厂商提供的。熔流指数用熔体指数仪

（D7054 型，凯内斯公司制造）在 185℃下

测定。在进行所有测量操作时采用了一个五

公斤的柱塞。采用了一台 Pekin Elemer

DSC-7 型仪器来进行热分析。加热/冷却速度

定为 10℃/min。用 277J/g 的熔解热测定了

聚乙烯的结晶度。用 209J/g 的熔解热测定

了聚丙烯的结晶度。

表 1 基质聚合物的特性

特性 EO86 EO88 EO90 LLDPE LDPE HDPE PP
密度(g/cm3) 0.86 0.88 0.90 0.92 0.92 0.96 0.90
MFI(g/10min) 1.5 2.5 3.2 0.9 2.8 25.0 3.6
结晶度（wt%） 4 19 29 40 40 62 44

掺混操作是采用 Haake Rheomix 600 型

混合头（哈克公司制造）进行的。在聚合物

熔融 1min后才慢慢添加炭黑。在 185℃下，

全部掺混过程耗时 10min。混合速度保持在

40转/min。所有的聚合物实验材料掺混后加

压成型为厚 2mm 的片材，紧接着在空气中冷

却。掺混好的聚合物材料放入加压模具内在

最低压力下于 185℃下预热 5min，经过五次

压力释放循环，以便排除气泡，然后在

4.8MPa 的压力下再延时 5min。除非另有说

明，所有试样都立即在冷水中骤冷。有些炭

黑填充聚丙烯（MFI=3.6）试样是以不同的

速度从熔体开始进行冷却的。其做法是，首

先直接将试样熔体放入﹣40℃的干冰-丙酮

混合物内骤冷，然后从加压模具中取出试样

放在空气中冷却；或者将加压模具中的试样

熔体以大约 2℃/min 的速度慢冷。另有一些

炭黑填充聚丙烯（MFI=3.6）试样在骤冷前

一直保持加压熔融状态，时间长达 4h。还有

一些炭黑填充聚丙烯（MFI=3.6）试样是在

185～240℃之间不同温度下加压成型的。

从试样的两个几何形状因子方面测定

了导电性。为了测定平面内电阻率ρ∥，使

用了一条长 70mm、宽（W）10mm、厚（H）2mm

的带状试样。在该试样的一个表面内淀积了

厚约 200nm的两个金电极。两电极间距离（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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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2mm。用电阻值（R）算出的ρ∥如下式所

示：

ρ∥＝R(WH/L) (1)

为了测定全厚度电阻率ρ⊥，在一个厚

度（H）为 2mm、直径（D）为 2.5mm 的圆盘

状试样的两面各自淀积了一个 200nm厚的金

电极。于是，ρ⊥如下式所示：

ρ⊥＝RπD
2
/3H (2)

在淀积电极之前，试样的全部表面用乙

醇清洗，以便清除尘埃和任何其它的污染

物。R是用文献中所介绍的四极法测定的。

用作电流源的仪器型号为 Keithley 220 型

（基思利仪器公司制造），而用于测量电压

和电流的仪器型号是 Keithley 619 型（基

思利仪器公司制造）。

使用了一台分接型原子力显微镜（IIIa

多模头纳米级显微镜，数字仪器公司制造）

来研究炭黑在聚丙烯内的分布状况。所用试

样都用超微切片机（MT6000-XL 型，RMC 公

司制造）切片，以保证获得光滑表面。所得

切片在环境温度下用高锰酸钾溶液化学蚀

刻 10min。这种溶液是用浓硫酸（95%）和正

磷酸（85%）按 2:1 的体积比混配而成的，

含有 0.7%（按重量计）的高锰酸钾。

实验结果与讨论

试样几何形状因子的影响

图 1示出了ρ∥和ρ⊥随炭黑含量变化的

曲线相比较的情形。在所有场合，都观测到

了典型的渗透变化过程。炭黑含量低的试样

是不导电的。随着炭黑含量增加到临界值

（该值定义为渗透阈），电阻率急剧下降到

10～100Ωcm 的范围内。炭黑含量超过渗透

阈继续增大时，电阻率开始趋于稳定。在平

面内和全厚度两个方向测定的渗透阈大致

相同。不过，ρ⊥在系统性方面比ρ∥稍差。

接触电阻能够引起表观上的各向异性现象。

产生该效应的原因是电流通道长度有所不

同。对于各向同性材料来说，表观ρ∥与表

观ρ⊥之比（m）可由下式算出：

m＝ρ⊥/ρ∥＝L/H （3）

对于本研究中所用的全部试样来说，m

值大约等于 11。由式（3）计算的 m值间的

近似性和所观测到的比值 7～30表明，表观

ρ∥值与表观ρ⊥值之差的起因是接触电阻

效应，因而并未反映出成型试样的各向异

性。

图 1 炭黑填充的线型低密度聚乙烯（a）和聚丙烯（b）的ρ∥与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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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度的影响

图 2示出各种不同聚烯烃材料的电阻率

随炭黑含量变化的情形。在所有场合，都观

测到了典型的渗透变化过程。等于和高于渗

透阈时，分散在绝缘基质内的导电炭黑微粒

的电阻率通常可由幂律关系式来表示：
t

C

c

V
VV









−
−

==∝
1

1
ρ

（4）

式中，V是填料炭黑的体积分数，Vc是等于

渗透阈时炭黑的体积分数，t是表征转变强

度的幂律指数。式（4）的拟合值作为实线

包括在图 2中。相应的参数列于表 2中。假

定 t只受材料体系的维数支配，那么，根据

经典的点阵渗透理论，三维材料体系的 t值

就等于 2，而按照连续渗透理论，该 t值就

应等于 3。在大多数情况下，t值的范围是

2～3。

表 2 用于炭黑填充聚烯烃的幂律参数

基质聚合物
t Vc（vol%） 结晶度

（wt%）平面内 全厚度 平面内 全厚度

PP 2.3 2.7 3.3 3.9 44

EO90 2.4 1.9 4.2 5.0 29

LLDPE 2.5 3.3 4.6 4.6 40

EO80 2.7 3.8 5.2 4.9 19

EO86 4.3 2.8 6.4 6.8 4

HDPE 1.9 0.9 7.7 8.0 62

LDPE 2.1 1.0 9.0 9.0 40

图 2 不同聚烯烃基质聚合物的电阻率随炭黑含量变化的曲线：(a)ρ⊥和（b）ρ∥
全部的炭黑填充聚合物材料的渗透阈， 除了主要取决于基质聚合物外，在两个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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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上是大致相同的（表 2）。有些聚合物的

结晶程度很高。这使得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

现象：炭黑聚集体微粒在固化过程中被相互

分开进入无定形区域从而使渗透阈降低。不

过，Vc值和重量份数结晶度之间并没有关联

性（表 2）。因此，具有较高结晶度的 HDPE

和 LDPE 也都具有最大的 Vc值。

我们通过改变结晶条件来进一步研究

了炭黑填充聚丙烯的结晶效应。在所有的各

种结晶条件下都得出了典型的渗透变化过

程。全部骤冷试样的渗透阈是大致相同的。

显然，结晶速度受骤冷温度的影响不是太

大。这种情形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聚合

物的导热率本来就很低，所以冷却速度受骤

冷温度支配的程度很可能不如受炭黑含量

支配的程度那样大。然而，与骤冷相比，从

185℃的熔体开始以大约 2℃/min 的速度慢

冷使得 Vc较低（表 3）。人们可以想象得到，

延长熔体慢冷的时间（估计大约是 30min），

促进了炭黑聚集体微粒的絮凝作用。此外，

较慢的结晶生长速度有利于抑制炭黑聚集

体进入无定形区域。在这种场合，炭黑聚集

体不太可能被封闭在不是导电通路部分的

结晶区域。

表 3 热处理方式对炭黑填充聚丙烯全厚度电阻率的幂律参数的作用结果

结晶化过程 t Vc（vol%） 基质结晶度（wt%）

骤冷到﹣40℃ 2.6 3.9 42

在冷水中骤冷 2.0 4.0 44

在空气中骤冷 2.5 3.7 47

缓慢冷却 2.0 3.0 53

表注：MFI=3.6

熔流指数的影响

表 2中各种不同的炭黑填充聚烯烃的渗

透阈与基质聚合物的熔流指数之间的关系

曲线如图 3 所示。低粘度 HDPE 的渗透阈一

般是随熔流指数增大而先下降后上升。聚合

物基质的熔体粘度，通过首先影响混合过程

中的分散程度继而影响成型和固化过程中

的絮凝程度来对 Vc 施加影响。在分散过程

中，原始炭黑的微米级硕大附聚体被破碎成

纳米级的微小聚集体。分散程度的高低取决

于混合时间和基质所产生的剪切力。剪切力

可以依靠熔体粘度来提高。然而，即便是分

散良好的炭黑聚集体，在成型过程中也会再

附聚（即絮凝）。炭黑聚集体在熔体内依靠

布朗运动汇聚在一起产生附聚作用，直到表

面能降低至最小值。炭黑的静态表面能加快

了炭黑附聚过程。因为絮凝作用是一个扩散

过程，所以在低粘度基质中分散后的炭黑聚

集体的附聚过程和导电网络的形成过程会

较快。我们推测，Vc随熔流指数增大而减小

的趋向，反映出分散良好的炭黑聚集体在成

型过程中产生了絮凝作用。不过，如果基质

的粘度太低（即熔流指数太大），基质所产

生的剪切力就过小，不足以破碎原始炭黑的

硕大附聚体。在这种场合，最终的结果是，

由于分散不良，不得不增大渗透阈。炭黑填

充 HDPE的 Vc值较大的起因就是炭黑在低粘

度 HDPE 基质中分散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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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炭黑填充聚烯烃的基质聚合物熔流指数和渗透阈之间的关系
用一系列具有不同熔流指数的聚丙烯

来进一步研究了熔流指数对 Vc的影响（表

4）。随着熔流指数从 3.6 增大到 51.0，渗透

阈从 4.0%（按体积计）下降至 1.8%。然而，

当熔流指数从 51.0 进一步增大到 123 时，

渗透阈却从 1.8%上升到 2.9%。这表明炭黑

填充聚丙烯存在一个最佳熔流指数（图 4）。

Vc 具有最小值这一情形反映出加工过程中

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因子：分散和絮凝。Vc

值在开始阶段减小的情形反映出分散后的

炭黑在快速地进行附聚。具有最大熔流指数

的聚丙烯的 Vc 值增大是由于炭黑的硕大附

聚体分散不良造成的。这样一来就使得炭黑

填充聚丙烯具有一个大约为 50 的最佳熔流

指数。

表 4 熔流指数对炭黑填充聚丙烯全厚度电阻率的幂律参数的作用结果

熔流指数（g/10min） t Vc(vol%) 基质结晶度（wt%）

3.6 2.4 3.8 44

5.7 2.5 4.0 45

19.4 2.5 2.9 45

51.0 2.6 1.8 44

123 2.2 2.9 45

图 4 基质熔流指数对炭黑填充聚丙烯的电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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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熔体的絮凝作用

我们通过将加压模具内 185℃的炭黑填

充聚丙烯试样保持各种不同的时间后才骤

冷来研究了静态熔体的絮凝过程。图 5示出

了熔融时间对接近渗透阈时聚丙烯试样电

阻率的影响结果。对炭黑填充量分别为

2%(按体积计)和 3%的聚丙烯试样观测到了

典型的渗透状变化过程。试样起先是不导电

的，但是，随着熔融时间延长，由于絮凝作

用形成了导电通路，电阻率逐渐下降到

103～106Ωcm的范围。炭黑含量的增加，缩

短了产生渗透作用所要求的熔融时间，却增

大了导电通路的数量，就像高于渗透阈时电

阻率值较低所表明那样。

用原子力显微镜来直接观测炭黑的附

聚状况。图 6 的四幅照片举例示出了炭黑

（3%，按体积计）填充聚丙烯的熔融时间对

试样形态的影响。图 6（a）的照片表明，185℃

下加压 5min 后，原始的微米级炭黑附聚体

已经破碎成 0.3～1.5µm 的纳米级聚集体而

被分散。虽然还有一些细小的聚集体粒团，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存在连续不断的炭黑网

络。图 6（b）和（c）中，熔融时间分别保

持 15min 和 60min 的试样照片表明，逐渐出

现了尺寸较大的炭黑聚集体粒团，而且聚集

体点阵有了某些扩大延展。4h后，炭黑聚集

体在相当大的未填充区域内已经附聚成轮

廓清晰的网络[图 6（d）]。

在 185℃和 240℃之间的各个不同温度

下观测了用 3%（按体积计）炭黑填充的聚丙

烯的静态熔体的絮凝过程。在所选定全部温

度下，都观测到了渗透状变化过程，电阻率

在开始时快速下降，经过较长时间后下降速

度就缓慢得多。对两个区域的数据分别用直

线进行了拟合。两条直线的相交点定义为特

征絮凝时间（tc）。图 7 所示为特征絮凝时

间 tc 随温度变化的阿仑尼乌斯关系图。我

们测出用 3%（按体积计）炭黑填充的聚丙烯

的激活能为 43kJ/mol。该值与 40kJ/mol 的

动态渗透激活能非常接近。而这一动态激活

能是通过测量低结构炭黑填充聚丙烯熔体

的电阻率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来得出的。来自

两种途径的激活能值近似，表明骤冷冻结了

炭黑在熔融状态试样内的分散作用，从而维

持了絮凝过程的动态特性。

图 5 熔融时间对炭黑填充聚丙烯（MFI=3.6）的电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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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85℃下熔融时间对 3%（按体积计）炭黑填充聚丙烯（MFI =3.6）
形态的影响：（a）5、(b）15、（c）60 和（d）240min

图 7 3%（按体积计）炭黑填充聚丙烯（MFI =3.6）的特征渗透时间
的阿仑尼乌斯关系图

结论

利用原子力显微术观察了掺混过程中

剪切力将硕大的多孔炭黑附聚体破碎成细

小的炭黑附聚体的情形。在所研究的全部试

样材料中，增加炭黑含量时，都会产生一个

炭黑浓度高到足以使炭黑聚集体形成导电

通路的渗透阈。渗透阈的大小取决于掺混过

程中炭黑的分散程度和后来加压成型过程

中炭黑的絮凝程度。基质粘度对分散和絮凝

两种作用都有影响。较大的熔流指数有利于

分散良好的炭黑聚集体在成型过程中的絮

凝作用，从而有利于形成导电通路。这样也

能使渗透阈降低。然而，如果熔流指数太大，

掺混过程中产生的剪切力就不够大，难以形

成良好的分散状态。其后果是渗透阈增大。

分散和絮凝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作用使得基

质聚合物的熔流指数具有一个最佳值。在本

研究中，用熔流指数不一样的、具有各种支

链型式和支链组成的聚乙烯来验证了这种

现象，而且用不同熔流指数的聚丙烯也进一

步证实了这种现象。

提高成型温度或延长静态熔融时间，都

有利于通过增强絮凝过程来形成导电通路。

絮凝时间与温度的依存关系用阿仑尼乌斯

关系图可加以解释。我们认为，存在这样一

种可能性：基质聚合物的结晶化过程也会影

响导电通路的形成过程，例如将炭黑聚集体

集中在非晶态的叠层间和球粒间区域。实际

上，与进行过骤冷处理的试样相比，炭黑填

充聚丙烯的缓慢结晶过程就使得渗透阈较低。

译自英文期刊

馆藏号 201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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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 黑（待续）

唐昆 译

本文介绍了含硫氰酸有机基团的炭黑

及其生产工艺。具体来说就是将炭黑与含

C-C 双键或三键的有机化合物（不属于芳香

体系）相反应，其中 C-C 双键或三键至少被

一种取代基活化，有机化合物至少含有一个

硫氰酸基。本发明炭黑适用于混炼胶。

本发明涉及炭黑及其生产工艺与应用。

发明背景

根据 DE 10012783 介绍的炭黑，这种炭

黑含有的有机基团至少含一个取代 C-C单键

或双键，通过 C-C 单键或双键中的两个碳原

子和至少一个碳原子可将炭黑（至少含一个

活性取代物）与有机化合物连接在一起。

EP 0569503 介绍了利用重盐电化学还

原对具有芳基的含碳材料进行表面改性的

工艺。

含有有机基团的炭黑可以通过偶氮偶

合将有机基团同含碳材料键合在一起（如同

WO 96/18690 所述），也可以通过与前面所提

到的基团相反应使有机基团同炭黑键合在

一起（如同 DE 10012784.3 所述）。

所得这类炭黑的不足之处在于，如果将

这种表面改性炭黑应用于混炼胶中，那么就

会损害与滚动阻力相关的滞后性和/或与加

工性能相关的动态刚性度。

发明概述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介绍一种混炼胶

用炭黑，这种炭黑具有较高的动态刚性度

（E*60℃）和较低的滞后性（tanδ60℃）。

本发明炭黑的有机基团含有硫氰酸基。

在一较好的实施例中，有机基团可以是

硫氰酸烷基或硫氰酸芳基，以 N-（4-硫氰酸

烷基）琥珀酰亚胺、N-（4-硫氰酸芳基）琥

珀酰亚胺、N-（4-硫氰酸烷基）酰胺或 N-

（4-硫氰酸芳基）酰胺为宜，最好为 N-（4-

硫代氰酸苯基）琥珀酰亚胺或 N-（4-硫代氰

酸苯基）酰胺。烷基可以是含有 1～20个 C

原子的二价支链烷烃、二价无支链烷烃、二

价饱和烷烃或二价不饱和烷烃。芳基可以是

苯基或萘基。

本发明还涉及这种炭黑的生产工艺，具

体就是将炭黑与含 C-C双键或三键的有机化

合物（不属于芳香体系）相反应，其中 C-C

双键或三键至少被一种取代基活化，有机化

合物至少含有一个硫氰酸基。

致活基可以是受体取代基，譬如

—COOR、--CO—R、--CN、--SO2R、--SO2OR

或--CO-X--CO--，其中 R=H、--NH--R1、烷

基、芳基、功能化烷基或功能化芳基、X=O

或 N--R
1
，R

1
=烷基、Y-功能化烷基、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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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有机基团、芳基或 Y-功能化芳基，其存在

形式为 Ar--Yn（n=1～5）、Y=--OH、--SH、

--SO3H、--SO3M、--B（OH）2、--O（CH2--CH2-O）

nH、--COOH、--NH2、--NR2、--N（（CH2--CH2--O）

nH）2、CON（（CH2--CH2--O）nH）2、三烷氧甲

硅烷基、全氟烷基、R
1
、--NH3

+
、--NR3

+
、

--SO2--NR2、--NO2、--Cl、--CO--NR2、--SS--

或—SCN，M=金属，如碱金属+或碱土金属++

或 NR2

4+
，其中 R

2
=H、烷基或芳基。

在一较好的实施例中，有机化合物可以

含有硫氰酸烷基或硫氰酸芳基，以 N-（4-

硫氰酸烷基）琥珀酰亚胺、N-（4-硫氰酸芳

基）琥珀酰亚胺、N-（4-硫氰酸烷基）酰胺

或 N-（4-硫氰酸芳基）酰胺基为宜，最好为

N-（4-硫代氰酸苯基）琥珀酰亚胺或 N-（4-

硫代氰酸苯基）酰胺基。

根据本发明，含有有机基团的炭黑可通

过原料炭黑与 N-（4-硫代氰酸苯基）顺丁烯

二酸酰亚胺或 N-（4-硫代氰酸苯基）顺丁烯

二酸酰胺相反应制得。其反应机理如下：

N-（4-硫代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亚

胺和 N-（4-硫代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胺

可通过马来酸酐和硫氰苯胺制得。“CB”表

示炭黑。

充当原料炭黑的可以是 DE 19521565、

19839925 介绍的炉黑、气黑、槽黑、灯黑、

热裂炭黑、乙炔炭黑、等离子炭黑和转化炭

黑，也可以是 WO 98/45361 或 DE 19613796

所介绍的含硅炭黑或 WO 98/42778 所介绍的

含金属炭黑及化工生产的副产物——碳棒

和炭黑。通过氧化等预先反应可活化炭黑。

本发明还可使用颜料用炭黑、导电炭黑、UV

稳定用炭黑、填料炭黑（如在沥青、塑料中

的填充炭黑，但不包括在橡胶中的填充炭

黑）及冶金过程中充当还原剂的炭黑。

根据本发明，生产这种含有机基团的炭

黑还可通过炭黑与重盐和含有硫氰酸基的

重盐反应得到。

将伯胺与硝酸钠在酸性溶液中反应可

制得重盐。伯胺可选用 4-硫氰苯胺。

本发明还介绍了一种混炼胶，这种混炼

胶中含有一种橡胶或橡胶混合物和本发明

炭黑。

橡胶可选用天然橡胶和/或合成橡胶。

较理想的合成橡胶如顺丁橡胶（BR）、聚异

戊二烯橡胶（IR）、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

（SBR，苯乙烯含量一般为 1～60wt%，最好

为 5～ 50wt%）、异丁烯 /异戊二烯共聚物

（IIR）、丁二烯/丙烯腈共聚物（NBR，丙烯

腈含量一般为 5～ 60wt%，最好为 10～

50wt%）、乙烯/丙烯/二烯烃共聚物（EPDM）

及这些橡胶的混合物。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这些橡胶可通过硫磺进行硫化。

混炼胶含有 10～150 重量份本发明炭

黑，以 100 重量份橡胶为基准。

混炼胶还可含 0.1～15wt%（相对于所用

填料量）的有机硅烷。有机硅烷可选用烷基

硅烷（如辛基三甲氧基硅烷、十六烷基三甲

氧基硅烷、十八烷基三甲氧基硅烷、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或辛基三乙氧基硅烷）或有机聚

硫烷硅烷（如二-（三乙氧基硅丙基）四硫

烷或二-（三乙氧基硅丙基）二硫烷）。

根据本发明，混炼胶还可含有其它橡胶

助剂，如交联剂、硫化促进剂、催化剂、反

应抑制剂、抗氧化剂、稳定剂、加工助剂、

增塑剂、蜡、金属氧化物及三乙醇胺、聚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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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醇或己烷三元醇等活化剂。橡胶助剂可根

据其用途按常量使用，譬如其用量可占橡胶

的 0.1～50wt%。

交联剂可选用硫磺或有机硫。

根据本发明，混炼胶还可含有硫化促进

剂，譬如巯基苯并噻唑、亚磺酰胺、胍、秋

兰姆、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硫脲及硫代碳酸

宜乙酯。硫化促进剂和硫的用量一般占橡胶

的 0.1～10wt%，最好为 0.1～5wt%。

本发明还介绍了混炼胶的制备方法，具

体就是在混炼机中将橡胶或橡胶混合物与

含有有机基团的炭黑相混炼。

根据本发明，在混炼胶的混炼过程中还

可在胶辊、密炼机和配炼压出机等传统混炼

机中加入橡胶助剂和有机硅烷。这种混炼胶

的常规制备方法如下：首先在 100～170℃

下，分一步或多步对橡胶、填料及橡胶助剂

进行热机械混炼。各成分的添加顺序及时间

对所得混合物的特性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常在 40～110℃下，向密炼机或胶辊中加

入交联剂，然后再将混合物加工成模压、硫

化等所用原料。

根据本发明，混炼胶的硫化温度一般为

80～200℃，最好为 13～180℃，压力可为

10～200 巴。

本发明混炼胶可用于生产模压制品，如

充气轮胎、轮胎胎面、电缆橡皮护套、胶管、

传动带、输送带、胶辊涂层、轮胎、鞋底、

密封圈、型材及阻尼元件。

本发明还介绍了本发明混炼胶硫化后

所得模压制品。

同含未改性炭黑的混炼胶相比，不仅本

发明混炼胶的动态刚性度与前者相当，甚至

更高（即加工性能同前者相当，甚至优于前

者），而且还降低了 60℃下的摩擦损失系数

（即降低了滞后性，减小了滚动阻力）。

图纸简述

现附图如下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

图 1为未硫化橡胶动态剪切模量随剪切

振幅变化的 RPA（橡胶加工分析仪）测试数

据；

图 2为未硫化橡胶滞后性随剪切振幅变

化的 RPA测试数据；

图 3为本发明硫化胶动态剪切模量随剪

切振幅变化的 RPA 测试数据；

图 4为本发明硫化胶滞后性随剪切振幅

变化的 RPA 测试数据。

发明详述

实例 1

在干式混炼机中，用 N-（4-硫代氰酸苯

基）顺丁烯二酸酰胺与炭黑反应可得到本发

明含有机基团的炭黑。

将 500g N220 炭黑与 100gN-（4-硫代氰

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胺在混炼机中混合 5

分钟，然后在 180℃的马弗炉中回热 5小时。

之后将 10 份炭黑悬浮于丙酮中（每份炭黑

需要 1升丙酮）以达到萃取冲洗炭黑的目的，

最后再进行干燥。

待反应完成后将其研磨成粉。

转换率：70%（相对于所用 N-（4-硫代

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胺）

实例 2

用 N-（4-硫代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

胺与炭黑溶液反应可得到本发明含有机基

团的炭黑。

将 500g N220 炭黑悬浮在 10 升含有

34g4-硫代氰酸苯胺顺丁烯二酸酰胺的丙酮

溶液中，之后通过蒸馏除去溶剂。然后将剩

余的炭黑-试剂混合物在 180℃的马弗炉中

回热 5 小时。之后将 10 份炭黑悬浮于丙酮

中（每份炭黑需要 1升丙酮）以达到萃取冲

洗炭黑的目的，最后再进行干燥。

待反应完成后将其研磨成粉。

转换率：82%（相对于所用 N-（4-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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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胺）

实例 3

用 N-（4-硫代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

胺与炭黑溶液反应可得到本发明含有机基

团的炭黑。

将 500g N220 炭黑悬浮在 10 升含有

67g4-硫代氰酸苯胺顺丁烯二酸酰胺的丙酮

溶液中，之后通过蒸馏除去溶剂。然后将剩

余的炭黑-试剂混合物在 180℃的马弗炉中

回热 5 小时。之后将 10 份炭黑悬浮于丙酮

中（每份炭黑需要 1升丙酮）以达到萃取冲

洗炭黑的目的，最后再进行干燥。

待反应完成后将其研磨成粉。

转换率：87%（相对于所用 N-（4-硫代

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胺）

实例 4

用 N-（4-硫代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

胺与炭黑溶液反应可得到本发明含有机基

团的炭黑。

将 500g N220 炭黑悬浮在 10 升含有

100g4-硫代氰酸苯胺顺丁烯二酸酰胺的丙

酮溶液中，之后通过蒸馏除去溶剂。然后将

剩余的炭黑-试剂混合物在 180℃的马弗炉

中回热 5 小时。之后将 10 份炭黑悬浮于丙

酮中（每份炭黑需要 1升丙酮）以达到萃取

冲洗炭黑的目的，最后再进行干燥。

待反应完成后将其研磨成粉。

转换率：70%（相对于所用 N-（4-硫代

氰酸苯基）顺丁烯二酸酰胺）

比较实例 1

根据 DE 10012783 介绍的方法生产 OH-

表面改性炭黑。

将 500g N220 炭黑悬浮在 10 升含有

100g4-羟基苯胺顺丁烯二酸酰胺的丙酮溶

液中，之后通过蒸馏除去溶剂。然后将剩余

的炭黑-试剂混合物在 180℃的马弗炉中回

热 5 小时。之后将 10 份炭黑悬浮于丙酮中

（每份炭黑需要 1升丙酮）以达到萃取冲洗

炭黑的目的，最后再进行干燥。

待反应完成后将其研磨成粉。

转换率：70%

比较实例 2

根据 DE 10012783 介绍的方法在干式混

炼机中通过 N-（4-氨磺酰苯基）顺丁烯二酸

酰胺与炭黑反应制备表面改性炭黑。

将 500g N220 炭黑与 70gN-（4-氨磺酰

苯基）顺丁烯二酸酰胺在混炼机中混炼 5分

钟，并在 180℃下回热 5小时。待反应完成

后将其研磨成粉。

转换率：59%（相对于所用 N-（4-氨磺

酰苯基）顺丁烯二酸酰胺）

实例 5

混炼胶

表 1为各混炼胶配方。其中各单位份数

都以所用 100 重量份生胶为基准。

聚合物 Buna SBR1500是 Buna SOW Leuna

Olefinverbund 有限公司生产的乳聚 SBR共

聚物，含有 23.5%的苯乙烯，其 100℃时的

粘度 ML（1+4）为 50。

Edenor ST1 GS是 Caldic Deutschland

有限公司生产的硬脂酸，Protektor G3108

为 Paramelt B.V 生产的蜡。 Vulkacit CZ

（CBS）为 Bayer AG.公司的市售品。

炭黑 N220 为 ASTM炭黑，是由 Degussa

公司生产的，商标名为 Corax N220。

表 2列出了密炼机所生产的混炼胶。

表 3总结了胶料的测试方法。
表 4总结了胶料的测试结果。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