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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生产（续完）

言信 译

（接上期）

用这种方法可产生线速度较高的热燃

烧气流。另外还发现燃烧室与反应室之间的

压差至少应为 1.0 p.s.i.，最好为 1.5～10

p.s.i.。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气态燃烧产物

具有足够的能量，可将液态炭黑烃类原料转

化为理想的炭黑产品。初级燃烧段形成的燃

烧气流的温度至少要达到 2400°F，最好至

少达到 3000°F。然后在线速较高的情况下，

沿下游方向推进热燃烧气体。为得到较高的

线速，可将燃烧气体导入直径较小的封闭过

渡段，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使用传统的文丘里

喉管。在该工艺中，我们将此称之为第二阶

段，在第二阶段原料将强行喷入到热燃烧气

流中。

更具体地说，在第二阶段，燃烧气体的

流动速度较快，至少应有一个高于 1.0

p.s.i.的气体动压头。在该阶段要将适宜的

液态烃类原料喷入燃烧气体中，且为达到理

想的渗透效果，压力应足够大，这样才能确

保热燃烧气体和液态烃类原料的混合率和

剪切率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液态烃类原料

能迅速分解，转化成炭黑且产量较高。这种

适宜的烃类原料在反应条件下容易挥发，可

以是乙炔等不饱和烃，可以是乙烯、丙烯和

丁烯等烯烃，可以是苯、甲苯和二甲苯等芳

烃，也可以是某些饱和烃类和煤油、萘、萜

烯、乙烯焦油、芳族循环油等挥发性烃类。

将液态原料以多个小集束热流的方式，从热

燃烧气流外沿或内沿（又或外沿和内沿）完

全横向喷入，液态原料应渗入燃烧气流内部

区域或中心，但其渗入深度不能使对冲热流

发生冲击。在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将液态

原料通过多个小孔可较容易地以集束热流

的方式导入烃类原料，小孔的直径为 0.01～

0.15 英寸，最好为 0.02～0.06 英寸。在喷

射压力足够大的情况下，液态原料可达到理

想的渗入位置。

在此应根据燃料和氧化剂的用量调整

原料的用量。这样，本发明炭黑生产工艺的

总当量比至少为 6.67～2.50，最好为 5.00～

3.33。总当量比为所用烃原料总量与氧化剂

化学计量燃烧所需烃原料之比。

模块式工艺第三阶段的反应段需要留

有足够的停留时间，这样才能在通过急冷终

止反应前生成炭黑。一般而言，停留时间将

据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炭黑而定，但本发明

工艺的停留时间应大于 15 毫秒。因此，一

旦在理想时间段内完成炭黑生成反应，那么

就会至少用一套喷嘴喷射水等冷却液体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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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炭黑反应。然后，含有炭黑悬浮体的热释

气体向下游方向流动。在下游方向将利用传

统的方式完成炭黑的冷却、分离和收集。譬

如，用除尘器、旋风分离器、袋滤器等常用

装置可比较容易地从气流中分离炭黑。

实践证明，用上述模块工艺制备的炭

黑，其结构可明显降低，从而可应用于低结

构炭黑领域。尤其是在将液态原料喷入初级

燃烧火焰中后，加入一定量的氧化剂（占炭

黑生成所需氧化剂总量的 5～45％）可降低

炭黑的结构特性。可将氧化剂沿切向方向导

入到反应段中，也可从边缘导入，还可纵向

导入，但首选切向导入。下游导入的氧化剂

可以热燃烧气体的形式导入，也可导入后与

适宜的液态燃料或气态燃料反应。实践已证

明，在本发明工艺中，烃类原料和下游导入

的氧化剂用量的当量比为 1.25～0，最好为

0.46～0。任何制备本发明初级燃烧火焰所

需氧化剂或燃料同样也适用于制备次级或

下游燃烧气流。另外，次级燃烧气流的当量

比的定义也同初级火焰中所提到的当量比

一致，但明显的区别在于此时的当量比是根

据下游所用氧化剂和所需氧化剂的用量而

定。还应当注意的是，虽然在生成两种燃烧

气流的过程中最好选用相同的氧化剂和/或

燃料，但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此外，初级

燃烧气流的当量比可能与次级或下游燃烧

气流的当量比相同，也可不同。譬如，如果

液态燃料与空气等氧化剂反应生成初级燃

烧火焰，那么天然气也可能与氧化剂反应生

成燃烧气体，在喷入原料后导入反应炉。在

任何情况下，次级燃烧气体都应在下游导

入，这样才能在炭黑粒径不明显增大的情况

下明显降低炭黑的结构。

下面的测试方法将评定本发明所生成

炭黑的分析、物理特性。

吸碘值

根据 ASTM D-1510-70 确定吸碘值。

碘表面积

根据下面的碘吸附技术可确定粒状炭

黑的比表面积。在该方法中，将炭黑试样放

到配有松配合盖的瓷坩锅中，使气体得以漏

出，然后在 1700
0
F 的马弗炉中脱挥发分 7

分钟，然后再进行冷却。除去煅烧炭黑顶层

四分之一英寸深的炭黑，并对剩余炭黑进行

称重。然后向该试样中加入 100ml 0.01N的

碘溶液，并搅拌混合物 30 分钟。然后离心

分离 50ml 等分的混合物，直到溶液变得清

澈。之后，用 1％的可溶解淀粉溶液作为终

点指示剂，用 0.01 N 的硫代硫酸钠溶液滴

定 40ml 的溶液，直到游离碘被吸收。通过

定量滴定炭黑试样可确定碘吸附百分比。最

后，根据公式〔（碘吸附百分比×0.937）

-4.5〕/试样重量=碘吸附比表面积，可算出

碘吸附比表面积，其单位为 m
2
/g。

由于没有官方 ASTM 命名，所以为方便

起见，我们将确定炭黑粒子碘吸附比表面积

的该法命名为“第 23.1 号卡博特测试法”。

如 1970 年 4 月 1 日卡博特公司的出版物

TG-70-1 所著，IRB No.3（第 3 号工业参比

炭黑）的碘吸附比表面积为 66.5m
2
/g。

粒状炭黑的倾注密度

根据 ASTM D-1513 确定粒状炭黑的倾注

密度，其单位为 lbs/ft
3
。

炭黑的 DBP吸收值

根据 ASTM 测试法 D-2414-72 确定炭黑

的 DBP 吸收值。测试结果说明炭黑的 DBP 吸

收值与炭黑的形态（蓬松状或粒状）无关。

着色强度

着色强度表示粒状炭黑分散在环氧化

大豆油型增塑剂（罗门哈斯公司生产的

Paraplex G-62）中，以 1～37.5 重量比与

标准氧化锌（新泽西锌公司生产的 Florence

Green Seal No. 8）混合时，在同等条件下



炭黑生产（续完） 言信 译

第 3 页 共 20 页

和一系列标准参比炭黑相比的相对遮盖力。

具体来说，测试包括按一定比例研磨炭黑、

氧化锌和增塑剂，炭黑和氧化锌之比应为

1～37.5。然后用 Welch Densichron 装置，

通过玻璃板上的浇铸薄膜进行反射能力测

定，并同已知着色强度的炭黑标准相比较。

根据任意指定的卡博特标准 SRF 炭黑的

100％着色强度可确定炭黑标准的着色强

度。同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任意指定

100％着色强度的标准 SRF 炭黑为 Sterling

S（Sterling 为卡博特公司的注册商标）或

Sterling R半补强炉黑。除其它特性之外，

Sterling R或 Sterling S 参比炭黑的特征

还在于 BET 氮吸附比表面积为 23m
2
/g、吸油

值为 65～70lbs 油/100lbs 炭黑、用电子显

微镜测得的平均粒径为 800 埃。Sterling R

炭黑和 Sterling S 炭黑唯一的区别在于前

者呈蓬松状，而后者呈粒状。因此，可通过

所测炭黑的着色强度确定参比炭黑。这样，

Sterling R或 Sterling S半补强炭黑可用

作确定其它炭黑着色强度的主要参考标准。

另外，如上所述，还可选用其它炭黑作

为参比物以确定 30％～250％范围内的着色

强度。这将据着色强度任意指定值 100％的

主要标准而定。这样可得到一系列着色强度

值大不相同的炭黑，能提供和所测炭黑着色

强度值相接近的参比炭黑。下表列出了卡博

特公司产品中用作辅助性着色强度标准的

示例性炭黑。根据本发明所提出的测试方法

可确定炭黑的分析特性。

分析特性 Sterling MT
(中粒热裂法)

Sterling FT（细
粒热裂法）

Vulcan 6H Vulcan 9

着色强度，％ 31 56 220 252
碘吸附比表面积，m2/g 5.0 8.4 110 119
DBP吸附值，cc/100g 33.6 35.9 131 117

为便于参考，根据上述步骤确定的 IRB

NO.3 的着色强度为原 Sterling S半补强炭

黑的 208％。

模量和拉伸性能

根据 ASTM 测试法 D-412 所述方法可确

定炭黑的这些物理特性。简单来说，当硫化

橡胶试样拉伸到原有长度的 300％时，模量

测试与每平方英寸观察到的拉力磅数有关。

拉伸测试是确定在拉伸试验中每平方英寸

所需破裂或断裂硫化橡胶试样的拉力磅数。

下列实例详细地描述了代表性化合物

的制备方法，通过这些实例能更好地理解本

发明。

实例 1

在该实例中所用的反应装置配有燃烧

气体产生反应物（即燃料和氧化剂）提供装

置、烃类原料提供装置和导入装置下游的燃

烧气体提供装置。其中，燃烧气体产生反应

物可单独流入初级燃烧段，也可以预燃烧气

态反应产物流入初级燃烧段。该装置可由金

属等材料构成，要么含有耐火绝缘材料，要

么四周有循环液体（最好为水）等冷却装置。

另外，该反应装置还应配有温度和压力记录

装置、喷嘴等炭黑-生成反应急冷装置、炭

黑产品冷却装置和炭黑产品分离、回收装

置。据此，本发明的操作步骤如下所述。为

了得到理想的第一阶段燃烧火焰，在 141％

的情况下，或换句话说在 0.71 当量比的情

况下，通过一个或多个入口将预热到 700°F

的空气和天然气分别以 75.0 m.s.c.f.h.和

5.67 m.s.c.f.h.的速度导入该装置燃烧段，

从而产生沿下游方向流动的高线速燃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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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然后快速流动的燃烧气体将流向横截面

直径较小的第二或过渡段。减小横截面直径

可增大燃烧气体的线速度。然后在 96

p.s.i.g.的压力下，以 172.1 加仑/小时的

速率，将液态原料通过四个入口完全横向导

入所得热燃烧气流中。入口位于燃烧气流外

周，大小为 0.055英寸。此专利所用原料为

Sunray DX，这种燃料的碳含量为 90.1wt％、

氢含量为 7.96wt％、硫含量为 1.4 wt％、

碳氢比为 1.05、BMCI 相关指数为 128、ASTM

D-287测得的比重为 1.08、ASTM D-287 测得

的 API 比重为-0.7、130°F 下的 SSU 粘度

（ASTM D-88）为 179、210°F 下的 SSU 粘

度（ASTM D-88）为 46、沥青质含量为 1.9％。

这样，在该反应中，该工艺的总燃烧率为

23.3％或 4.29 当量。终止反应的急冷水位

于原料喷射下游 35 英尺处。表 1 列出了这

种炭黑的分析特性。另外，由于在形成初级

燃烧火焰中加入了全部氧化剂，所以此处所

用的这种炭黑可作为实例 2 和 3 的参比炭

黑。

实例 2

根据实例 1 的步骤，分别以 67.9

m.s.c.f.h.和 5.03 m.s.c.f.h.的速度向初

级燃烧段中导入预热空气和天然气以在第

一阶段得到理想的燃烧火焰，该燃烧火焰的

当量比为 0.70，或 142％的初级燃烧率。然

后，在 129 p.s.i.g.的压力下，通过四个小

孔（每个小孔的直径为 0.052 英寸），以

170.7 加仑/小时的速率加入液态原料。然

而，在该实例中，可在原料喷射下游处一点

沿切向方向，以 7.1 m.s.c.f.h.的速度，将

空气引入反应段，空气的引入量占炭黑生产

所需空气总量的 9.4％。空气将与以 0.5

m.s.c.f.h.速度导入的天然气相反应，这

样，下游添加气体的燃烧比为 141％，或者

说当量比为 0.71。这基本上同初级火焰的燃

烧比相同。该反应的总燃烧百分比为

23.5％，或者说当量比为 4.26。在喷射点下

游 35 英尺处用急冷水终止该反应。表 I 列

出了炭黑的分析、物理特性。

表 I

实例号 1 2
吸碘值 42 38
碘吸附比表面积，m2/g 29 27
着色强度，％ SRF 109 104
粒子的 DBP吸附值，cc/100g 135 126
物理特性*

在天然橡胶中

300％模量，p.s.i.，15分钟 +150 +50

300％模量，p.s.i.，30分钟 +40 -40

拉伸模量，p.s.i.，30分钟 -630 -500

在丁苯橡胶中

压出收缩，％ 90.4 91.2

300％模量，35分钟 -500 -510

300％模量，50分钟 -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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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长率，50分钟 -20 +10

拉伸模量，p.s.i.，50分钟 -1250 -1200

*：上述所有数字的参照基准为 IRB No.4（第 4号工业参比炭黑）。

通过下述实例可清楚说明本发明炭黑

可用作橡胶胶料的补强剂。在本发明各实例

的实施过程中，可通过常用的方法制备橡胶

胶料。譬如，在混合橡胶或塑料常用的传统

搅拌机（班伯里混炼机）和/或辊研机中充

分混合橡胶和炭黑补强剂以确保橡胶和炭

黑完全分散。根据含有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

的标准工业配方混合橡胶胶料。如果使用的

是天然橡胶，那么将待处理的所得硫化胶在

293°F下硫化 15分钟～30 分钟，如果使用

的是合成橡胶（如丁苯橡胶），那么应硫化

35 分钟～50 分钟。可使用下述配方评测本

发明炭黑性能，其中以重量份定量。

除下表 II所列内容外，将根据实例 1和实例 2实施剩余实例部分。

表 II
实例 3 4 5 6 7

初级空气，m.s.c.f.h. 75 52.5 75 60 52.5
初级天然气，m.s.c.f.h. 5.67 3.95 3.97 3.16 2.76
初级燃烧，当量比 0.71 0.71 0.80 0.50 0.50
原料，g.p.h. 152 149.3 154.3 158.5 148.2
原料，p.s.i.g. 145 165 145 118 100
孔径尺寸，inch 0.055 0.047 0.055 0.052 0.052
下流空气，m.s.c.f.h. — 22.5 — 15 22.5
下流天然气，m.s.c.f.h. — 1.18 — 1.13 1.69
下流燃烧，当量比 — 0.71 — 0.71 0.71
下流氧化剂，％ — 30 — 20 30
总燃烧，当量比 3.89 3.85 3.73 3.83 3.63
急冷装置，feet 35 35 35 35 35

下表 III 给出了上述炭黑的分析特性，并评测了这些炭黑在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配方

中的物理特性。

助剂 天然橡胶配方 合成橡胶配方

聚合物 100（天然橡胶） 100（丁苯橡胶）
氧化锌 5 3.0
硫磺 2.5 1.75
硬脂酸 3 1.0
Altax(MBTS) 0.6 —

N-叔丁基-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 — 1.0
炭黑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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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
实例 3～7的炭黑的分析特性及物理特性*

实例 3 4 5 6 7
吸碘值 32 39 34 39 38
碘吸附比表面积，m2/g 25.8 30 24.2 27.9 29.5
着色强度，％ SRF 96 115 98 122 119
粒子的 DBP吸附值，cc/100g 144 86 114 90 86
在天然橡胶中

300％模量，15分钟 +85 -200 +40 -110 -150
300％模量，30分钟 -75 -390 -100 -170 -240
拉伸模量，p.s.i.，30分钟 -800 -600 -650 -310 -410
在丁苯橡胶中

压出收缩，％ 88.6 97.4 92.0 96.6 97.1
300％模量，35分钟 -610 -1010 -750 -730 -840
300％模量，50分钟 -460 -950 -670 -730 -820
伸长率，50分钟 -5 +140 +20 +80 +60
拉伸模量，50分钟 -1460 -1110 -1450 -920 -1310

*：上述所有数字的参照基准为 IRB No.4（第 4号工业参比炭黑）。

观察上述数据会发现，本专利试图将实

例 1和实例 2做对比，实例 3和实例 4做对

比，实例 5 和实例 6、7 做对比。这样做才

能更好地观察本发明效果。本发明最显著的

特点在于本发明工艺能在不增大炭黑粒径

的情况下降低炭黑的结构特性。实际上，如

果说炭黑粒径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就是炭黑

粒径有所减小。通过总体评估本发明生产炭

黑的分析特性和没有使用本发明工艺而生

产的类似炭黑的分析特性，可得出此结论。

从以上数据可得知，在所有其它各项参

数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本发明所示，在下游

添加部分生产所需氧化剂可生产出粒径相

同或粒径有所减小的炭黑。这可通过碘吸附

比表面积、着色强度和吸碘值的增加表现出

来。不仅 DBP 值的明显减小能说明结构特性

有所减小，掺有这种炭黑的丁苯橡胶的压出

收缩值有所增大也能说明结构特性的减小。

总的来说，本发明工艺生产出的炭黑，不管

是掺入到天然橡胶中，还是掺入到合成橡胶

中都能减小模量，增大拉伸强度。

另外，本发明工艺大大地减少了工业化

生产半补强炭黑时所出现的问题，即生成了

焦碳粉球。同目前传统的半补强炭黑生产工

艺相比，本发明工艺的另一特点在于产量有

所增加，碳效率从 6％提高到了 12％。

实例 8

该实例为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在这种

情况下，将氧化剂（空气）直接导入下流燃

料中，而不是首先与燃料反应生成燃烧气

体。在具有前面实例中所示以燃烧气体导入

氧化剂的各种优点下，在该工艺中只使用氧

化剂不仅技术更简单，而且也更经济。该实

例可使用另一种烃类原料，即被称为特级蒸

汽裂解塔底油的乙烯焦油。乙烯焦油这种燃

料 的 碳 含 量 为 91.2wt ％ 、 氢 含 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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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wt％、硫含量为 1.2wt％、碳氢比为

0.95、BMCI 相关指数为 134、ASTM D-287

测得的比重为 1.11、ASTM D-287 测得的 API

比重为-3.6、130°F 下的 SSU 粘度（ASTM

D-88）为 1000、210°F下的 SSU 粘度（ASTM

D-88）为 106、沥青质含量为 19.5％。

根据实例 1 的步骤，分别以 262.9

m.s.c.f.h.和 14.4 m.s.c.f.h.的速度向初

级燃烧段中导入预热到 550°F 的空气和天

然气以在第一阶段得到理想的燃烧火焰，该

燃烧火焰的当量比为 0.52（或 191％的初级

燃烧率）。在 175 p.s.i. g.的压力下，通过

六个小孔，以每小时 827 加仑的速度导入乙

烯焦油。在这六个小孔中，其中四个的直径

为 0.101 英寸，另外两个的直径为 0.089 英

寸。在原料喷射下游处一点的位置沿切向方

向，以 58.1 m.s.c.f.h.的速度，将预热到

550°F的空气引入反应段，空气的引入量占

炭黑生产所需空气总量的 18.1％。在 4.44

当量比（或 22.5％燃烧率）的总燃烧下添加

氯化钾，并在喷射点下游 43 英尺处用急冷

水终止该反应。这样所得炭黑的吸碘值为

35，碘吸附比表面积为 28m2/gm，着色强度

为 121％，DBP（颗粒）值为 91 cc/100gms。

如果在该实例中没有在下游加入空气，那么

生产出的炭黑的粒径基本相同，但结构

（DBP）更高。另外，如果想通过添加氯化

钾而减小所得高结构炭黑的炭黑结构，那么

就会因增大着色强度而需要大量氯化钾，而

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用同样的方法，本发

明还可使用其它氧化剂，如氧气或富含氧气

的空气。

译自美国专利

馆藏号 20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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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添加剂的调
色剂（待续）

唐昆 译

本发明涉及到的调色剂组合物含有树

脂粒子、着色剂和调色剂添加物。其中，调

色剂添加物含有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而

组成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炭黑聚集体至

少有一个含硅区域，且炭黑-白炭黑双相粒

子分布在树脂粒子表面。本发明也涉及上述

调色剂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发明背景

电子照相成像过程包括感光鼓或感光

带的均匀充电，感光器表面曝光和电子像感

光器表面上的成像，即潜像，将待转移的信

息映射成真实图像；用充电调色剂粒子对潜

影进行显影，其中充电调色剂粒子中的着色

剂分散在粘合树脂中；将显影调色剂转移到

纸等基质上；将图像定影到基质上；除去残

留的静电电荷，清洗剩余的调色剂粒子以为

下一周期的感光器表面做准备。

电子照相和静电打印用调色剂含有粘

合树脂和着色剂，另外还含有电荷控制剂、

防偏移剂和其它添加物。金属氧化物颗粒等

外调色剂添加物通常与调色剂粒子混合以

改善调色剂粒子的特性，如流动性、可转移

性、固定性和清洁性。通常，化学处理白炭

黑、氧化铝或二氧化钛等金属氧化物粒子，

可赋予金属氧化物粒子表面疏水性。另外，

金属氧化物粒子能强烈影响调色剂组合物

的可变性，如摩擦电荷。譬如，就绝对摩擦

电荷值而言，用白炭黑作为添加物的调色剂

的摩擦电荷值要高于用二氧化钛作为添加

物的调色剂的摩擦电荷值。但，白炭黑的摩

擦电荷容易受湿度影响。摩擦电荷性对环境

条件的依赖性削弱了图像的可转移性，最终

降低了图像质量。

因此，外调色剂添加物的摩擦电荷值要

高，这样才不会受环境所影响。

发明简述

本发明涉及到的调色剂组合物含有树

脂粒子、着色剂和调色剂添加物。其中，调

色剂添加物含有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而

组成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炭黑聚集体至

少有一个含硅区域，且炭黑-白炭黑双相粒

子分布在树脂粒子表面。

本发明也涉及调色剂组合物的制备方

法，具体包括（a）制备炭黑-白炭黑双相颗

粒，其中组成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炭黑

聚集体至少有一个含硅区域；（b）制备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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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一种着色剂的树脂颗粒；（c）使炭黑-

白炭黑双相粒子与树脂粒子相结合，这样炭

黑-白炭黑双相粒子才能分布在树脂粒子表

面，形成调色剂组合物。

发明详述

在一实施例中，调色剂组合物含有树脂

粒子、着色剂和调色剂添加物。其中，调色

剂添加物含有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而组

成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炭黑聚集体至少

有一个含硅区域，且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

分布在树脂粒子表面。在炭黑聚集体表面和

/或炭黑聚集体内至少存在一个含硅区域。

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介绍了调色剂组合

物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a）制备炭黑-白

炭黑双相粒子，其中组成炭黑-白炭黑双相

粒子的炭黑聚集体至少有一个含硅区域；

（b）制备至少含有一种着色剂的树脂颗粒；

（c）使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与树脂粒子相

结合，这样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才能分布

在树脂粒子表面，形成调色剂组合物。

就这种方法和调色剂组合物而言，炭黑

-白炭黑双相粒子至少应吸附一个有机基

团。在某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有机基团

选自于含有脂族基、芳族基、杂环基和杂芳

基的基团。在某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有

机基团由部分含有 R、OR、COR、COOR、OCOR、

X、CX3和 CnH2n+1-yXy基团取代。其中，n为 1～

5， y 为 1～ 2n+1， X 为卤素、 CN、 NR2、

S02NR(COR)、S02NR2、 NR(COR)、CONR2、NO2、

SO3M(其中 M 为 H、Li、Na、Cs或 K)、S03NR4

+

和 N=NR'，其中 R为独立氢、C1-C20取代或非

取代烷基（分枝或未分枝）、C2-C20取代或非

取代烯基、（C2-C4烯氧基）xR"，其中 x为 1～

40，或取代或未取代芳基、R'为独立氢、C1-C20

取代或非取代烷基（分枝或未分枝）、或取

代或非取代芳基、R"为氢、C1-C20取代或非

取代烷基、C3-C20取代或非取代烯基、C1-C20

取代或非取代烷酰基和取代或非取代芳酰

基。在某些实施例中，有机基团由部分含有

氟、CF3或 CnH2n+1-yFy的基团所取代。其中，n

为 1～5，y为 1～2n-1。

这种方法和调色剂组合物而言，可用表

面处理剂处理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且表

面处理剂至少与一个含硅区域相关。在某些

实施例中，表面处理剂含有硅油。在某些实

施例中，硅油含有非功能化硅油。在某些优

选实施例中，非功能化硅油选自含有聚二甲

基硅氧烷、聚二乙基硅氧烷、苯基甲基硅氧

烷共聚物，氟代烷基硅氧烷共聚物，二苯基

硅氧烷-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苯甲基硅氧

烷-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苯甲基硅氧烷-二

苯基硅氧烷共聚物，甲基氢硅氧烷-二甲基

硅氧烷共聚物，亚乙氧基改性硅酮和环状聚

硅氧烷的基团。

就这种方法和调色剂组合物而言，表面

处理剂可能含有功能化硅油。在某些优选实

施例中，功能化硅油含有从乙烯基、氢化物、

硅醇、氨基和环氧基中选取的功能团。

这种方法和调色剂组合物而言，表面处

理剂可能含有疏水化硅烷和/或硅氨烷。在

某些实施例中，疏水化硅烷的化学式为

R4-nSiXn，式中 n为 1～3，R选取于氢基、C1-C18

烷基、C3-C18卤代烷基和 C6-C14芳基，X选取

于 C1-C18烷氧基或卤。

这种方法和调色剂组合物而言，表面处

理剂可能含有功能化硅烷。根据多个优选实

施例可得知，功能化硅烷至少含有一个功能

化基团，这种基团应含有丙烯酸酯、甲基丙

烯酸酯、氨基、酐、环氧树脂、卤素、羟基、

硫、乙烯基和异氰酸酯及这些物质的混合

物。

根据上述实施例，调色剂组合物可能含

有约 0.1～5wt％的调色剂添加物（即炭黑-

白炭黑双相粒子）。根据上述实施例，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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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至少是从炭黑、磁铁矿及其混合物中选取

的一种颜料。

正如本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炭黑是在

炉黑型反应炉中，通过热燃烧气体裂解烃类

原料所得。所得炭黑粒子以聚集体的形式存

在。同样，气相白炭黑也以聚集体的形式存

在，这些聚集体会形成白炭黑初级粒子，且

往往不会独立于白炭黑聚集体存在。炭黑-

白炭黑双相粒子并不是离散的炭黑和白炭

黑聚集体的混合物。而应该是炭黑-白炭黑

双相粒子至少在炭黑聚集体表面和/或炭黑

聚集体内至少存在一个含硅区域。

在含硅化合物存在的情况下制备炭黑

以得到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譬如，美国

专利 No. 6,057,387 介绍了这种硅处理炭黑

的制备方法。通常，在多段式炉黑反应炉中

制备炭黑，包括燃烧段、收敛段、直径有所

限制的原料喷射段和反应段。将液态或气态

燃料与适宜的氧化剂流（如空气、氧气或两

者的混合物）相接触以在燃烧段生成热燃烧

气体。为了加快热燃烧气体的生成速度也可

以预热氧化剂流。容易得到的燃烧气体、蒸

汽或液体流包括天然气、氢气、甲烷、乙炔、

乙醇或煤油，这些燃烧气体或液体流可在燃

烧段与氧化剂反应以生成热燃烧气体。

燃烧段内燃烧的燃料，其碳含量较高，

譬如烃、催化裂化产生的石油炼油及炼焦和

烯烃制备工业的副产物。氧化剂与燃料之比

将据所用燃料种类而定。譬如，在使用天然

气时，氧化剂与燃料之比可以为 10:1～

1000:1。

一旦产生热燃烧气流，可将热燃烧气流

直接引入反应段的反应炉内。将炭黑原料流

引入反应段的反应炉内。通常，通过喷嘴将

原料喷入热燃烧气流。可使用单流体或双流

体喷嘴雾化原料。当原料与热燃烧气体混合

时，在反应段通过裂解或部分燃烧生成炭

黑。然后在位于反应段下游的急冷段将水等

冷却流体喷入含有所形成炭黑粒子的气流

中。急冷可以减缓反应速度，冷却炭黑粒子。

冷却流离反应段有一定距离，这是预先所确

定好的。或者，多个冷却流贯穿整个反应炉。

炭黑完全冷却后，用常用的方法分离、回收

产物。用除尘器、旋风分离器、滤袋等传统

装置或本领域所熟知的其它装置可从气流

中分离炭黑。

在冷却段上游位置，将挥发性的含硅化

合物加入到炭黑反应炉内可生成炭黑-白炭

黑双相粒子。最好，含硅化合物在炭黑反应

炉温度下具有挥发性。适宜的含硅化合物非

限制性实例包括硅酸四乙氧基酯（TEOS）、

硅烷（如烷氧基硅烷、烷基烷氧基硅烷和芳

基-烷基烷氧基硅烷）、硅油、聚硅氧烷和环

状聚硅氧烷（如八甲基环四硅氧烷 OMTS、十

甲基环戊硅氧烷、十二甲基环己硅氧烷和对

八甲基环四硅氧烷）及硅氮烷（如六甲基二

硅氮烷）。适宜的硅烷包括四甲氧基硅烷、

四乙氧基硅烷、甲基三甲氧基硅烷、乙基三

乙氧基硅烷、二甲基二甲氧基硅烷、三甲基

甲氧基硅烷、二乙基丙基乙氧基硅烷和卤代

有机硅烷，如四氯硅烷、一甲基三氯硅烷、

二甲基二氯硅烷、三甲基氯硅烷、甲基乙基

二氯硅烷、乙基二甲基硅烷和二甲基乙基溴

硅烷。

除了挥发性化合物外，也可以使用可分

解含硅化合物制备硅处理炭黑。用于制备硅

处理炭黑的其它适宜的含硅化合物包括 D3、

D4和 D5 型环状聚硅氧烷、聚硅氧烷或硅油

等。根据这些化合物的挥发性和/或可分解

性可确定其作用。最好使用低分子量含硅化

合物。

可将含硅化合物预先与炭黑原料相混

合，然后经原料喷射段进入反应炉。又或者

将含硅化合物单独从原料喷射段上游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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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导入反应炉。但，含硅化合物必须从冷却

段上游导入。当含硅化合物挥发和处于高温

反应炉温度下时，含硅化合物会在反应段分

解并形成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这样白炭

黑就成为了炭黑的固有部分。如果完全将含

硅化合物同时和原料一并导入，至少一部分

炭黑聚集体应存在含硅区。也可在炭黑生成

后、冷却前，将含硅化合物导入反应段。在

这种情况下得到的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

其白炭黑或含硅物质主要存在于炭黑聚集

体表面或附近。

在本发明用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中，

硅或含硅物质包括但不限于二氧化硅（如

SiO2）和碳化硅，至少有一部分炭黑聚集体

含有这种硅或含硅物质，并作为炭黑的固有

部分。用 STEM-EDX（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

——能量色散 X 射线）检测炭黑-白炭黑双

相粒子时，可在单个炭黑聚集体内发现与含

硅物质相符合的硅信号。同物理混合白炭黑

和炭黑相比，STEM-EDX 检查清楚地说明了存

在独立的白炭黑和炭黑聚集体。

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硅浓度一般据

反应炉内含硅化合物的流量而定。通常，炭

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硅含量一般为 0.1～

25wt%，最好为 0.5～25wt%（如 1～25wt%，

或 2～20wt%，或 3～15wt%，或 6～10wt%）。

所得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具有导电

性，同白炭黑和二氧化钛相比，这种双相粒

子可赋予独特的性能。另外，处理粒子表面

还可改善粒子的表面特性，譬如可使粒子表

面的亲水白炭黑表面具有亲水性。

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可以改变其表面

的炭黑、白炭黑含量。譬如，表面白炭黑的

含量可为 10～90％，10～25％，25～35％，

35～45％，45～55％，55～65％，65～75％

或 75～90％。吸附化学基团可对炭黑-白炭

黑双相粒子表面进行改性。通常，不同的表

面处理剂将与粒子表面的炭黑和白炭黑部

分发生不同的反应。

譬如，吸附有机基团等化学基团可改性

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尤其是吸附在表面

的炭黑部分。用本行业所熟知的方法可制备

这种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譬如，美国专

利 No. 5,554,73.9、5,707,432、5,837,045、

5,851,280 、 5,885,335 、 5,895,522 、

5,900,029 、 5,922,118 、 6,042,643 、

6,337,358 、 6,350,51 、 6,368,239 、

6,372,820、6.551,393 和 6,664,312 及国际

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 WO 99/23174 和美国专

利申请公开说明书 2006/0211791 介绍了这

种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制备方法。用这

些方法，有机基团或吸附于炭黑-白炭黑双

相粒子的其它物质和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

可相互结合。然后，分别或一起加入亚硝酸

盐水溶液和酸以发生重氮反应，生成与炭黑

-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碳表面发生反应的重氮

盐。最好能在原位与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

生成这种重氮盐。在重氮反应中，伯胺基团

将通过重盐反应生成氮气或其它副产物，使

有机基团能吸附到颜料上。制备改性炭黑-

白炭黑双相粒子还有许多其它方法，譬如可

将带有功能团的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与带

有有机基团的试剂相反应。用上述参考文献

提到的方法也可制备这种改性炭黑-白炭黑

双相粒子。

此外，如美国专利 No.6,068,688、

6,337,358 、 6,368,239 、 6,551,393 和

6,852,158 所述，使用重氮和稳定自由基法

也可得到处理过的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

在这种方法中，至少有一个原子团和一个粒

子相反应，其中原子团为至少一种过渡金属

化合物和至少一种有机卤化物在一种或多

种具有自由基捕获性的粒子存在的情况下

相互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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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实施例中，可通过自由基加成将

化学基吸附在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表面。

譬如美国专利 No. 4,014,844 就对此方法有

所介绍。

在某些实施例中，还可以使用环氧反应

吸附化学基。譬如，欧洲专利 No. 0272127

和 0749991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将化学基吸附

在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表面。

如果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至少吸附有

一种有机基团，那么这种有机基团可以是脂

族基、芳族基、杂环基和杂芳基的基团。有

机基团可为取代型有机基团或非取代型有

机基团。脂族基是以烃基为基础的基团，可

含有 1～20 个碳原子，可以呈饱和型（即烷

基），也可以含有一个或多个不饱和位（即

烯基和/或炔基）。脂族基可以呈支链状或非

支链状，也可以呈环状或非环状。适宜的非

环状脂族基包括烷基、烯基和炔基。适宜的

环状脂族基包括环烷基（如环丙基、环丁基、

环戊基、环己基、环庚基、环辛基等）和环

烯基（如环戊烯基和环己烯基）。

“芳族基”一词是指不可取代的或可取

代的芳族碳环取代物，如本领域通常所理解

的包括苯基和萘基。众所周知，根据休克尔

规则，芳族适用于呈平面状的环状取代物，

且含有 4n+2π个电子。

“杂环基”一词在此指单环或双环_5-

或 6-元环系统，含有一个或多个由 O、N、S

组成的基团选取的杂原子。杂环基可以是任

何适宜的杂环基和脂族杂环基、芳族杂环基

或这些基团的化合物。芳族杂环基在此是指

杂芳基。杂环基可以是单环杂环基或双环杂

环基。适宜的双环杂环基包括熔合成 C6-C10

芳环的单环杂环环基。如果杂环基为双环杂

环基，那么环系统可以是脂肪族或芳族，或

者一个环系统为芳族，另一个环系统为脂肪

族，譬如苯并二氢呋喃。适宜的杂环芳基非

限制性实例包括呋喃基、苯硫基、吡咯基、

吡唑基、咪唑基、1,2,3-三唑基、1,2,4-三

唑基、异恶唑基、恶唑基、异噻唑基、噻唑

基、吡啶基、嘧啶基、吡嗪基、三嗪基、苯

并呋喃基、苯并噻吩、吲哚基、喹啉基、异

喹啉基、苯并咪唑基、苯并恶唑琳基、苯并

噻唑基和喹唑啉基。杂环基可用在此所述

1,2,3,4 或 5取代物取代，且取代物可在杂

环基上任一未占位置。

当有机基团被取代时，通常这种有机基

团含有能将有机基团吸附于炭黑-白炭黑双

相粒子上的特定反应相匹配的功能团。与重

氮盐反应相匹配的功能团包括，但不限于，

R、OR、COR、COOR、OCOR、X、CX3、CnH2n+1-yXy,

式中 n为 1～5，y为 1～2n+1，X为卤素（如，

Cl、F、I或 Br）、CN、NR2、SO2NR(COR)、SO2NR2、

NR（COR）、CONR2、NO2、SO3M(其中 M 为 H、

Li、Na、Cs或 K)、SO3NR4

+
和 N＝NR1´，其中

（a）R为独立氢，C1-C20取代或非取代烷基

（分枝或未分枝）、C2-C20取代或非取代烯基，

（C2-C4烯氧基）xR´´,其中 x 为 1～40，或

取代或非取代芳基，（b）R´为独立氢、C1-C20

取代或非取代烷基（分枝或未分枝）、或取

代或非取代芳基，和（c）R"为氢、C1-C20取

代或非取代烷基、C3-C20取代或非取代烯基、

C1-C20取代或非取代烷酰基和取代或非取代

芳酰基。X 为 1～40 间的整数，最好为 2～

25。有机基团可被取代多次。譬如，有机基

团可以是苯基，在其对位位置、间位位置或

邻位位置等一个或多个位置可用氟基、CF3

或 CnH2n+1-yXy取代，其中 y和 n值如上所述。

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可以是含有炭黑-白

炭黑双相粒子和苯胺重氮盐产物的改性炭

黑-白炭黑双相粒子。其中，苯胺在其对位

位置用氟基、CF3或 CnH2n+1-yXy取代，y和 n值

如上所述。

另外又或者用白炭黑处理剂等优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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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炭黑表面缔合的试剂处理炭黑-白炭黑双

相粒子。白炭黑处理剂可以是任何适宜的白

炭黑处理剂，可以共价键合到炭黑-白炭黑

双相粒子表面或以非共价键合涂层的形式

存在，这种非共价键合涂层也可涂覆在表面

炭部分。通常，白炭黑处理剂可以共价键合

到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白炭黑相，也可

非共价键合到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白炭

黑相。在某些实施例中，白炭黑处理剂可以

是硅油。硅油可以是非功能化硅油，也可以

是功能化硅油。非功能化硅油的非限制型实

例包括聚二甲基硅氧烷、聚二乙基硅氧烷、

苯基甲基硅氧烷共聚物，氟代烷基硅氧烷共

聚物，二苯基硅氧烷-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

苯甲基硅氧烷-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苯甲

基硅氧烷-二苯基硅氧烷共聚物，甲基氢硅

氧烷-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亚乙氧基改性

硅酮和 D3、D4和 D5 型等环状聚硅氧烷。根

据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表面处理条件及

所用硅油，硅油可以是非共价键合涂层，也

可以共价键合到粒子表面。

譬如，功能化硅油含有从乙烯基、氢化

物、硅醇、氨基和环氧基中选取的功能团。

功能团可以直接键合到硅酮聚合物骨架上，

或通过中介烷基、烯基或芳基键合。

在某些实施例中，白炭黑处理剂含有疏

水化硅烷。譬如，白炭黑处理剂可以是分子

式为 R4-nSiXn的化合物：式中 n 为 1～3，R

选取于氢基、C1-C18烷基、C3-C18卤代烷基和

C6-C14芳基，X选取于 C1-C18烷氧基或卤。

在某些实施例中，白炭黑处理剂含有功

能化硅烷。功能化硅烷至少含有一个功能化

基团，这种基团应含有丙烯酸酯、甲基丙烯

酸酯、氨基、酐、环氧树脂、卤素、羟基、

硫、乙烯基和异氰酸酯及这些物质的混合

物。

在某些实施例中，白炭黑处理剂含有硅

氮烷。譬如，白炭黑处理剂可以是六甲基二

硅氮烷、八甲基二硅氮烷和环硅氮烷等。

在某些实施例中，白炭黑处理剂含有美

国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 2010/0009280 所介

绍的一种或多种电荷改性剂。电荷改性剂包

括，但不仅限于，分子式为 An-Zc-Yb-Ar(EW)a

的试剂，式中 Ar 代表芳基，EW 代表吸电子

基团。Y代表联结基团，Z代表烯基，An 代

表锚定基团。通过锚定基团可以将电荷改性

剂吸附到粒子表面。a为 1～5间的整数，b

为 0 或 1，从为 0 或 1。具体来说，电荷改

性剂包括但不限于，3-（2,4-二硝基苯氨基）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DNPS）、3,5-二硝基苯

甲酰胺基-正丙基三乙氧基硅烷、3-(三乙氧

硅基丙基)-对硝基苯甲酰胺(TESPNBA)、五

氟苯基三乙氧基硅烷(PFPTES)和 2-(4-氯磺

酰苯基)乙基三甲氧硅烷 (CSPES)。

另 外 又 或 者 可 用 美 国 专 利 No.

12/798,540 所介绍的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

处理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这种二甲基硅

氧烷共聚物含有结构式如下的共聚物：

式中 R1为-H，-CH3、R2＝-H，-CH3、R3 ＝-CH3，-CH2CH3、-CH2CH2CH3、CH2Ar、-CH2CH2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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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2CH2CF3或-CH2CH2-Rf,Rf为 C1-C8全氟

化烷基团，R4为-CH3，-CH2CH3、-CH2CH2CH3、

CH2CH2CF3或-CH2CH2-Rf,Rf为 C1-C8全氟化烷基

团，R5为-CH3，-CH2CH3、-CH2Ar、CH2CH2Ar 或

-Ar，R6为-H、-OH、—OCH3或-OCH2CH3,Ar 为

未取代苯基或用一个或多个甲基、卤素、乙

基、三氟甲基、五氟乙基或-CH2CF3基取代的

苯基。式中，n、m和 k为整数，n≥1、m≥0、

k≥0。其中共聚物的分子量为 208～20000。

除了上述调色剂添加物外，调色剂组合

物还含有树脂和着色剂。通常，树脂和着色

剂相结合以形成调色剂粒子。

在此对着色剂不做特别要求，可以是任

何适宜的着色剂。在某些实施例中，着色剂

可以是任何适宜的颜料，如黑色颜料及其它

着色颜料（包括蓝色、黑色、棕色、青色、

绿色、白色、紫色、红紫色、红色、橙色或

黄色颜料）。也可以使用多种颜料的混合物。

典型的黑色颜料包括各种炭黑。为形成稳定

的分散体也可以将这些颜料和各种分散剂

一起混合使用。

根据颜料的预定特性，氮吸附所测得的

着色剂的 BET 比表面积范围较宽。譬如，着

色剂可以是比表面积大于等于 10m
2
/g（如大

于等于 20m2/g，或大于等于 50m2/g，或大于

等于 100m
2
/g）的颜料。此外，着色剂的比

表面积还小于等于 600m
2
/g（如，小于等于

500m2/g，或小于等于 400m2/g，或小于等于

300m
2
/g）。因此，着色剂的比表面积受上述

任意两个端点值所限制。譬如，着色剂的比

表面积可以为 10m2/g～600m2/g（如 10m2/g～

500m
2
/g 、 50m

2
/g ～ 500m

2
/g 、 100m

2
/g ～

400m
2
/g 、 100m

2
/g ～ 500m

2
/g 、 100m

2
/g ～

400m2/g或 100m2/g～300m2/g）。着色剂的初

级粒径范围较广。譬如，着色剂的初级粒径

大于等于 5nm（如大于等于 10nm，大于等于

15nm，大于等于 20nm，大于等于 30nm，大

于等于 40nm 或大于等于 50nm）。着色剂的初

级粒径要小于等于 250nm（如小于等于 100nm

或小于等于 80nm）。因此，着色剂的初级粒

径受上述任意两个端点值所限制。譬如，着

色剂的初级粒径约为 5nm～250nm（如 10nm～

100nm， 10nm～ 80nm,15nm～ 80nm 或 20～

100nm）。如果不容易得到比表面积较高的颜

料，那么可通过传统的粒径减小技术或粉碎

技术（如球磨或喷射研磨）减小颜料的粒径

以得到高比表面积颜料。

树脂可以是任何适宜的树脂，包括聚酰

胺、聚烯烃、聚碳酸酯、苯乙烯丙稀酸酯、

苯乙烯丙稀酸甲酯、苯乙烯丁二烯、交联苯

乙烯聚合物、环氧树脂、聚氨酯、乙烯树脂

（包括两种或多种乙烯单体均聚物或共聚

物）、聚酯及混合物。具体来说，树脂包括

苯乙烯及其衍生物的均聚物和共聚物，如聚

苯乙烯、聚对氯苯乙烯、聚乙烯甲苯、苯乙

烯-对-氯苯乙烯共聚物、苯乙烯乙烯甲苯共

聚物、苯乙烯和丙烯酸酯共聚物，如丙烯酸

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正丁酯和 2-丙烯

酸乙基己酯，苯乙烯和甲基丙烯酸酯共聚

物，如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酯、

甲基丙烯酸正丁酯和 2-甲基丙烯酸乙基己

酯，苯乙烯、丙烯酸酯和甲基丙烯酸酯共聚

物或苯乙烯和其它乙烯单体共聚物，如丙烯

腈（如苯乙烯-丙烯腈-茚共聚物）、乙烯基

甲醚、丁二烯、乙烯基甲基酮和马来酸酯。

树脂也可以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甲

基丙烯酸丁酯、聚乙酸乙烯树脂、聚乙烯醇

缩丁醛树脂、聚丙烯酸树脂、酚醛树脂、脂

肪族或脂环族烃类树脂、石油树脂或氯化石

蜡。树脂也可以是聚酯树脂，如由对苯二甲

酸（包括取代对苯二甲酸）、双（羟基烷氧

基）苯基烷烃（烷氧基含有 1～4个碳原子，

烷烃部分含有 1～10个碳原子，也可以是卤

代烷烃）和亚烃基二醇（亚烃基部分含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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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碳原子）制得的共聚合多酯。上述这些

树脂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

一般来说，树脂占调色剂组合物总重量

的 60％～95％。通常，适用于制备干法静电

复印调色剂的树脂的熔点为 100℃～135℃，

玻璃转化温度（Tg）大于 60℃（如大于 70℃

或大于 80℃）。

本发明调色剂组合物还可以含有其它

添加物，如下所述。这些添加物可以是载体

添加剂、正电荷或负电荷控制剂（如季铵盐、

吡啶盐、硫酸盐、磷酸盐和羧酸盐）、助流

添加剂、硅油和蜡（如市售聚苯烯和聚乙

烯）。一般来说，这些添加剂的含量一般为

0.05％～30wt％，但根据特定系统和预定特

性还可以减少或增大添加剂的含量。

本发明也介绍了调色剂组合物的制备

方法。该方法包括准备炭黑-白炭黑双相粒

子和至少含有一种着色剂的树脂粒子（其

中，树脂粒子表面能与炭黑-白炭黑双相粒

子结合，这样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才能分

布在树脂粒子表面），这样才能制备调色剂

组合物。就本发明调色剂组合物而言，根据

该方法可使用任何适宜的上述调色剂粒子。

在制备本发明调色剂组合物时还可以根据

需要在调色剂粒子和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

组成的混合物中添加其它成分。

用传统的粉末干混设备可混合炭黑-白

炭黑双相粒子和调色剂粒子以形成调色剂

组合物。

用多种已知方法可制备调色剂组合物，

譬如在传统的调色剂压出装置及相关设备

中混合、加热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着色

剂、粘合树脂和其它添加剂，也可根据需要

加入电荷增强添加剂。还有一些其它方法，

如喷雾干燥、熔融分散、挤压法、分散聚合

和悬浮聚合，还可根据需要再进行机械研磨

分类，使调色剂粒子达到理想的平均粒径和

理想的粒径分布。

调色剂组合物可单独使用在单组分显

影剂中，也可同适宜的双组分显影剂混合。

形成显影剂组合物的载体可从多种物质中

选取，一般包括载体核粒子和外面涂有薄薄

一层成膜树脂的核心粒子，这样才能与所用

调色剂之间形成合适的摩擦带电关系和电

荷电平。双组分调色剂组合物用适宜的载体

包括铁粉、玻璃珠、无机盐晶体、铁氧化体

粉和镍粉。一般来说，所有这些载体都应涂

上树脂涂层，如环氧树脂或碳氟树脂。

就改变湿度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保

持稳定性的情况下，调色剂添加物改变了调

色剂组合物的摩擦充电力。摩擦充电是指当

两种不同材料相互摩擦时，静电荷发生聚

集。譬如，在双组分显影剂中，调色剂粒子

和载体粒子之间的摩擦就会在调色剂上聚

集电荷。

实例

下面的实例将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

但并不局限于以下实例。

实例所用 CSDP-1、CSDP-2 和 CSDP-3 炭

黑-白炭黑双相粒子为卡博特公司产品。表 1

列出了炭黑-白炭黑双相粒子的各项物理参

数，包括吸碘值、吸油值（OAN）或压缩吸

油值（COAN）和白炭黑覆盖率。用 ASTM 标

准测试法可确定吸油值和压缩吸油值。白炭

黑表面覆盖率表示含有白炭黑的粒子比表

面积百分比，是用 BET 比表面积（BETSA）

和吸碘值确定的比表面积（ISA），通过等式

[(BETSA-ISA)/（BETSA）]×100％计算而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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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炭黑及其在橡胶和轮胎等挤压制

品中的分散性（待续）

余击空 译

发明领域

本发明介绍了一种具有优势的炭黑的

生产和应用。炭黑是基本上由元素碳所构成

的颗粒或粉状产品。炭黑主要用作橡胶的填

料或补强剂、颜料等。按照其生产方式和物

理性能进行分类，例如颗粒形状、尺寸、聚

集或团聚程度。本发明中的炭黑具有多种优

良性能，包括其分散性能要优于传统炭黑。

相关技术介绍

最重要的工业化炭黑生产技术是基于

对含碳的炭黑原料进行氧化热解。在这个过

程中，炭黑原料在有氧气的情况下在高温中

进行不完全燃烧。这种炭黑生产工艺包括，

例如炉法炭黑生产工艺、天然气槽法炭黑生

产工艺和焰黑生产工艺。炭黑生产中的含碳

原料主要是多核芳香烃炭黑油。

氧化热解所产生的气流中有含氢和一

氧化碳的废气和悬浮于废气中的细小炭黑。

在过滤设备中将炭黑从废气中分离出来。这

样制得的炭黑可再用造粒进行进一步处理。

通常用湿法或者干法造粒来生产粒状炭黑。

另外，最后进行干燥，将炭黑中的水分含量

降到小于重量的 1%。

工业化生产炭黑的 90%以上用作橡胶混

合物生产中的填料和补强剂。例如，在橡胶

混合物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用于生产汽

车高填充异型接头。这种橡胶混合物一般含

有占重量 20～40%的合成橡胶，最好为三元

乙丙橡胶、占重量 20～50%的炭黑、矿物油

和辅助物质。该橡胶混合物也可含有硫磺或

者过氧化物作为硫化剂。

所制造出来产品，例如异形接头的性能

决定于炭黑组分的特定性能。例如，选择哪

种炭黑影响了异型接头制造中所用到的橡

胶或者合成橡胶混合物的粘度、压射速度、

挤压膨胀、填料分散性、硬度、压缩永久变

形等性能。为了要低成本且方便地生产这类

产品，需要使用在给定硬度下具有低挤压膨

胀、高压射速度和优良分散性能的炭黑。

影响橡胶混合物功能特性的一个重要

变量是炭黑的比表面积，尤其是 CTAB 比表

面积，它是测量炭黑的橡胶有效表面部分的

重要标准。压射速度和分散性随着 CTAB 比

表面积的减小而增加。

其它重要的炭黑参数包括，测量初始结

构指数的 DBP吸油值和测量炭黑在机械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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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剩余结构的 24M4-DBP 吸油值。DBP 吸油

值高使得分散性能优良且挤压后膨胀低。用

CTAB 比表面积或 DBP 吸油值和其它常见测

试参数对炭黑进行的表征见《Kirk-Othmer

化学技术百科全书》第四版（1992 年）第四

卷第 1037-1074 页。

CTAB 比表面积在 10～50m2/g 和 DBP 吸

油值在 80～160ml/100g 之间的炭黑适合用

于型材混合物。

专利 EP0609433介绍了具有低吸碘值和

高 DBP 吸油值的炉法炭黑。

现有炭黑的缺点是在制造过程中分散

性和处理性能差。由于这种炭黑的比表面积

低、结构高，所以基于部分结晶三元乙丙橡

胶的配方越发重要，加上对于费用成本的考

虑，以及越来越短的混合时间，更加体现了

生产分散性更强、生产方式更加简便的炭黑

的重要性。

发明概述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可更加简便且低成

本生产的炭黑，它尤其应用于橡胶-型材混

合物生产领域。本发明还介绍了一种减少橡

胶混合物的挤压膨胀的炭黑，一种使橡胶混

合物更快挤出的炭黑，和/或使橡胶混合物

中填料含量更高的炭黑。本发明还介绍了生

产以上炭黑的方法以及含有这些炭黑的产

品或混合物。

图纸简述

图上是炉法炭黑反应炉的纵切面。燃烧

室位于图的左边，反应室位于右边。图上的

（1）是燃烧室前壁上的孔，用它来控制燃

烧空气和燃料的供应。图上的（2）是将炭

黑原料喷入紧缩部分的一个或多个喷枪的

位置。图上的（3）是将急冷水喷入反应室

内终止反应段的喷枪。

发明详述

本发明介绍了一种品质优良且更具优

势的炭黑，其 CTAB 比表面积为 10～35m2/g，

为 10～30m
2
/g 则更好，DBP 吸油值为 40～

180ml/100g，70～160ml/100g 则更好。该炭

黑的表征是，其聚集体尺寸分布的ΔD50 值

＞340nm，＞400nm 则更好，＞500nm 则特别

好。所有聚集体尺寸分布的值都与重量分布

有关。

聚集体尺寸分布的 M值（DW和 Dmode）＞2，

＞2.15 则更好，＞2.3 则特别好。聚集体尺

寸分布的标准偏差＞300nm。聚集体尺寸分

布的 D75%/25%比值＞2.4。ΔDBP/DBP 比值

＞0.24，＞0.35则更好，＞0.45则特别好。

至 少 为 0.29(ml/100g)−
1
， ＞

0.30(ml/100g)−1则更好。该炭黑可以是炉

黑。

本发明还介绍了一种在炉法炭黑反应

炉内生产优质炭黑的工艺。在反应炉内，沿

着反应炉轴排列的是燃烧段、反应段和终止

反应段。由于燃料在含气氧气中的完全燃

烧，在燃烧段内产生热的废气流，然后将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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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从燃烧段通过反应段送进终止反应段，将

炭黑原料与热废气在反应段内混合，通过喷

水停止终止反应段内炭黑的生成。该工艺的

特点是液态炭黑原料（例如液烃）和气态炭

黑原料（例如气态烃）喷入紧缩部分。如图

所示，可用径向喷枪 (2)来喷入炭黑原料。

它可以是由 2-64 个构成，8-32 个则更好，

12-16 个径向喷枪则特别好。油径向喷枪与

气径向喷枪的比值为 4:1～1:4，1:1则更好。

油喷枪和气喷枪是交替布置。径向油喷枪和

径向气喷枪的插入深度是可变化的。

可通过压力、蒸汽、压缩空气或气态炭

黑原料来雾化液态炭黑原料。

在一个优选方式中，气态炭黑原料和液

态炭黑原料可同时进入紧缩部分。

所以，炭黑中既有从气态生成的部分也

有从液态所生成的部分。

令人惊讶的是，在紧缩部分通过原料使

用较少量的气体，明显降低了炭黑的比表面

积。按照本发明，可以用较为简便的方法生

产出比表面积小于 20m
2
/g 的炭黑，且无杂

质，用油量适中。另外，由于热解动力学不

同，与炭黑油相比较，使用天然气能使得聚

集体尺寸分布特别广。

K 系数用作表征过剩空气的指数。K 系

数是燃料按化学计量燃烧所需的空气量与

实际向燃烧阶段提供的空气的量的比值。所

以，K系数为 1代表按化学计量燃烧。如果

空气过剩，那么 K 系数＜1。如果是已知的

炭黑，K系数可以在 0.2～0.9 的范围，最好

在 0.2～0.5 范围内操作。

可用适合的液态或者气态炭黑原料来

生产本发明中的炭黑。可使用的液态炭黑原

料包括液体脂肪族或芳香烃、饱和与不饱和

烃或者它们的混合物、煤焦油所产生的馏出

物、石油馏分催化裂化过程中所生成或通过

裂解石脑油或天然气产生烯烃的过程中所

生成的渣油。气态炭黑生产原料包括气态脂

肪族、饱和与不饱和烃或者它们的混合物或

天然气。其它适合于炭黑生产的原料可由技

术人员进行选择，《Kirk-Othmer 化学技术百

科全书》第四版（ 1992 年）第四卷第

1037-1074 页对其有过介绍。

另外，以上工艺描述并不局限于特定的

反应炉几何尺寸。相反，它适用于多种类型

和尺寸的反应炉。

可用有外部混合和内部混合的纯压力

式雾化喷嘴（单组件雾化喷嘴）和含两个组

件的雾化喷嘴来作为炭黑原料雾化喷嘴，通

过雾化介质，可使用气态炭黑原料。 所以，

如上所述，通过使用气态炭黑原料作为液态

炭黑原料的雾化介质，可使液态炭黑原料与

气态炭黑原料相结合。

为了雾化液态炭黑原料，可使用含两个

组件的雾化喷嘴。在单组件雾化喷嘴中，处

理能力的变化也可以使液滴尺寸发生变化。

在两个组件的雾化喷嘴中，液滴尺寸很大程

度上不受处理能力的影响。

可将炭黑油和气态烃原料同时喷入热

的热气气流中。可通过多套气喷枪将这些原

料一起或分开喷入。例如，可用一套喷枪喷

入甲烷，用另一套喷枪喷入炭黑油。

按照本发明生产的炭黑可用作橡胶混

合物中的补强炭黑，尤其是用于挤压型材

中。

本发明还介绍了橡胶混合物，它含橡胶

或者合成橡胶、本发明中的炭黑、还选择性

地含有白炭黑、有机硅烷和/或橡胶助剂。

除了天然橡胶，合成橡胶也适合于生产

本发明中的橡胶混合物。这里所用的“橡胶”

一词，除非另有说明，可以是天然橡胶或者

合 成 橡 胶 ， 或 者 两 者 均 是 。 例 如

《Kirk-Othmer 化学技术百科全书》第四版

（1992 年）第 21 卷第 481-562 页介绍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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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合成橡胶。他们尤其包括，聚丁二烯、

聚异戊二烯、苯乙烯含量为重量的 1～60%，

最好为 5～50%的苯乙烯/丁二烯聚合物（丁

苯橡胶）、丁基橡胶、丙烯腈含量为重量的

5～60%，最好为重量 10～50%的丁二烯/丙烯

腈共聚物（丁腈橡胶）、乙烯/丙烯/二烯烃

共聚物（三元乙丙橡胶）。

《Kirk-Othmer 化学技术百科全书》第

四版（1992 年）第 21 卷第 481-562 页介绍

过橡胶工业中的橡胶助剂。所以，本发明中

的橡胶或者合成橡胶混合物还可含有橡胶

助剂产品，例如，尤其是反应促进剂、反应

抑制剂、抗老化剂、稳定剂、加工助剂、塑

化剂、蜡、金属氧化物以及三乙醇胺、聚乙

二醇等活化剂。

橡胶助剂按照常规用量使用，特别取决

于预期的用途。常规用量是橡胶重量的

0.1～50%。

硫磺、有机硫磺供体或者自由基生成体

可用作交联剂。本发明中的橡胶混合物中还

可含有硫化促进剂。

合适的硫化促进剂有巯基苯并噻唑、亚

磺酰胺、胍、秋兰姆、二硫代氨基甲酸盐、

硫脲、硫代碳酸盐。硫化促进剂和交联剂的

用量是橡胶重量的 0.1～10%，橡胶重量的

0.1～5%则更好。

橡胶与填料、可选橡胶助剂和有机硅烷

进行混炼，可在常见的混炼设备，例如辊炼

机、密炼机、混炼挤出机中进行。通常情况

下，该橡胶混合物在密炼机内生产。将橡胶、

本发明中的炭黑、可选白炭黑、有机硅烷和

橡胶助剂在 100～170℃中在一个或几个连

续的热机混炼步骤进行混炼。在这里，每个

组分的添加顺序和添加时间对于所得到的

混合物的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然后，在 40～

110℃在密炼机内或辊炼机上，将用该方法

制得的橡胶混合物添加到交联化学品中，加

工成绿色胶料用于随后的步骤中，例如造型

和硫化。

在本发明中，在 80～200℃，130～180℃

则更好，可选在 10～200 巴的压力下，橡胶

混合物的硫化会受到影响。

本发明中的橡胶混合物适用于生产模

制品，例如生产充气轮胎、轮胎胎面、电缆、

软管、驱动皮带、传送带、滚动盖、轮胎、

鞋底、垫圈、型材和衰减器。

本发明中的炭黑也可以添加到塑料中。

本发明中的炭黑也可添加到建筑、地板

或屋顶产品、服装或鞋类、电气原件或导体、

电池、半导体或电屏蔽产品中。也可用作录

音介质、纸产品、颜料、油墨、油漆或其它

类似产品的原料。

本发明中的炭黑由于填料含量高，所以

具有高分散性、低挤出膨胀、高经济效益的

优点。

本发明中的炭黑的特征是在低粘度橡

胶混合物中具有特别好的分散性。

实施例 A

实施例 A是生产本发明中炭黑所用到的

反应炉参数。表 1中是是生产本发明中炭黑

所用到的反应炉参数实例。其中一种如图所

示。图中是反应炉的纵切面。在该炭黑反应

炉的燃烧室中，通过供应过量的大气氧而燃

烧天然气，从而产生热解炭黑油所用的热工

艺气体。通过燃烧室前壁中的孔（1）供应

燃烧空气和燃料。燃烧室呈锥形地向紧缩部

分逐渐变小。用一个或几个径向喷枪（2）

向紧缩部分喷入炭黑原料。经过了紧缩部分

后，反应气体混合物扩散进入反应室。在终

止反应段，用一个或几个急冷水喷枪喷入

水。

可用到的反应段的尺寸可从以下表格

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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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燃烧室最大直径 930mm 1143mm

到紧缩部分的燃烧室长度 2127mm 1985mm

燃烧室锥形部分长度 1307mm 1180mm

紧缩部分直径 114mm 260mm

紧缩部分长度 80mm 320mm

反应室直径 875mm 1400mm

急冷喷枪最大位置 1） 9705mm 14750mm

注：1）从进口到紧缩部分（+进口之后，-进口之前）

为了生产本发明中的炭黑，最好使用天

然气、炭黑含量为重量的 91.3%且氢含量为

重量的 7.87%的炭黑油。

表 1中是生产本发明中炭黑所用到的反

应炉参数。生产 R1到 R6共 6种炭黑。生产

条件的不同尤其与喷入紧缩部分的炭黑油

和天然气量有关。用常见方法对所产出的炭

黑湿法造粒，然后再表征并与橡胶混合物相

混合。

表 1

反应炉 I II

反应炉参数 单位 R1 R2 R3 R4 R5 R6

燃烧空气 Nm3/h 1800 1800 1800 1800 6800 5300

燃烧空气温度 ℃ 492 490 496 520 640 520

燃料（天然气） Nm3/h 67 67 67 67 108 155

炭黑油 kg/h 730 830 675 780 3950 3150

炭黑油温度 ℃ 148 116 118 121 170 170

紧缩部分的天然气 Nm3/h 10 10 10 10 140 160

添加剂（K2CO3） g/h — — 15 — — —

急冷位置 1） mm 9705 8290 9705 8290 14750 14750

注：1）从进口到紧缩部分

表 2中的所产出炭黑的分析特征数据，是根据以下标准而得到。

CTAB比表面积 ASTM D 3765

吸碘值 ASTM D 1510

STSA ASTM D 4820/5816

DBP 吸油值 ASTM D 2414

21M4-DBP 吸油值 ASTM D 3493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