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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聚丁二烯橡胶的轮胎胎面（续完）

向晴 译

（接上期）

当然熟知本专业的技术人员都知道胎

面橡胶胶料可以同传统的配合剂、白炭黑偶

联剂、抗降解剂、加工油、脂肪酸（如硬脂

酸、油酸、棕榈酸和亚麻酸）、酸、氧化锌、

硫供体及硫化促进剂相混合。这类配合剂包

括上述补强填料（如炭黑和沉淀白炭黑）。

可以使用蜡和树脂等加工助剂。蜡可以

是微晶蜡和石蜡，其用量为 1～5份或 1～3

份。树脂通常为增粘树脂，譬如合成烃及天

然树脂，其用量为 1～5份或 1～3份。硫化

剂可以是硫同一种硫磺硫化促进剂混合使

用，也可以是一种硫同多种硫磺硫化促进剂

混合使用。在硫磺和促进剂组成的硫化剂

中，硫磺的用量一般为 0.5～5份，最好为

0.5～3份，促进剂通常选用次磺酰胺类，其

用量一般为 0.5～5份，最好为 1～2份。虽

然可分一步混合弹性体在内的助剂（不包括

硫磺和促进剂硫化剂），但通常应至少按顺

序分两步先混合，混合后的温度为 145～

185℃。我们通常将这种混合步骤称为非生

产性混合。随后，混合硫磺和促进剂及一种

或多种延迟剂和一种或多种抗降解剂。此时

混合温度达到 90～120℃。我们通常将该步

骤称为生产性混合。

混合后，混炼橡胶通过适宜的模具经过

挤压可形成轮胎胎面。然后，将轮胎胎面置

于硫磺硫化轮胎胎体上，之后提高温度和压

力并在适宜的模具内完成硫化。

通过以下实例能更好地说明本发明。除

非另作说明，否则文中的份数和百分比都以

重量为基准。

实例 I

制备橡胶胶料以评测轮胎胎面用顺

1,4-聚丁二烯橡胶代替天然橡胶（天然顺

1,4-聚异戊二烯橡胶）的效果。

该实例中的橡胶胶料称为橡胶试样 A和

橡胶试样 B。

橡胶试样 A 是基于天然橡胶的比较试

样。

试验橡胶试样 B 是以特定的顺 1,4-聚

丁二烯橡胶为基准的试验橡胶试样，其中掺

有微量天然橡胶。

下表 1列出了基本橡胶胶料配方，除非

另作说明，否则表中助剂份数以每 100 份橡

胶为基准。

在不含硫磺和硫磺硫化促进剂的情况

下，在第一非生产混炼步骤（NP-1）中，在

密炼机中混合弹性体可制得橡胶胶料。其

中，混炼时间为 4分钟，混炼温度为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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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还可以在不添加其它助剂的情况

下，在第二非生产混炼步骤（NP-2）中，在

密炼机中将橡胶混合物混炼 4 分钟达到

160℃的混炼温度。然后，在含有硫磺和硫

磺硫化促进剂的情况下，在生产性混炼步骤

（PR）中，在密炼机中混合所得橡胶混合物。

其中，混炼时间为 2 分钟，混炼温度为

110℃。然后在生产性混炼步骤前，在每个

非生产性混炼步骤间，将橡胶胶料制成片状

并冷却到 50℃下。

下表 2列出了根据表 1所列基础配方所
制得的橡胶胶料的未硫化特性和硫化特性

以及其它物理特性。我们将这些试样称为橡

胶试样 A、橡胶试样 B和橡胶试样 C。
表 1

第一非生产性混炼步骤(NP1)–混炼温度达到 160°C 份数 (phr)
天然顺 1,4-聚异戊二烯橡胶（SMR20） 100或 25
特定顺 1,4-聚丁二烯橡胶 1 0或 75
炭黑，橡胶补强剂（N121）2 5
白炭黑，沉淀 3 32
白炭黑偶联剂 4 2.6
微晶蜡和石蜡 1.5
脂肪酸 5 2
抗氧化剂 2.8
氧化锌 3
生产混炼步骤（PR）-混炼温度达 110℃
硫磺 1.4
促进剂 6 2
1特定顺 1,4-聚丁二烯橡胶(在钕系催化剂下有机溶剂溶液聚合 1,3-丁二烯单体)，Lanxess
公司产品（CB25™，Tg为-105℃，异质指数为 1.5/1～2.2/1）。
2橡胶补强用炭黑，ASTM 编号为 N121
3 Rhodia公司的沉淀白炭黑，Zeosil™ Z1165 MP
4偶联剂，Evonik Degussa 的 Si266™，含有双(3-三烷氧基甲硅烷烷基）多硫化物，且
有 2～2.6 个连接硫原子
5硬脂酸、棕榈酸和油酸的混合物
6亚磺酰胺和二苯胍硫磺硫化促进剂

表 2

参比 试验

A B C
天然橡胶-SMR-20（phr） 100 50 25
特定顺 1,4-聚丁二烯橡胶（phr） 0 50 75
特性

RPA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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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比 试验

未硫化动态储存模量 G' (KPa) 211 281 284
10％应变，11 Hertz, 100°C：

动态储存模量 G' (MPa) 1.6 1.92 2.13
Tanδ 0.138 0.133 0.135

MDR 测试：60分钟，150℃
最大扭矩(dNm) 18.6 21.9 24.1
最小扭矩(dNm) 2.9 4 4.1
T90（min.） 7.25 7.88 8.33

应力-应变
拉伸强度(MPa) 22 20.7 18.7
扯断伸长率 (%) 522 550 515
100%模量, 环形(MPa) 1.88 1.9 2.02
300%模量，环形(MPa) 12 9.98 9.88

回弹(Zwick)
23°C 47 52 52
100°C 62 63 62

肖氏 A硬度
23°C 66 67 70
100°C 60 62 65

撕裂强度 1, N
23°C 147 126 139
95°C 238 142 139

磨损率(mg/km), Grosch2

低程度(20N), 2°偏离角, 盘式
速度= 40 km/hr, 距离= 7,500 米 7.9 5 4

中等程度(40N), 6°偏离角, 盘式
速度= 20 km/hr, 距离= 1,000 米 67 48 33

高程度(70N), 12°偏离角, 盘式
速度= 20 km/hr, 距离= 250 米 770 375 203

超高程度(70N), 16°偏离角, 盘式
速度= 20 km/hr, 距离= 500 米 2512 965 351

根据撕裂强度（脱落粘附）测试所得到

的数据
1
用于确定两个橡胶胶料试样间的界

面粘结力。具体来说，在直角下，将一个橡

胶胶料试样从另一个橡胶胶料试样中拉离

到未撕裂状，且橡胶胶料两端在 180°下拉

开，这样在 95℃下，用 Instron 设备可确定

这种界面粘结力，测定单位为牛顿力。

通 过 LAT-100 磨 耗 试 验 机 可 测 定

Grosch 磨损率
2
，其测定单位为 mg 磨损橡胶

/km。在恒定荷载（牛顿力）下，将测试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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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试样置于一定偏离角，并在旋转的磨耗测

试圆盘（HB Schleifmittel 有限公司产品）

上滑动给定距离。在实践过程中，低磨耗程

度测试的荷载为 20牛顿力，偏离角为 2°，

圆盘速度为 40 km/hr，测试距离为 7500 米；

中等磨耗程度测试的荷载为 40 牛顿力，偏

离角为 6°，圆盘速度为 20 km/hr，测试距

离为 1000米；高磨耗程度测试的荷载为 70

牛顿力，偏离角为 12°，圆盘速度为 20

km/hr，测试距离为 250 米；超高磨耗程度

测试的荷载为 70 牛顿力，偏离角为 16°，

圆盘速度为 20 km/hr，测试距离为 500米。

同以 100份天然橡胶为基准的参比橡胶

试样 A相比，从表 2可得知试验橡胶试样 B

（顺 1,4-聚丁二烯橡胶与天然橡胶之比为

50/50）的磨损率至少可减少（即改善）60％，

最多可减少（改善）260％，这将据 Grosch

耐磨测试程度而定。

同以 100份天然橡胶为基准的参比橡胶

试样 A相比，从表 2可得知试验橡胶试样 C

（顺 1,4-聚丁二烯橡胶与天然橡胶之比为

75/25）的磨损率至少可减少（即改善）

197％，最多可减少（改善）715％，这将据

Grosch 耐磨测试程度而定。

同以 100份天然橡胶为基准的参比橡胶

试样 A相比，从表 2可得知试验橡胶试样 C

（顺 1,4-聚丁二烯橡胶与天然橡胶之比为

75/25）的刚度从 211 MPa 增加（即改善）

到 284 MPa，试样的动态储存模量 G'可加以

证明。

同以 100份天然橡胶为基准的参比橡胶

试样 A相比，从表 2可得知试验橡胶试样 C

（顺 1,4-聚丁二烯橡胶与天然橡胶之比为

75/25）的肖氏 A硬度在 23℃下从 66增加到

70，100℃下从 60增加到 65。

我们发现，当磨损率显著降低，动态储

存模量 G'和肖氏 A 硬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

所增加，但 23℃和 100℃下的回弹值几乎不

受影响。

我们发现如果用聚丁二烯橡胶替代大

部分天然顺 1,4-聚异戊二烯橡胶，而要保持

胎面用橡胶胶料的滞后性，那么胎面胶料的

内部生热不会明显增加，因此取得相似的回

弹值就显得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可以看出在撕裂强度基本相

同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橡胶胶料的轮胎胎

面，其耐磨性得到明显改善。在此我们认为

这样能提升胎面的耐久性。

我们还观察到，对于橡胶试样 C来说，

其主要成分为特定顺 1,4-聚丁二烯橡胶，其

未硫化橡胶胶料的动态储存模量（G'）并未

明显提高，这说明了橡胶试样的加工性基本

未变。

译自欧洲专利

馆藏号 201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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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的表面改性

余击空 译

发明范围

本发明介绍了一种炭黑产品的制备方

法。该方法是将炭黑与共轭二亚胺化合物反

应，生产出炭黑表面附着有共轭二胺基团的

炭黑。本发明还介绍了所生成的表面改性炭

黑产品在喷墨油墨成分中的应用。

发明背景

炭黑用途广泛。在多个应用领域，需要

使用具有改性的炭黑，尤其是，当应用于水

性组合物中时，需要使用表面上有离子基团

的改性炭黑来促进炭黑在水性组合物中的

分散性。人们已经掌握一些对炭黑表面进行

化学改性的方法，并在商业上应用。例如，

众所周知，可用多种处理剂来氧化炭黑表

面，使用表面氧化的方法来生产一些产品。

同样，我们也掌握了对炭黑表面用硫酸或氯

胺酸进行磺化并进行卤化的方法。

美国专利 3043708介绍了有烃基团化学

附着在表面的改性炭黑。该改性炭黑的制备

方法是，在有弗里德—克里夫茨反应催化剂

的情况下，将有炭黑与烷化剂发生反应。据

说能附着于炭黑表面烃基团包括脂族基和

芳基。美国专利 3025259 介绍了含有美国专

利 3043708 中的改性炭黑的胶料。

美国专利 3335020 介绍了改性炭黑，该

炭黑用苯进行处理，将苯聚合在炭黑上。

美国专利 US2502254和 US2514236曾介

绍过含炭黑的颜料的生产方法。美国专利

US2502254 介绍过，可在有炭黑存在的情况

下通过产生偶氮颜料从而制得适合于粘胶

大面积着色的高度分散颜料。该颜料的生产

方法是，在一种或其它水性溶液中有炭黑的

情况下，将重氮化的胺与另一常见中间体通

过搅拌进行偶联，生成黄色、桔色或者红色

颜料。美国专利 US2514236 介绍了，采用该

方法，在有炭黑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将一个

分子比例的四氮化联苯胺与两个分子比例

的吡唑啉酮相偶联，也能制备出巧克力褐色

的颜料。

专利 WO92/13983 介绍了通过电化学还

原重氮盐,从而对含碳材料的表面进行改性

的方法。该方法尤其适合于复合材料的碳片

和碳纤维。专利也介绍了用该方法进行改性

的含碳材料。

美国专利 5851280介绍了炭黑上附着有

有机基团的炭黑产品的制备方法，在该方法

中，在没有充足的外部应用电流来还原重氮

盐的情况下，重氮盐与炭黑反应，或者重氮

盐与炭黑在质子反应介质中发生反应。

美国专利 2008/0115695 介绍了一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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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颜料的生产方法，首先是磺化颜料，然后

对颜料进行氧化，这样改性颜料的表面上会

附着有磺酸和羧基表面改性基团。

美国专利 2010/0061951 介绍了一种表

面改性或自分散颜料的生产方法，就是将取

代三嗪化合物与水性颜料分散体相反应。

喷墨打印是用逐像素方式通过墨滴沉

积从而产生打印图像。可用多个方法来控制

墨滴在图像记录成分上的沉积，以产生理想

的打印图像。在一个方法中，用按需滴定喷

墨打印机，将每滴墨滴按需喷射在图像记录

成分上，形成所需要的打印图像。在按需滴

定打印中，控制墨滴喷射的常见方法有压电

换能器和热泡形成。在另一方法中，用连续

喷墨的打印机，装入连续液滴流，在图像记

录成分表面形成影像，而未形成图像的液滴

被接住并返回油墨盒。喷墨打印机具有广泛

的应用市场，包括办公文件、高质量图像成

像、短版印刷和工业标签等。

由于颜料型油墨在使用中具有更佳的

图像稳定性，所以它更优于染料型喷墨墨

水。由于自分散颜料在多种墨水配方和环境

条件中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所以它更优于表

面活性剂分散的、低聚物分散的或者聚合物

分散的颜料。当需要高密度和高清晰度的图

像时，例如文本和图片打印时，尤其当打印

在普通纸张上时，一般使用自分散颜料。

尽管有上文所述的技术，但仍有必要寻

求到对炭黑表面化学进行改性的其它方法，

以赋予炭黑所需要的性能。尤其是，有必要

寻求到对炭黑表面化学进行改性的方法，以

提高水性油墨中色素炭黑的亲水性和自身

水分散性。

发明概述

根据第一个实施方式，本发明介绍了将

炭黑与共轭二亚胺化合物接触，从而对炭黑

表面进行改性的方法。在一个具体的实施方

式中，该共轭二亚胺化合物中可含有多种取

代基，赋予炭黑所需的对应性能，例如羧酸

或磺酸基团能提高炭黑的亲水性和自分散

性能。本发明的另一实施方式介绍了按照本

发明所制备的新型炭黑产品。该炭黑产品的

应用领域与传统炭黑相同。这些应用包括但

不仅限于塑料、水性油墨、水性涂料、胶料、

纸张、纺织品等。在更佳具体的实施方式中，

将所得到的改性炭黑用作水性喷墨油墨成

分中的颜料。

发明详述

本发明的第一个实施方式介绍了将炭

黑与共轭二亚胺化合物相接触，例如一种含

有通过共轭原子链连接的两个亚胺基团的

化合物，从而对炭黑表面进行改性的方法。

该共轭二亚胺化合物是通过氧化相应的共

轭二元胺化合物而得到。在一个特别的实施

方式中，可在水性反应介质中的炭黑存在的

的情况下氧化共轭二元胺化合物，从而方便

地生成本发明中使用的共轭二亚胺化合物。

该氧化化学在照片色彩显色法中是众所周

知的，其中共轭二元胺化合物很便于用作照

片显色剂。本发明中可用的共轭二元胺化合

物包括已知的照片色彩显色剂化合物，例如

对苯二胺、氨基羟基吡唑和氨基吡唑啉化合

物。

在显色方法中，以共轭二亚胺形式存在

的氧化色彩显色剂化合物与摄影成像成色

剂发生反应，生成染料影像。在本发明中，

共轭二亚胺化合物、与炭黑表面基团发生反

应，生成附着于炭黑表面的共轭二元胺化合

物。炭黑表面一般有化学吸附氧复合物（例

如羧基、醌基团、内酯酸基团或酚基），它

们程度各不相同，取决于炭黑生产方法和之

前的表面处理条件和机理。所以，多数炭黑

本身是富电子的，易于发生亲电取代反应。

本发明中所用到的共轭二亚胺化合物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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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亲电体，易于在终端氢原子上与适

当的亲核体，例如摄影色彩成像成色剂发生

反应，或者在本发明中的情况下，与炭黑表

面发生反应。由于生产过程中用了共轭二亚

胺提高活性，在炭黑表面有不同程度的一定

量的含氧官能团，例如苯酚、酮等。在特定

实施方式中，共轭二亚胺化合物中可含有多

种取代基，以赋予所得到的改性炭黑以相应

的性能，例如，羧酸或磺酸基团能提高炭黑

的亲水性和自分散性能。通过选择其它相应

的取代基，可取得其它所需要的性能。

尽管摄影显色剂化合物通常是在摄影

显色过程中用卤化银进行氧化，但在本发明

中可用任何适合的氧化剂，从共轭二元胺化

合物中得到共轭二亚胺化合物。在具体的实

施方式中，可用由碱—碱性土—次氯酸钠、

—过硫酸盐、—铁氰化物、—过碳酸盐、—

过硼酸盐、—过一硫酸盐或—高锰酸盐、它

们的过氧化氢或盐、或脂肪族或芳香族有机

过酸所组成的氧化物对对苯二胺、氨基羟基

吡唑、氨基吡唑啉进行氧化。

在特定的实施方式中，使用一种对苯二

胺化合物，这样就通过氧化对苯二胺得到了

共轭二亚胺化合物，生成苯醌二亚胺化合

物。在 1977 年出版的由 T.H.James 所编辑

的《摄影方法理论》一书中，介绍了该苯醌

二亚胺化合物的生成反应，它代表了从本发

明中所用的共轭二元胺中生成共轭二亚胺

的反应生成化学。本发明中所用的具体的对

苯二胺化合物包括了以下结构所代表的化

合物。

其中 R1可能是 H、取代或不取代烷基、

取代或不取代芳基、取代或不取代环烷基、

聚氧化烯；R2可能是取代或不取代烷基、取

代或不取代芳基、取代或不取代环烷基、聚

氧化烯；R3中的每一个可以独立的是 H、卤

素、烷氧基、芳氧基、烷基、芳基、羟基、

氨基、烷基-或二烷基-氨基、芳基-或二芳

基-氨基、芳基烷基氨基、烷基氨基、氨基

甲酰、烷基氨基甲酰、芳基氨基甲酰、N,N-

二烃基氨基甲酰、N,N-二芳基氨基甲酰、N-

烷基、N-芳基氨基甲酰、羧基、磺胺类、磷、

烷基磺酰氨基、芳基磺酰氨基、烷氧羰基、

芳基羰基、酰基、脲基、烷基-或芳基-脲基、

硫代烷基、氰基或黄硝。N代表 1～4的一个

整数，R1和 R2或者两个相邻的 R3可结合起来

形成 5-或 7-元碳-或杂环。优选地，R1可以

是 H、1-6 碳的取代或不可取代烷基、6-10

碳的取代或不取代芳基、3-6 碳的取代或不

取代环烷基、杂芳基或聚氧化烯。为了提高

炭黑的亲水性和自分散性能，至少由 R1、R2、

R3中的至少一个构成酸根，例如羧酸或磺酸

取代基。

本发明中所用的共轭二元胺的具体实

施方式包括以下的共轭二元胺 CD-1～

CD-17。

本发明中可用任何炭黑，所得到的炭黑

产品的应用范围与传统炭黑一致。根据所预

期用途来选择炭黑性能。更为重要的是，本

发明中的方法可用于生产具有传统炭黑所

不具备的优良性能的炭黑产品。

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色素炭黑适合用作

本发明的化学改性中的基底。但是本发明并

不仅限于此。以下具有代表性的炭黑来自于

卡博特公司：MONARCH 1400、MONARCH 1300、

MONARCH 1100、MONARCH 1000、MONARCH 900、

MONARCH 880、MONARCH 800、MONARCH 700。

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色素炭黑来自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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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RAVEN 7000、RAVEN 5750、RAVEN 5250、

RAVEN 5000、RAVEN 3500。以下具有代表性

的色素炭黑来自欧力隆工程碳公司：色素炭

黑 FW 200、色素炭黑 FW 2、色素炭黑 FW 2V、

色素炭黑 FW 1、色素炭黑 FW 18,色素炭黑

S 160、色素炭黑 S 170、特种炭黑 6、特种

炭黑 5、特种炭黑 4A、特种炭黑 4、PRINTEX

U、PRINTEX V、PRINTEX 140U、PRINTEX 140V、

NIPex-160、NIPEx-170、NIPex-180。以下

具有代表性的色素炭黑来自于太阳化学公

司：LHD9303 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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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所介绍的方法可在多种条件下

实施，并且通常不受任何特定条件的影响。

反应条件仅需要的是共轭二亚胺要足够稳

定，使其能与炭黑发生反应。因此，该方法

可在当共轭二亚胺的使用期很短暂的条件

下实施，尤其是在当炭黑存在的情况下，当

氧化相应的共轭二元胺时，现场制备二亚胺

的时候。本发明中的方法最好是在一种水性

反应介质中实施，也就是，仅在水中或者在

水与其他溶剂的混合物中。如果需要，所得

到的改性炭黑产品可用所熟知的技术进行

隔离和干燥。而且，可用所熟知的技术处理

得到的炭黑产品以去除杂质。实施例中将介

绍本发明的多种优选实施方法。

根据本发明，共轭二亚胺能和任何类型

的炭黑发生反应，例如，粉末状的、片状的

炭黑等。该色素炭黑和共轭二亚胺（或者共

轭二元胺和氧化剂）可在适量水中简单分散

或搅拌。例如，添加了玻璃、氧化锆、氧化

铝、不锈钢、磁珠或其它珠子的球磨、磨碎

机、胶体磨碎机、砂磨机用于搅拌。在这种

情况下，颜料最好是预先打磨成所需的粒

径。或者，在打磨颜料的时候，颜料可与表

面改性剂发生反应。可用旋转均质器或超声

波均质器进行研磨。在搅拌和表面改性后，

将珠子和粗粒子从分散体中分离出。从而得

到水性颜料分散体。如果需要的话，可用分

离膜离心、用金属过滤器或膜滤器过滤、用

离心机分类、或用碱金属盐或胺的氢氧化物

进行中和。

按照本发明，共轭二亚胺化合物与炭黑

之间的反应形成了附着有共轭二元胺基团

的炭黑产品。所以，本发明还介绍了附着有

共轭二元胺基团的炭黑产品，特别是用本发

明所介绍的方法所制备的产品。如上文所

述，该共轭二元胺基团可有多个取代基。该

炭黑产品是用酸性取代基团例如羧酸和磺

酸取代基团，代替附着的共轭二元胺基团，

其优点是与未处理炭黑相比较，该炭黑产品

的水分散性得到提高。当用本发明的方法制

备水分散性炭黑产品时，所得到的产品溶液

或浆液可直接使用或在使用前稀释。或者，

可用干燥普通炭黑的技术来干燥该炭黑产

品。这些技术包括但不仅限于干燥炉和回转

窑。

本发明中的炭黑产品可和普通炭黑一

样用在简单的应用领域中，但是附着于炭黑

上的共轭二元胺基团可用于改性和提高一

定炭黑的性能，以用于特殊用途。如果需要，

可用所熟知的方法对附着于炭黑上的基团

也进行化学变化，以用于特殊用途。例如，

酸基可转换成它的盐类或酰胺。

本发明中炭黑产品最终应用领域包括

塑料成分、水性油墨、水性涂料、胶料、纸

张和纺织品等。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本

发明中的炭黑产品在水性油墨配方中特别

适用。上文所述的水分散炭黑产品特别适合

于该用途。所以，本发明介绍了由水和炭黑

所组成的一种新型油墨成分，其优势是使用

了本发明中的炭黑产品。本发明中的炭黑产

品，无论是预分散体或是固体形式，都可用

标准技术将其加入水性油墨配方中。使用本

发明中的水分散炭黑产品，由于减少或取消

了其它传统炭黑生产中常见的研磨步骤，所

以具有显著优势并能节约成本。

在一个特别的实施方式中，按照本发明

制备的表面改性的自分散色素炭黑的平均

当量球形颗粒直径为 55nm～ 200nm，为

55nm～170nm 较好，55nm～150nm 则更好。

在这里使用的中数粒径指的是第 50 个百分

位，这样粒子体积的 50%是由直径小于指定

直径的粒子所构成。可以理解为，本发明中

的颜料分散体是由小于以上粒子平均粒径

的一次炭黑聚集体所组成。含有该颜料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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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炭黑粒子的一次粒径可能一般都在

10nm～30nm范围内。使用超细粒子分析仪测

量本发明中的中值粒径。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中，喷墨打印

油墨中可含有重量浓度 1～10%的自分散色

素炭黑，3～10%则更好。该油墨的物理性能

适合于多种的喷射条件，例如热喷墨打印设

备的驱动电压和脉冲宽度、按需喷滴或连续

喷滴设备的压电元件的驱动频率、喷嘴的形

状和大小。油墨组分的具体选择取决于喷出

油墨的打印头的具体用途和性能要求。热的

和压电的按需喷滴和连续喷滴打印头都均

要具有不同物理性能的油墨成分，以取得可

靠和精确的喷墨效果。可接受的粘度一般不

超过 20 cP，在 1.0 cP～6.0 cP范围内更好，

1.5 cP～3 cP则最好。本发明中用的喷墨打

印油墨的溶液密度通常为 1 g/cc～ 1.2

g/cc。

喷墨打印油墨中的其它添加剂包括喷

射助剂、增稠剂、导电性增强剂、抗结垢剂、

干燥剂、不溶于水剂、干燥增溶剂、螯合剂、

粘接剂、抗光剂、增粘剂、缓冲剂、防卷曲

剂、稳定剂、去沫剂。也可添加杀虫剂（重

量的 0.01～1.0%）以防止微生物的生长。

可通过添加酸或碱来调节本发明中水

性油墨成分的 pH值。油墨的 pH值最好为 4～

10，取决于所使用的颜料的类型。本油墨的

pH值为 5～9，7～9更好。无机酸通常包括

盐酸、磷酸和硫酸。有机酸通常包括甲磺酸、

乙酸和乳酸。无机碱通常包括碱金属氢氧化

物和碳素。美国专利 2010/0092669 介绍过，

在一个特殊的实施方式中，可用有机碱来减

少在打印系统元件上的聚合物沉积。有机碱

通常为氨、四甲基乙二胺、三羟乙基胺。特

别有用的有机酸为酸度系数为 7～9 的酸。

优选的有机碱选自咪唑、N,N-双(2-羟乙

基)-2-氨基乙磺酸、4-吗啡啉丙磺酸、三羟

乙基胺、三羟甲基甲胺、三甲基甘氨酸和二

羧甲基胺。

本发明中用到的油墨成分中可含湿润

剂和/或共溶剂，以防止油墨成分在打印头

干燥或结壳，提高油墨成分中组分的溶解

度，促进打印后油墨渗入图像记录成分。在

水性油墨成分中用到的湿润剂和共溶剂的

代表实施例包括：（1）醇类，例如甲醇、乙

醇、正丙醇、异丙醇、正丁醇、仲丁醇、叔

丁醇、糠醇、四氢糠醇；（2）多元醇，例如

乙二醇、二甘醇、甲二醇、四甘醇、丙二醇、

聚乙二醇、聚炳二烯、1,2-丙二醇、1,3-丙

二醇、1,2-丁二醇、1,3-丁二醇、1,4-丁二

醇、1,2-戊二醇、1,5-戊二醇、1,2-乙二醇、

1,6-己烷、2-甲基-2,4 戊二醇、1,2-庚二醇、

1,7-己二醇、2-乙基-1,3-己二醇、1,2-辛

二醇、2,2,4-三甲基-1,3-戊二醇、2-乙基-

羟甲基-丙二醇、醣类、糖醇和硫代乙二醇；

（3）来源于多元醇的更低的单醚和烷基醚，

例如乙二醇单甲醚、二乙二醇单甲醚、乙二

醇单乙醚乙酸酯、聚乙二醇单丁醚、二乙二

醇丁醚醋酸酯；（4）含氮化合物，例如尿素、

2-吡咯烷酮、N-甲基-2-吡咯烷酮、1,3-二

甲基-咪唑烷酮；（5）含硫化合物，例如 2,2′

-硫代双乙醇、二甲亚砜、环丁砜。例如基

于油墨总重量，本发明中的水性油墨成分通

常含有，20-95%的水、5-70%的湿润剂和

2-20%的共溶剂。

本发明中用到的喷墨打印系统包含一

个打印机、按照本发明制备的至少一个油墨

成分和图像记录成分，通常是纸张（在这里

也叫介质），用于接受来自喷墨打印机的油

墨。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本发明将介绍一种

喷墨打印法，其步骤为：a）提供一个能对

数字数据信号做出反应的喷墨打印机；b）

在打印机中添加喷墨记录成分；c）在打印

机中装入本发明中的水性喷墨油墨；d）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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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油墨成分用于喷墨记录成分中，对数字

数据信号做出反应。喷墨打印是一种产生图

像的无冲击方法，它是用逐像素方式沉积墨

滴在图像记录成分中，对数字数据信号做出

反应。 可用多个方法来控制墨滴在图像记

录成分上的沉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打印图

像。在一个方法中，即按需滴定喷墨打印中，

每滴墨滴按需喷射到图像记录成分上，产生

所需要的打印图像。在按需喷射打印中控制

墨滴喷射的一般方法包括用压电式转换器

和形成热气泡。多年来，按需喷滴的液体喷

射装置被称为喷墨打印系统。早年的装置是

基于压电驱动器，如美国专利 3946398 和

3747120 所介绍。目前，很受欢迎的一种喷

墨打印形式是热喷墨（热泡喷射），它使用

电阻加热器来产生蒸汽泡沫，造成液体喷

射，美国专利 4296421 对此有过介绍。在另

一方法中，使用连续喷墨方式，液滴流被连

续喷到图像记录成分表面，而未成像的液滴

被接住并返回到油墨盒。美国专利 6588888、

6554410、 6682182、 6793328、 6866370、

6575566、6517197 介绍了连续喷墨打印机。

喷墨打印机广泛应用于打印桌面文件、摄影

质量成像、短版印刷、工业标签中。喷墨打

印方法和相关的打印机在市场上可买到，在

此无需详细介绍。

本发明中的油墨最好用在一个至少有

洋红色、蓝绿色、黄色和黑色油墨的喷墨打

印装置中。也可使用含有非着色粒子和不含

着色剂的无色油墨成分。无色油墨成分常用

作定影剂或不溶解液体，与有色油墨一起印

刷，以减少在空白纸上的色彩和防水性之间

的出血版，详见美国专利 5866638 或美国专

利 6450632。无色油墨也用于给打印图像提

供一层覆盖，通常是为了提高耐划伤性和防

水性能，美国专利 2002/0009547 或欧洲专

利 1,022,151 A1对此有过介绍。

本发明可与多种记录介质一起使用，包

括多个公司生产空白纸、粉红纸、黄色纸、

格子纸、格子笔记本纸、铜版纸、再生纸、

硅涂布纸、亮面白色喷墨印表纸、彩色喷墨

打印纸、多用途纸、光面纸；多个公司生产

的透明材料等；织物、纺织品、塑料、聚合

物膜、无机基质等。

以下实施例阐述了本发明的用途，但不

仅限于此。

用热解法/气相色谱分析法/质谱分析

法对表面改性色素炭黑进行表征。

将一份固体改性色素炭黑的试样(1-2

mg)放置于一个石英热解管中,并在 350℃中

热脱附 60″,然后再在 800℃中热解 20″。

用氦流将每个加热步骤所产生的挥发分扫

到气相层析管柱上(RTX-5HT 30m×内径 0.32

mm×膜厚度 0.25 um),并在在气相层析管柱

中在−100℃用液氮收集。气相层析管柱用可
控方法加热。用 HP 5973N GC/MS 探测器分

析洗提蒸汽流，扫描范围为 10-800 m/z。观

察到，热解产物与处理过程中所引入的表面

粘结基团有关。

实施例 1

制备表面改性色素炭黑分散体 SMCB-1

将色素炭黑（FW200，0.5g）悬浮于 200ml

的蒸馏水中，用锯齿状的刀片以 500rpm 的

转速搅拌。在悬浮液中添加 10%的氢氧化钠

(NaOH)水溶液，将 pH 值从 2.47 提高到～

7-7.5。同时，将共轭二元胺 CD-1(2.24 g,

0.01 m)溶解于含 0.5g NaOH的 50ml 水中，

并添加在上文所述的炭黑分散体中。另外，

再添加 10% NaOH，将 pH值调到～7。然后在

所得到的悬浮液中再添加 5.4 g(0.02 m)的

溶解于/悬浮于 100ml 水中的过硫酸钾。在

添加的过程中再另外添加 10%NaOH，将 pH

值保持在～7。将悬浮液在室温中搅拌一夜。

将分散液转移到一个额定功率为 12-1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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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CO的透析袋中分析一夜，去除大部分盐和

反应副产物。

稀释的分散体经过一个微流体微流化

机，其 100 uM互作用腔压力为 6000 psi。

然后，使用光谱实验室装置，用切向流过滤

来浓缩该分散体，该装置中安装有一个 145

cm2的聚砜过滤模块，其有效孔径为 0.05 uM。

在声波降解 30″之后，最后得到的分散体重

量为 49.5 g，导电性为 279 uS/cm
2
，pH 值

为 8.8。通过蒸发测得分散体中固体含量为

9.34%，相当于 92.4%的质量回收率。粒径分

布的体积加权平均（第 50 个百分位）等效

球面直径为 118nm。

用热解法/气相色谱分析法/质谱分析

法对 SMCB-1 的固体进行的分析显示，在

800°热量中有含两个氮（苯二胺、氰基苯

胺、吖啶胺）的几个小块出现。这与二（羧

甲基氨基）苯胺改性的碳表面热解一致。

实施例 2

制备表面改性色素炭黑 SMCB-2

重复实施例 1中的步骤，只是使用欧力

隆公司的 Nipex160IQ 炭黑取代 FW200。生成

的分散体含 9.06%的固体，pH值 7.48，导电

性 192 uS/cm
2
，体积加权平均粒径为 142 nm。

实施例 3

制备表面改性色素炭黑 SMCB-3

重复实施例 1中的步骤，只是使用欧力

隆公司的 Nipex180IQ 炭黑取代 FW200。生成

的分散体含 9.05%的固体，pH值 7.07，导电

性 192 uS/cm
2
，体积加权平均粒径为 127nm。

实施例 4

制备表面改性色素炭黑 SMCB-4

重复实施例 1中的步骤，只是使用欧力

隆公司的 Printex80 炭黑取代 FW200。生成

的分散体含 8.6%的固体，pH 值 6.78，导电

性 112 uS/cm
2
，体积加权平均粒径为 134nm。

实施例 5

制备表面改性色素炭黑 SMCB-5

重复实施例 1中的步骤，只是使用欧力

隆公司的 Nipex180IQ 炭黑取代 FW200，并且

用共轭二元胺 CD-2 取代 CD-1。生成的分散

体含 9.46%的固体， pH 值 7.03，导电性

237uS/cm2，体积加权平均粒径为 136nm。

含表面改性色素炭黑的油墨的制备和

喷墨打印

混合 9.64g 的 SMCB-1 分散体、2g 甘油、

0.4g 乙二醇、0.32g 甲基丙烯酸苄酯-甲基

丙烯酸共聚物(77.5:22.5)和 0.15g 表面活

性剂，添加足够的水使总重量达 20g，制备

油墨-1。将得到的含 4.5%改性色素炭黑的油

墨装入一个空的黑色墨盒，并用打印机打印

在打印纸上。用反射分光光度计测量最大可

视打印浓度，其结果见表 1。用同样方法制

备分散体 SMCB-2到 SMCB-5中油墨-2到油墨

-5，并用于打印，其结果见表 1。

用市售的氧化自分散炭黑分散体，制备

出相同配方的控制油墨（控制油墨-1），并

用于打印，其结果见表 1。

表 1中的结果显示，用本发明中的方法

制备的表面改性色素炭黑分散体所生产油

墨的打印浓度与市售分散体打印浓度类似。

实施例 6

制备表面改性色素炭黑 SMCB-6

将色素炭黑（欧力隆公司产品 Nipex

180IQ，5.0g）悬浮于 200ml 的 1:1 甲醇：

蒸馏水中，用锯齿状刀片以 500rpm 转速搅

拌。在悬浮液液中添加 10%的氢氧化钠(NaOH)

水溶液，将 pH 值从 2.47 提高到～6.5。同

时，将共轭二元胺 CD-3(2.92g, 0.01m)溶解

于 15 mL 1:1 甲醇：蒸馏水中中，并添加在

上文所述的炭黑分散体中。另外，再添加 10%

NaOH，将 pH值调到～7.5。然后在所得到的

悬浮液中再添加 5.4 g(0.02 m)的固体过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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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钾，时间为 15 分钟。在添加的过程中再

另外添加 10%NaOH，将 pH 值保持在～7。将

悬浮液在室温下搅拌 2小时。将改性炭黑收

集在安装好的玻璃漏斗上，用水、甲醇、然

后又用水冲洗，并在 60℃/20 mmHg 真空下

干燥。产量为 5.3g，相当于质量回收率 106%。

用热解法/气相色谱分析法/质谱分析法进

行的分析显示有几个小块，这与 N-乙基-N-

羟乙基-3-甲基苯胺基改性碳表面（间甲苯

胺、甲苯二元胺等）的热解一致。此外，无

水滴定分析显示有 0.163 meq/g弱碱。

表 1

油墨# 名 称 在纸张上的打印浓度

油墨-1 SMCB-1 1.48

油墨-2 SMCB-2 1.52

油墨-3 SMCB-3 1.5

油墨-4 SMCB-4 1.38

油墨-5 SMCB-5 1.5

控制油墨-1 某公司产品 1.46

译自美国专利

馆藏号 2014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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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炭黑配制剂及制备方法（待续）

唐昆 译

本发明涉及清洁玻璃、塑料等表面所用

混合物及清洁方法和装置。这种混合物中含

有白炭黑。白炭黑可与粘合剂相混合形成白

炭黑配制剂。这种白炭黑配制剂可用于清洁

各种玻璃、塑料表面，包括各种透明表面。

发明领域

本发明涉及表面清洁用混合物及清洁

方法和清洁装置，尤其是清洁玻璃或塑料表

面。

发明背景

为保持良好的性能和清晰度，很多塑料

和玻璃表面都需要频繁清洁。这些表面包

括，但不限于，照相机镜头、显微镜镜头、

望远镜镜头和其它产品表面。通常要保持这

些表面不刮花或不损坏都非常重要。

刷子、织物、吹风机等传统的清洁装置

容易受灰尘、手指印和/或其它碎片污染，

这样使得清洁无效和/或导致表面损坏。用

蘸有清洁溶液的特殊布料擦拭镜头等表面

不仅会增加成本，而且操作也更复杂。

炭黑，有时我们将其称为“烟炱”，它

可用作光学表面的清洁。譬如，美国专利 No.

5,993,560 就介绍了用炭黑清洁光学表面的

装置及组成。但使用炭黑会有一些不足之

处。比如会在光学表面、清洁设备和/或手

上或衣物上残留较细的炭黑残渣。这样就需

要做进一步的特殊处理或清洁。

因此，我们希望能有一款产品和方法，

既能够清洁塑料和玻璃表面，又避免了使用

炭黑所带来的不便之处。

概要

本发明涉及清洗玻璃、塑料等表面（包

括透明表面）所用混合物及清洗方法和装

置。含有白炭黑配制剂的组合物至少含有一

种白炭黑和至少一种粘合剂。

本发明还介绍了制备这种清洁混合物

的方法，包括在一定量的液体中至少混合一

种白炭黑和至少一种粘合剂，以形成至少含

一种白炭黑和至少一种粘合剂的悬浮液，然

后除去至少一部分液体以得到白炭黑配制

剂。

本发明还介绍了这些表面的清洁方法，

包括用白炭黑配制剂接触清洁表面。其中，

白炭黑配制剂至少含有一种白炭黑和至少

一种粘合剂。

本发明还介绍了表面清洁装置，该表面

清洁装置的涂抹端由基底和白炭黑配制剂

组成，其中白炭黑配制剂置于基底之上。

图纸简述

图 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涂抹装置的等



白炭黑配制剂及制备方法（待续） 唐昆 译

第 16 页 共 20 页

轴视图。

图 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涂抹端的横截面

图。

图 3A～3C 给出了几个形状各异的涂抹

端。

描述

下面将通过详细的描述、图纸及权项说

明本发明的其它目的及特点和优点。

白炭黑

在此，“白炭黑”通常是指能够替代炭

黑的其它物质。这种炭黑替代物的功能基本

同炭黑的一致。炭黑有多种用途，在此，炭

黑除外的任何其它物质，只要能替代炭黑，

我们都将其称为“白炭黑”。白炭黑是指白

色的、透明或半透明材料。因此，在此，“白

炭黑”一词包含白色的炭黑、透明的炭黑和

半透明的炭黑。

白炭黑的种类繁多，本发明并不局限于

任何特定类型。此处的白炭黑可以仅仅是一

种物质，也可以是多种物质的混合物。

在一实施例中，白炭黑为二氧化硅。在

一些实施例中二氧化硅为水合二氧化硅

(SiO2.H20)。通常，对水合二氧化硅的形态

不做特殊要求。

白炭黑的物质形态、大小或形状都不做

任何要求，只要适合本发明即可。白炭黑可

呈粉状，也可呈胶状。譬如，白炭黑可以呈

细粉状，也可以为超细粉末，可以为白色粉

末凝胶或超细气凝胶。通常，如果白炭黑会

刮花表面，或着说达不到清洁目的，那么我

们可以减小或增大白炭黑的粒径。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本发明方法

和装置使用了白炭黑。譬如，可在不和粘合

剂等其它添加剂相混合的情况下，使用白炭

黑清洁表面。白炭黑可单独使用，也可借助

其它材料一起使用，如擦拭用织物、软皮或

其它擦拭涂抹装置。擦拭涂抹装置可以是海

绵等泡沫状态材料。

粘合剂

白炭黑可与一种或多种粘合剂混合得

到一种新的白炭黑配制剂。通常，粘合剂只

要能与白炭黑相匹配就行。在此“粘合剂”

可以是与白炭黑混合使用的任何一种粘合

剂或粘合剂混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粘合

剂可以是结块剂。

在一实施例中，粘合剂是脱水硫酸钙。

在另一实施例中，粘合剂是合成铝。在另一

实施例中，粘合剂为钙。在另一实施例中，

粘合剂为炭黑。也可以是这些粘合剂的混合

物。

粘合剂的物质形态、大小或形状都不做

任何要求，只要适合本发明即可。在一些实

施例中，粘合剂可以呈粉状，也可呈胶状。

在一实施例中，可混合使用两种或多种

颜色各异的粘合剂。这种方法可生产出颜色

较理想的粘合剂或白炭黑配制剂。

白炭黑配制剂

在此“白炭黑配制剂”是指至少含有一

种白炭黑和至少一种粘合剂的混合物。此处

的白炭黑配制剂可能含有添加剂等一种或

多种其它物质。

白炭黑配制剂可用于清洁任何适宜的

表面。譬如，这种白炭黑配制剂可用于清洗

各种玻璃、塑料表面，包括各种透明表面。

透明表面包括照相机镜头、显微镜镜头、双

目显微镜镜头等光学表面。

白炭黑配制剂可单独使用，也可借助其

它材料一起使用，如擦拭用织物、软皮或其

它擦拭涂抹装置。擦拭涂抹装置可以是海绵

等泡沫状材料。

在一实施例中，白炭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70～ 90wt％的一种粘合剂和至少 10～

30wt％的一种白炭黑。在另一实施例中，白

炭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75～85wt％的一种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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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剂和至少 15～25wt％的一种白炭黑。在一

实施例中，白炭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20wt％的

一种白炭黑和至少 80wt％的一种粘合剂。

在一实施例中，白炭黑配制剂含有二氧

化硅和脱水硫酸钙。在一些实施例中，白炭

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70～90wt％的脱水硫酸

钙和 10～30wt％的二氧化硅。在另外一些实

施例中，白炭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75～85wt％

的脱水硫酸钙和 15～25wt％的二氧化硅。在

一实施例中，白炭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80wt％

的脱水硫酸钙和 20wt％的二氧化硅。二氧化

硅和脱水硫酸钙可以呈粉状。

在一实施例中，白炭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70～ 90wt％的一种白炭黑和至少 10～

30wt％的一种粘合剂。在另一实施例中，白

炭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75～85wt％的一种白

炭黑和至少 15～25wt％的一种粘合剂。在一

实施例中，白炭黑配制剂包括至少 20wt％的

一种粘合剂和至少 80wt％的一种白炭黑。

在一实施例中，白炭黑配制剂基本上至

少含有一种白炭黑和至少一种粘合剂。换句

话说，本实施例的白炭黑配制剂至少含有一

种白炭黑和一种粘合剂，也可以含有一种或

多种其它助剂。但这些助剂不能影响白炭黑

配制剂的基本特性和新特性。

白炭黑配制剂的制备方式不限，但至少

应含有一种白炭黑和至少一种粘合剂。

在一实施例中，通过搅拌混合至少一种

白炭黑和至少一种粘合剂可得到白炭黑配

制剂。其中，白炭黑和粘合剂呈粉末状。

在一实施例中，通过搅拌混合至少一种

白炭黑和至少一种粘合剂以得到一种混合

物，然后再加入足够量的液体以分散混合物

得到白炭黑配制剂。边搅拌边将混合物悬浮

在所添加的液体中。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

需要搅拌 10 分钟才能得到悬浮液。在其它

实施例中，至少需要搅拌 2小时才能得到悬

浮液。所得悬浮液可用于涂抹器。譬如，可

将涂抹器浸泡在悬浮液中。浸泡后，通过采

取适宜的方法除去涂抹器上的液体成分。可

以加热涂抹器以除去液体成分。譬如，将涂

抹器加热到 50℃，并保持 1.5 小时。悬浮液

用液体包括水、丙酮、异丙醇或这些液体的

混合物。也可以使用其它适宜的溶剂。所得

悬浮液可以是胶状浆液，也可以是胶状乳

液。

白炭黑配制剂含可以含有一种或多种

添加剂，包括，但不限于抗菌剂和/或防雾剂。
涂抹装置

白炭黑配制剂可用于涂抹装置。此处的

涂抹装置用于涂敷、转移和/或储存白炭黑配
制剂。

在一些实施例中，涂抹装置包括涂抹

端。在其它实施例中，涂抹装置包括涂抹端

和涂抹杆。涂抹杆可包含涂抹端。

涂抹端载有部分白炭黑或白炭黑配制

剂。在一些实施例中，涂抹端的基质含有白

炭黑或白炭黑配制剂。在其它实施例中，涂

抹端由基质和基底组成，其中基质含有白炭

黑或白炭黑配制剂。基质位于基底之上。

基质可由织物、软皮、泡沫、泡沫状材

料、皮革制品或其它材料构成，这些基质可

承载白炭黑或白炭黑配制剂，而不损害清洁

表面。在一实施例中，基质为超纤维布。在

另一实施例中，基质为海绵。

基底可以是可压缩物质和/或弹性物质。
譬如，基底可由可压缩和/或弹性泡沫组成。
在一实施例中，基底由聚亚安酯泡沫组成。

在另一实施例中，基底由橡胶组成。

在一些实施例中，基底会有凹陷。在特

定的实施例中，如果用涂抹端清洁待清洁表

面时，凹陷处的形状和大小应符合待清洁表

面（如照相机镜头或其它光学表面）。在一

实施例中，凹陷处为碟状。在另一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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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处呈凹形。基质至少可置于凹陷处的基

底之上。

为提高涂抹装置的性能、优化其外观，

涂抹端的形状可多种多样。基质、基底和/
或白炭黑或白炭黑配制剂可决定涂抹端的

形状。

在实施例中，涂抹端可以呈椭圆形、圆

形、多边形、不对称形或圆锥形等。只要达

到清洁表面的目的，我们对涂抹端的形状不

做要求。在一实施例中，涂抹端的形状有利

于清洁凸形光学表面。涂抹端不同部分可采

用不同形状。譬如，涂抹端的端头表面呈圆

形，与端头表面相邻的侧壁可相对较平。

涂抹装置的主体也可以是任何适宜的

形状，包括符合人体工程学且便于操作的任

何形状。在一实施例中，涂抹装置的主体形

状和大小应便于操作。在另一实施中，涂抹

装置的主体呈笔状或呈其它书写工具的形

状。

涂抹装置的主体至少有一部分呈空心

状，含有一个或多个储存隔间。涂抹装置的

主体可以储存白炭黑配制剂或白炭黑的多

余部分、额外的涂抹端和/或配件。在一实施
例中，涂抹装置的主体至少储存有白炭黑配

制剂或白炭黑的多余部分，用于补充和/或维
持涂抹端的供给。

涂抹装置的主体含有刷子等颗粒清除

装置。颗粒清除装置可固定在涂抹装置主体

上，但可拆卸。用滑块按钮等装置可将颗粒

清除装置部分伸入涂抹装置主体内。

涂抹装置主体还包括将涂抹装置固定

到用户衣物、袋子、手、腕等所需物件上的

夹子、绳索或其它装置。

涂抹装置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罩子。这些

罩子可固定在涂抹装置上，且可拆卸，可通

过绳索或其它装置将这些罩子连接到涂抹

装置主体上。在涂抹装置没有使用时，罩子

至少能盖住涂抹端的一部分。这类罩子可以

防止涂抹端污染和/或降解。罩子至少能遮住
刷子等此处所述配件的一部分。

当罩子置于涂抹端之上时，罩子的设计

应方便补充或维持涂抹端白炭黑或白炭黑

配制剂的供给。在一些实施例中，罩子含有

第二部分白炭黑配制剂或白炭黑。白炭黑配

制剂或白炭黑的第二部分位于罩子内，这样

当罩子置于涂抹端之上时，白炭黑配制剂或

白炭黑的第二部分至少能与涂抹端部分接

触。白炭黑配制剂或白炭黑的第二部分可呈

半固体状或饼状。

呈半固体状或饼状的第二部分白炭黑

配制剂或白炭黑可置于罩内的弹性材料上。

弹性材料可以由聚亚安酯泡沫或其它泡沫

或泡沫状材料制成。在一实施例中，当罩子

置于涂抹端之上时，弹性材料的形状和/构造
应便于涂抹端压缩。当涂抹端与第二部分白

炭黑配制剂或白炭黑接触时，第二部分白炭

黑配制剂或白炭黑可以补充和/或维持白炭
黑配制剂或白炭黑的供给，这样可以延长涂

抹装置的使用寿命。

第二部分的半固体或饼状白炭黑配制

剂或白炭黑的形状应基本上至少与涂抹端

部分的形状或涂抹端凹陷处的形状一致。

在一实施例中，第二部分的半固体或饼

状白炭黑配制剂或白炭黑为表面朝外的凸

形或呈突出的形状。

表面朝外的凸形应与涂抹装置端凹陷

处的凹形有关，这样当罩子置于涂抹端之上

时，第二部分白炭黑配制剂或白炭黑能向涂

抹端补充白炭黑配制剂或白炭黑。

白炭黑配制剂或白炭黑的第二部分可

呈半固体状、饼状、糊状或其它粘附状。

第二涂抹端承载第二部分白炭黑配制

剂或白炭黑。在一实施例中，第二涂抹端承

载呈粉状的第二部分白炭黑配制剂或白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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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第二涂抹端可能含有基质和基料，或基

质。构成第二涂抹端的基质和基料的组成材

料同第一涂抹端的组成材料可相同，也可不

同。第二涂抹端的基料可由弹性材料构成。

图 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清洁塑料或玻璃
表面的装置 100 的等轴视图。在该特定实施
例中，装置 100 包括圆柱体 100（含有清洁
剂或清洁物）、面朝第一端部的涂抹端 120
和颗粒清除装置或背朝第二端部分的刷子

140。该装置还包括可拆卸罩子 130，罩子固
定于涂抹端 120 之上的装置 100 端部。

图 2为图 1中涂抹端 120和罩子 130的
放大横截面图。在该实施例中，弹性基料 122
固定于主体 110末端端部的凹陷处 212 中。
弹性基料 122 由压缩、弹性泡沫组成，在末
端部分有一碟状凹陷处 250。当将涂抹端 120
轻压在表面上清洁时，碟状凹陷处 250 的形
状和大小应符合特定照相机镜头或其它光

学表面的形状、大小。罩子 130 的大小应紧
扣涂抹端 120，并且可从涂抹主体 110 末端
拆卸下来。罩子 130 也含有由弹性载体 232
支撑的、呈半固体状或饼状的第二部分白炭

黑配制剂 124b。清洁物质 124b 第二部分呈
表面朝外的凸形，其结构与涂抹基料 122 内
凹陷处的凹形相符，这样当罩子 130 安装在
涂抹端 120 之上时，才能向基质 126 补充白
炭黑配制剂层（即第一部分清洁物质 124a）。

使用图 1和图 2所示装置 100，首先用
刷子 140除去待清洁表面的灰尘和其它松散
的破碎物。然后移开罩子 130，轻轻地将涂
抹端 120 紧贴着待清洁表面并围绕其转动，
这样基质 126 上的第一清洁物质 124a（如白
炭黑配制剂）才能与待清洁表面接触并达到

清洁目的。彻底清洁后可更换罩子 130。如
有需要，可在进行其它步骤之前先清洁或进

行补充清洁。

如此所述，装置涂抹端的形状多种多

样。图 3A-3C给出了三种不同白炭黑配制剂
涂抹端部分 320a、320b、320c 实例，他们
大体上分别呈椭圆形、三角形和圆锥形。

实例

下面的实例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但并

不仅限于这些实例。

实例 1
白炭黑配制剂的制备

在该实施例中，我们用二氧化硅作为白

炭黑制备白炭黑配制剂。将 20wt％的二氧化
硅同 80wt％的无水硫酸钙混合以制备白炭
黑配制剂。用磁性搅拌器将这两种粉末搅拌

10 分钟。两种粉末都为 Sigma-Aldrich 公司
产品。

然后再向二氧化硅和无水硫酸钙组成

的混合物中加入蒸馏水，直到混合物完全悬

浮。然后将所得悬浮液搅拌 45 分钟以得到
新的胶状浆液。

之后在胶状浆液中加入几个海绵，并浸

泡到饱和状态。除海绵之外，还可以使用软

皮、毛毡或天鹅绒。然后，在温度为 50℃、
湿度为 0％的环境试验炉将海绵烘干几小
时。在此过程中，将白炭黑配制剂注入到海

绵内，且白炭黑配制剂容易从海绵中溢出。

实例 2
白炭黑配制剂和炭黑的评价和比较

下面评价和比较了实例 1白炭黑配制剂
和炭黑的物理特性。下表列出了这些物理特

性。

在 26,000 放大倍数下观察白炭黑配制
剂和炭黑。这两种物质的粒径大小基本相

同，容易以类似的方式凝结成块。

实例 3
清洁功效

通过用软皮清洁比较白炭黑配制剂和

炭黑与参比组的清洁功效，实例 1测试了白
炭黑配制剂的清洁功效。在该实例中，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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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就是用非常薄的猪油层弄脏三个玻

璃表面，然后再清洁。分别用（1）实例 1
的白炭黑配制剂处理过的海绵、（2）用炭黑
处理过的海绵和（3）未做任何处理的参比
海绵清洁这三个玻璃表面，清洁时间为 10
秒。

分别（1）在用猪油污染前、（2）在用
猪油污染后和（3）在猪油清洁后，用 ASTM
C813-90（该标准用于测试疏水污染物）测

试玻璃表面的污染度。

该方法是通过污染物的疏水特性以确

定污染物是否存在。将液滴滴于三个玻璃表

面上并测量接触点，即液滴旁，的角度。当

污染越厉害的玻璃表面上呈现的水滴的广

角越高时，玻璃表面清洁得越干净，玻璃表

面越平，即水滴分散得更好。鉴于表面的不

均匀性，可用两种大小不同的液滴检查三个

玻璃表面的污染度。下表列出了测试结果。

表 1

白炭黑配制剂和炭黑的物理特性

特性 白炭黑配制剂 炭黑

粒径 5～15nm ～5nm
比表面积 300m2/g 500m2/g
硬度-莫氏 7 1.5（石墨结构）
吸油值 2～3.5cm3/g 0.5～1.5cm3/g

表 2

液滴角度（ASTM C813-90）

玻璃测试片 清洁方法
左，

.02mL
右，

.02mL
左，

.002mL
右，

.002mL
平均

消毒测试片 软皮（参比） 10◦ 15◦ 20◦ 20◦ 16.25◦

炭黑 15◦ 15◦ 15◦ 20◦ 16.25◦

白炭黑配制剂 15◦ 10◦ 15◦ 10◦ 12.5◦

污染测试片 软皮（参比） 40◦ 35◦ 45◦ 50◦ 42.5◦

炭黑 60◦ 45◦ 75◦ 65◦ 61.25◦

白炭黑配制剂 45◦ 45◦ 75◦ 80◦ 61.25◦

清洁测试片 软皮（参比） 35◦ 35◦ 40◦ 35◦ 36.25◦

炭黑 25◦ 25◦ 30◦ 30◦ 27.5◦

白炭黑配制剂 30◦ 30◦ 30◦ 30◦ 30◦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