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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扩散橡胶制品用橡胶胶料

及其制备方法

唐昆 译

本专利介绍了静电扩散橡胶制品用橡

胶胶料，这种胶料含有从聚丁二烯和丙烯腈

共聚物衍生而来的橡胶、从掺有磺酸的聚苯

胺中衍生出来的导电填料和抗氧化剂。硫化

含有上述三种成分（橡胶、导电填料和抗氧

化剂）的混合物，并进行电磁辐射。这样得

到的硫化橡胶胶料，其导电性和拉伸强度都

得到改善。制备上述橡胶胶料的方法包括：

提供从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衍生而来

的橡胶、从掺有磺酸的聚苯胺中衍生出来的

导电填料和抗氧化剂；然后将这三种物质混

合在一起；之后将混合物模压成适宜的形

状，再进行电磁辐射以促进橡胶混合物的硫

化。

发明领域

本发明主要涉及橡胶胶料。更具体点来

说，本发明涉及静电扩散橡胶制品用橡胶胶

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通常，橡胶胶料是由与硫磺、过氧化物

和金属氧化物等化学硫化剂相混合的生乳

胶制得。然后加热混合物以加快硫化过程，

生成坚固、耐用的弹性橡胶胶料。

通常，根据橡胶胶料的用途，橡胶胶料

可与其它化合物混合以增强橡胶胶料的物

理性质。在正常使用中，橡胶胶料可赋予橡

胶和接触面间较高的电阻，具有良好的绝缘

性。但，这些特性可能会在使用过程中产生

某些问题，会因操作过程中产生静电荷聚集

而带来危害。

为了提高胶料的导电性，防止静电荷聚

集，因此在硫化前向混合物中添加了导电成

分。导电成分包括金属盐、细小金属件、炭

黑和掺有磺酸的聚苯胺。导电性得到增强的

胶料可赋予静电荷电气通路以完全消散。

众所周知，金属盐和金属件可影响非导

电橡胶的弹性和耐用性。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在橡胶胶料中用炭

黑作导电成分可能会使橡胶胶料染色。

虽然同炭黑不一样，掺有磺酸的聚苯胺

不会造成染色，但会影响橡胶胶料硫化过程

中化学硫化剂的交联效率，尤其是硫磺和过

氧化物。如果胶料的交联性太差就会导致胶

料不耐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使用了电

磁辐射以促进橡胶胶料的硫化。橡胶胶料可

单独使用，也可同化学硫化剂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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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 No.0204531 A2介绍了橡胶胶
料的生产方法，包括添加化学硫化剂。所用

橡胶成分为丁腈橡胶，所用化学硫化剂为过

氧化物。由于化学试剂具有毒性，会对环境

产生潜在危害，所以使用化学试剂并不令人

满意。本专利所介绍的就是在进行化学硫化

前用低能电子束辐射橡胶胶料。辐射橡胶胶

料的低能电子束的加速电压为 100～500kV。
可观察到低能电子束辐射仅仅可穿透橡胶

表面，最多几毫米厚。因此，这种硫化法仅

仅对硫化非常薄的橡胶片（最多 2mm 厚）
起到一定作用。在该欧洲专利中橡胶胶料中

没有添加导电成分以防止静电聚集。相反，

该欧洲专利的目的是想使胶料具有良好的

绝缘性。

马来西亚专利No. MY-121912-A介绍了
不添加化学硫化剂生产橡胶胶料的方法。当

橡胶在辐射容器内搅拌时，将橡胶同低能量

电子束接触可加快硫化过程。所用橡胶含有

天然橡胶、合成橡胶或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

的混合物，如丁腈乳胶。但，同上述欧洲专

利一样，也没有添加导电成分。通过该马来

西亚专利我们应当注意，所用电子束为低能

量电子束，其加速电压为 200～500kV，这
使得仅可穿透 1mm 厚的橡胶胶料，因此在
硫化过程中需要搅拌。在用低能量电子束辐

射橡胶胶料时，搅动橡胶胶料可明显延长硫

化时间，最多可达到 60分钟。
美国专利 No. 2011/0049436 Al 介绍了

含有丁腈橡胶的橡胶胶料，其中还添加了炭

黑作为其导电成分。在该美国专利中，硫化

过程所用的电子束辐射量为 18 毫拉德
（180kGy）。采用低能量电子束，大概需要
22小时完成硫化。如上所述，用炭黑作导电
成分，由于会出现染色现象，所以该方法也

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因此，在不出现染色现象，不使用化学

硫化剂（对环境有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

一种能扩散聚集静电电荷的静电扩散橡胶

胶料。

另外，我们希望通过减少硫化时间，缩

短处理时间而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本发明旨在解决先前技术所出现

的一些或全部问题。

发明概述

本发明一方面介绍了静电扩散橡胶制

品用橡胶胶料，这种胶料含有从聚丁二烯和

丙烯腈共聚物衍生而来的橡胶、从掺有磺酸

的聚苯胺中衍生出来的导电填料和抗氧化

剂。硫化含有上述三种成分（橡胶、导电填

料和抗氧化剂）的混合物，并进行高能量电

磁辐射。这样，所得到的硫化橡胶胶料的导

电性和拉伸强度都得到改善，分别为至少

103S/cm 和至少 12.0MPa。
我们惊人地发现用高能量电磁辐射进

行的硫化可明显增大橡胶胶料的导电率。同

用硫磺作为化学硫化剂，而没有经电磁辐射

辐射过的橡胶胶料相比，本发明方法制得的

橡胶胶料的导电率明显要高些。

在一实施例中，橡胶胶料可至少含有

50.0份（p.p.h.r.）从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
物衍生而来的橡胶，至少 1.0 份.从掺有磺酸
的聚苯胺中衍生出来的导电填料和至少 0.2
份的抗氧化剂。

在另一实施例中，通过电磁辐射橡胶胶

料而达到硫化目的，电磁辐射的加速电压至

少为 0.5 兆电子伏特，电流至少为 1.0 兆安，
辐射量至少为 50 kGy。

橡胶胶料可至少含有 50.0～99.0 份 .聚
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约 1.0～50.0 份.掺
有磺酸的聚苯胺和约 0.2～10.0份抗氧化剂。

橡胶胶料可含有 60.0～80.0份聚丁二烯
和丙烯腈共聚物。

橡胶胶料可含约 20.0～40.00 份掺有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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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的聚苯胺。

橡胶胶料可含有约 0.5 份抗氧化剂。
在另一实施例中，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

聚橡胶可含有约 17～54wt％的丙烯腈，最好
为 30～54wt％。

在一实施例中，掺有磺酸的聚苯胺的质

子化水平约为 40.0～100.0％，最好为 80.0～
100.0％。

在另一实施例中，所用抗氧化剂是从含

有巯基的抗氧化剂、胺类抗氧化剂、酚类抗

氧化剂或亚磷酸酯类抗氧化剂的基团中选

取，最好是酚类抗氧化剂。

在另一实施例中，所用电磁辐射可包括

γ射线、电子束或 X射线。
在一实施例中，所用电子束的加速电压

约为 0.5～10.0 兆电子伏特，最好为 2.0 兆电
子伏特。

在另一实施例中，所用电子束的电流约

为 1.0～10.0 兆安，最好为 5.0 兆安。
在另一实施例中，所用电子束的辐射量

约为 50.0～ 300.00kGy ，最 好为 75.0～
200.00kGy。

在一实施例中，橡胶胶料可能还含有可

能是二氧化钛的增白剂。橡胶胶料可含约

0～10.0 份增白剂，最好是 5.0 份。
本发明还介绍了这种静电扩散橡胶制

品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i）提供从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衍
生而来的橡胶；

ii） 提供从掺有磺酸的聚苯胺中衍生

而来的导电填料；

iii） 提供抗氧化剂；

iv） 混合橡胶、导电填料和抗氧化剂；

v） 将橡胶混合物模压成适宜的形

状；最后

vi） 将已定形的橡胶混合物进行高能

量电磁辐射以加快混合物的硫化进

程。

上述方法第（iv）步所用混炼装置可以
选用密炼机，也可选用开炼机。第（v）步
可选用注塑机、挤压机和/或热压成型机。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静电扩散

橡胶制品用橡胶胶料，尤其（虽然不是排它

的）适用于橡胶垫、桌垫、鞋底、垫圈和密

封件。

下面将详细介绍本发明橡胶胶料的各

项优点。

实施例详述

本发明涉及静电扩散橡胶制品用橡胶

胶料及其制备方法。

橡胶胶料

本发明橡胶胶料主要含有从聚丁二烯

和丙烯腈共聚物衍生而来的橡胶、从掺有磺

酸的聚苯胺中衍生出来的导电填料和抗氧

化剂。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具有良好的

弹性和拉伸性能，以强耐油性和耐化学品性

著称。另外，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的加

工性较强，适用于许多对耐油性或耐化学品

性有所要求的行业。

任何适宜的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

橡胶都可用作本发明胶料的橡胶宿体。聚丁

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中丙烯腈的含量一般

为 17～54wt％，最好为 30～54wt％。丙烯
腈的含量较高可提高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

聚物的耐油性和耐化学品性。每 100 份橡胶
胶料可含有 50.0～99.0份聚丁二烯和丙烯腈
共聚物，最好含有 60.00～80.00 份。

聚苯胺较稳定，容易合成高导电率的导

电聚合物。当聚苯胺与磺酸混合时因掺入了

磺酸而增大其导电性。但，如果橡胶混合物

中含有磺酸，那么使用硫磺和过氧化物等化

学试剂就会在硫化过程中产生交联问题。

掺有磺酸的聚苯胺可用作本发明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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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电成分。所用掺有磺酸的聚苯胺的质子

化水平约为 40.0～100.0％，最好为 80.0～
100.0％。掺有磺酸的聚苯胺，其导电性随质
子化水平的提高而升高。橡胶胶料中这种导

电成分的含量约为 1.0～50.0份，最好为 20.0
份。

另外，在橡胶胶料中添加抗氧化剂还可

以提高橡胶胶料的耐用性。可使用任何适宜

的抗氧化剂。所用抗氧化剂是从含有巯基的

抗氧化剂、胺类抗氧化剂、酚类抗氧化剂或

亚磷酸酯类抗氧化剂的基团中选取。同其它

抗氧化剂相比，由于酚类抗氧化剂具有非着

色性和非污染等特性，所以最好使用酚类抗

氧化剂。抗氧化剂的用量一般为 0.2～10.0
份，最好为 0.5 份。

本发明的优点之一就是在本发明中未

使用化学硫化剂。众所周知，化学硫化剂对

环境有害。而且，在完成硫化过程时，也很

难从橡胶胶料中分离多余的化学残留物，这

样橡胶胶料中便会残留化学品。

另外，橡胶胶料还含有增白剂，这使得

橡胶胶料中可更加灵活地添加着色剂。可使

用任何适宜的增白剂，最好是二氧化钛。增

白剂的用量一般为 0～10.0 份，最好为 5.0
份。

橡胶胶料的制备方法

本发明橡胶胶料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步骤：

i）提供从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衍
生而来的橡胶；

ii） 提供从掺有磺酸的聚苯胺中衍生

而来的导电填料；

iii） 提供抗氧化剂；

iv） 混合橡胶、导电填料和抗氧化剂；

v） 将橡胶混合物模压成适宜的形

状；最后

vi） 将已定形的橡胶混合物进行高能

量电磁辐射以加快混合物的硫化进

程。

前面的橡胶胶料部分已经详细介绍了

本发明所用橡胶、导电成分和抗氧化剂。

在第（iv）步混合过程中，首先将橡胶
和导电填料同时加入到开炼机、密炼机等适

宜的混炼机中。随后再在橡胶和导电填料构

成的混合物中添加抗氧化剂。混合这些成

分，直到得到均匀的混合物。

在第（iv）步密炼机内完成的混合，应
具备下列参数：

i）混炼温度为 70～200.0℃，最好为
150℃；

ii） 填充系数一般约为 0.60～0.90，
最好为 0.70；

iii） 转子转速为 30～ 150 转 /分钟
（rpm），最好为 100rpm。

如有必要，可在第（iv）步前、第（v）
步后添加增白剂。

如有增白剂，那么一旦橡胶、导电填料

和抗氧化剂混合成均匀的混合物就应将增

白剂添加到混合物中。该过程应在独立的预

热混炼机内完成，最好是开炼机，温度为

30.0～90.0℃，最好为 50℃。
然后，用任何适宜的模压机，根据其最

终用途，将均匀的橡胶混合物模压成适宜的

形状和大小。模压机可以是热压成型机，温

度为 120.0～200.0℃，最好为 150.0℃。
然后，将所得定形后的橡胶胶料进行硫

化。

本发明的优点之一就是在本发明中未

使用化学硫化剂。相反，是将橡胶胶料进行

高能量电磁辐射以加快橡胶胶料的硫化进

程。

用于加快硫化进程的电磁辐射可以任

何适宜的辐射，如γ射线、电子束或 X射线。
最好，采用电子束辐射。高能量电磁辐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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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了硫化进程，提高了加工率，因此也提高

了产量。另外还发现用高能量电磁辐射橡胶

胶料可增大硫化橡胶胶料的导电率。这可能

是因为在辐射过程中，释放了橡胶胶料分子

结构内的自由基，而使自由基数量有所增

多，从而增强了胶料的导电性。同本发明橡

胶胶料的导电性相比，使用硫磺等化学试剂

的硫化橡胶的导电性明显更低。

另外，同使用化学试剂的硫化相比，使

用电磁辐射更容易控制橡胶胶料的交联度。

而且相比而言，用电磁辐射既缩短了时间，

也更环保。用高能量电子束可在几分钟内完

成硫化，而用低能量电子束辐射需要几个小

时完成。并且在最终产物中没有残留不需要

的化学试剂。

电子束加速电压应选取合适，以加快橡

胶胶料的硫化进程。在本发明中，加速电压

为 0.5～10.0 兆电子伏特，最好为 2.0 兆电子
伏特。

电子束电流应选取合适，以加快橡胶胶

料的硫化进程。在本发明中，电流为 1.0～
10.0 兆安，最好为 5.0 兆安。加速电压和电
流值可在硫化过程中产生高能量电磁辐射。

应选取合适的电子束辐射量以完成橡

胶胶料硫化。在本发明中，辐射量为 50.0～
300.00kGy，最好为 75.0～200.00kGy。橡胶
胶料的交联度随电磁辐射量的增加而增加。

可发现经过电磁辐射硫化后，所得硫化

橡胶胶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至少为

10-3S/cm～10-1S/cm。在用电子束辐射硫化
前，橡胶胶料具有较低的导电性，约

10-4S/cm。显然，高能量电磁辐射可明显加
强橡胶胶料的导电性。高导电性可改善橡胶

胶料的静电耗散性，可防止静电荷在表面聚

集。

还可发现硫化橡胶胶料具有良好的拉

伸强度，至少约 12MPa，明显优于硫磺硫化
橡胶胶料的拉伸强度。经发现，当橡胶胶料

经过强辐射量的电磁辐射后，拉伸强度值会

明显升高。这极有可能是因为经过强辐射量

的电磁辐射后，橡胶胶料的交联度较高。另

外还惊人地发现，如果将大量导电填料加入

到胶料中可增强胶料的拉伸强度。通常，填

料的添加量过高，橡胶胶料的拉伸强度会明

显减小。拉伸强度较高可提高橡胶胶料的耐

用性。

硫化完成后，可将硫化橡胶胶料进行后

续加工以制备静电扩散产品，这些静电扩散

橡胶制品尤其（虽然不是排它的）适用于脚

垫、桌垫、鞋底、垫圈和密封件。

实例

下述实例说明了本发明的各涉及面、方

法及步骤。

实例 1
制备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聚苯胺十

二烷基苯磺酸化合物：

用密炼机制备成分不相同的掺有聚丁

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
苯胺化合物，其中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

（丙烯腈含量为 48wt%）：掺有十二烷基苯
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质子化水平为 48％）
之比（单位为份）可为：99：1、97.5：2.5、
95：5、92.5：7.5、90：10、80：20、70：
30、60：40 和 50：50。在所有混合过程中
填充系数为 0.70（就混炼室的总自由体积而
言）。各混炼步骤的起始混炼温度为 150℃。
转速为 100r.p.m.。表 1列出了混炼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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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用密炼机制备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制备过程

混炼步骤 时间

1.添加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 第 0分钟

2.添加掺有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 第 1分钟

3.添加四-亚甲基-(3,5-二-叔丁基-4-羟基-苯丙酸乙酯)甲烷 第 2分钟

4.清扫 第 3分钟

5.卸料 第 6分钟

(总计=6分钟)

（如表 1所示）将 0.5份.四-亚甲基-(3,5-
二-叔丁基-4-羟基-苯丙酸乙酯)甲烷（酚类抗
氧化剂）加入到每种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

共聚物-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中。
另外在预热（预热温度为 50℃）开炼机中将
5.0 份二氧化钛增白剂加入到每种掺有聚丁
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
苯胺化合物中。然后混炼 6分钟后，从开炼
机中除去每种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

物-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
实例 2
电子束辐射硫化前，聚丁二烯和丙烯腈

共聚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掺杂聚苯胺化

合物的电学性能

表 2给出了用电子束辐射法（如实例 1
所述）硫化前，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

-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导电性
（用范德堡四探针法测试）。

表 2：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非辐射聚苯胺化合物的导电率量级
（单位为 S/cm）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导电率量级（S/cm）

99：1.0 ×10-12

97.5：2.5 ×10-10

95：5.0 ×10-9

92.5：7.5 ×10-8

90：10 ×10-6

80：20 ×10-4

70：30 ×10-3

60：40 ×10-3

50：50 ×10-2

实例 3
用电子束辐射硫化掺有聚丁二烯和丙

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
将每种制备好的化合物装入模具，再在

120℃下热压以得到理想的形状。然后用 EPS
3000 电子束辐射器对每种预定形的化合物

进行电子束辐射。所用加速电压为 2.0 兆电
子伏特，电子束电流为 5.0 兆安。五个固定
的辐射量分别为 50kGy、75kGy、150kGy、
200kGy和 300kGy。

实例 4
电子束辐射硫化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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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掺杂聚苯胺化合

物的电学性能和拉伸性能

表 3～7 给出了用电子束辐射法（如实
例 1和 3所述）硫化的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

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
导电性（用范德堡四探针法法测试），结果

说明这样更适宜制备静电扩散产品，尤其是

静电扩散脚垫、桌垫、鞋底、垫圈和密封件。

表 3：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导电率量级
（单位为 S/cm），电子束辐射量为 5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导电率量级（S/cm）

99：1.0 ×10-10

97.5：2.5 ×10-9

95：5.0 ×10-8

92.5：7.5 ×10-7

90：10 ×10-5

80：20 ×10-3

70：30 ×10-2

60：40 ×10-2

50：50 ×10-1

表 4：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导电率量级
（单位为 S/cm），电子束辐射量为 75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导电率量级（S/cm）

99：1.0 ×10-10

97.5：2.5 ×10-9

95：5.0 ×10-8

92.5：7.5 ×10-6

90：10 ×10-5

80：20 ×10-3

70：30 ×10-2

60：40 ×10-2

50：50 ×10-1

表 5：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导电率量级
（单位为 S/cm），电子束辐射量为 15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导电率量级（S/cm）

99：1.0 ×10
-10

97.5：2.5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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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0 ×10-7

92.5：7.5 ×10-6

90：10 ×10-5

80：20 ×10-3

70：30 ×10-2

60：40 ×10-2

50：50 ×10-1

表 6：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导电率量级
（单位为 S/cm），电子束辐射量为 20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导电率量级（S/cm）

99：1.0 ×10
-10

97.5：2.5 ×10
-9

95：5.0 ×10
-7

92.5：7.5 ×10
-6

90：10 ×10
-5

80：20 ×10
-3

70：30 ×10
-2

60：40 ×10
-2

50：50 ×10
-1

表 7：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导电率量级
（单位为 S/cm），电子束辐射量为 30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导电率量级（S/cm）

99：1.0 ×10
-10

97.5：2.5 ×10
-9

95：5.0 ×10
-7

92.5：7.5 ×10
-6

90：10 ×10
-5

80：20 ×10
-3

70：30 ×10
-2

60：40 ×10
-2

50：50 ×10
-1

表 8～12列出了用电子束辐射法（如实
例 1和 3所述）硫化的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
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

拉伸强度（根据 BS ISO 37-2005 在非老化
条件下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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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拉伸强度（MPa）
电子束辐射量为 5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拉伸强度（MPa）

99：1.0 4.25

97.5：2.5 5.33

95：5.0 7.16

92.5：7.5 10.54

90：10 12.61

80：20 16.18

70：30 15.37

60：40 13.59

50：50 12.04

表 9：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拉伸强度（MPa）
电子束辐射量为 5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拉伸强度±0.50（MPa）

99：1.0 5.01

97.5：2.5 6.05

95：5.0 7.89

92.5：7.5 11.22

90：10 13.12

80：20 16.80

70：30 15.96

60：40 14.25

50：50 12.80

表 10：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拉伸强度（MPa）
电子束辐射量为 15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拉伸强度±0.50（MPa）

99：1.0 6.69

97.5：2.5 7.23

95：5.0 8.97

92.5：7.5 12.47

90：10 15.37

80：20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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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0 17.17

60：40 16.40

50：50 14.65

表 11：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拉伸强度（MPa）
电子束辐射量为 20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拉伸强度±0.50（MPa）

99：1.0 7.72

97.5：2.5 8.28

95：5.0 10.11

92.5：7.5 13.54

90：10 16.32

80：20 19.47

70：30 17.89

60：40 17.05

50：50 15.18

表 12：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的拉伸强度（MPa）
电子束辐射量为 300kGy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拉伸强度±0.50（MPa）

99：1.0 8.51

97.5：2.5 9.30

95：5.0 10.93

92.5：7.5 14.25

90：10 17.16

80：20 20.50

70：30 18.27

60：40 17.33

50：50 15.84

实例 5
制备硫磺硫化的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

聚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化合物：

用密炼机制备成分不同（每 100 份橡胶
所含份数）的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聚苯胺

十二烷基苯磺混合母料，其中聚丁二烯和丙

烯腈共聚物（丙烯腈含量为 48wt％）：聚苯
胺十二烷基苯磺盐（质子化水平为 48％）为
99：1、97.5：2.5、95：5、92.5：7.5、90：
10、80：20、70：30、60：40 和 50：50。
电子束辐射技术所用混合条件相同。

表 13列出了各混炼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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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用密炼机制备含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化合物的
硫磺硫化系统的制备步骤

混炼步骤 时间

1. 添加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 第 0分钟

2.添加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和分散剂 第 1分钟

3.添加四-亚甲基-(3,5-二-叔丁基-4-羟基-苯丙酸乙酯)甲烷 第 2分钟

4.清扫 第 3分钟

5.卸料 第 6分钟

(总计=6分钟)

在混炼过程中，将 0.5份四-亚甲基-(3,5-
二-叔丁基-4-羟基-苯丙酸乙酯)甲烷（一种抗
氧化剂）加入到每种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

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化合物中。另外在预

热（预热温度为 50℃）开炼机中将 5.0 份二
氧化钛（增白剂）、0.5 份硫磺、3.5 份苯并
噻唑二硫化物（硫化系统的促进剂）、5.0 份
的氧化锌和 2.0 份的硬脂酸（两者都为硫化
系统的激活剂）加入到每种聚丁二烯和丙烯

腈共聚-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化合物中。
然后混炼 12 分钟后，从开炼机中除去每种
含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聚苯胺十二烷基
苯磺酸盐化合物的硫磺硫化系统。

再将适量的含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

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化合物的硫磺硫

化系统装入模具。然后在 180±2℃下，将模
压制品与含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聚苯胺
十二烷基苯磺酸盐化合物的硫磺硫化系统

进行热压和硫化。

实例 6
硫磺硫化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聚苯

胺十二烷基苯磺酸化合物的电学性能和拉

伸性能

表 14和表 15给出了硫磺硫化聚丁二烯
和丙烯腈共聚-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化合
物（如实例 5所述）的导电性（用范德堡四
探针法测试）。

表 14：硫磺硫化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混合物的导电率量级（S/cm）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导电率量级（S/cm）

99：1.0 ×10-11

97.5：2.5 ×10-10

95：5.0 ×10-9

92.5：7.5 ×10-8

90：10 ×10-6

80：20 ×10-4

70：30 ×10-3

60：40 ×10-3

50：5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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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硫磺硫化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混合物的拉伸强度（MPa）
混合比

（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物：聚苯胺十二烷基苯磺酸盐）（份）
拉伸强度±0.50（MPa）

99：1.0 6.83

97.5：2.5 8.42

95：5.0 10.33

92.5：7.5 10.61

90：10 12.24

80：20 17.12

70：30 14.15

60：40 13.93

50：50 11.86

结论

上述实例说明了根据实例 1和 3制得的
掺有聚丁二烯和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
酸的聚苯胺化合物经电子束辐射硫化后的

导电性和拉伸强度。从这些结果可明显得知

掺有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的含量越高，

导电性越好。同时还观察到经辐射量高的电

子束硫化的混合物的拉伸强度更高。

对于实例 5制得的硫磺硫化聚丁二烯和
丙烯腈共聚-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胺而言，
可明显得知用硫磺硫化所制得的混合物的

导电性低于经电子束辐射过的混合物的导

电性。用硫磺硫化制得的混合物的拉伸强度

也低于用电子束辐射过的混合物的拉伸强

度。经电子束辐射过的混合物的最高拉伸强

度为 20.5±0.50 MPa，此时的辐射量为 300
kGy。但，对于硫磺硫化混合物而言，最高
的拉伸强度仅为 17.12±0.50 MPa。

综上所述，同根据本发明方法制得的其

它混合物相比，掺有十二烷基苯磺酸的聚苯

胺的含量大于 5.0 份，电子束辐射量为
75kGy～200kGy 的混合物在硫化后具有最
理想的特性。

译自世界专利

馆藏号 201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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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滚动阻力轮胎定制炭黑（续完）

朱永康 译

（接上期）

7. 大粒子炭黑

利用普通的炉法生产工艺，目前根本不

可能生产出 STSA 低于 28m
2
/g 的炭黑。通过

对相关技术加以改进，德国欧励隆工程炭公

司已成功地突破了这一限制（图 13），其创

新产品的表面积范围相当于热裂炭黑和灯

烟炭黑。

如此获得的炭黑其特点是滞后大幅降

低（-25%～35%），与此同时动态刚性提高（图

14），这样它们就非常理想地适用于胎体胶

料。

内衬层为这样的炭黑开拓了进一步的

应用领域。就此类轮胎构件而言，降低透气

性而同时又保持良好的动态行为至关重要。

ECORAX®S206 除了粒径更大外，其特征还在

于实现了结构与宽聚集体尺寸的平衡，因而

确保了优异的分散性。从图 15 可以看出，

大量填充这种炭黑的胶料能使透气性降低

25%。

8. 结语

凭借不同于 ASTM 品种的方法改性的炭

黑，显然可以降低轮胎的滚动阻力。当然，

这不仅仅是优化滚动阻力的问题——对于

轮胎的每一种构件，还必须考虑除此而外的

更多要求。为此，不妨对表 3和表 4作如下

阐释：

始终不渝地应用这样的定制炭黑，即可

超越将所有轮胎的滚动阻力降低 10%的目

标。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行驶 100 公里卡

车可节省 1.3 升燃油，轿车可节省 0.08 升

燃油，相当于每行驶 1公里分别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35克和 2克。

在不久的将来，汽车轻量化设计在轿

车、卡车、商用车、农用车等各种车辆中肯

定会蔚然成风。如此就将导致车辆重量的减

轻，这反过来又会对轮胎提出新的要求。在

这样的背景下, 上述的某些炭黑改性意味

着滚动阻力将会进一步降低。

图 13 大粒子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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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分析数据及硫化胶数据

项目 CORAX N660 CORAX N550 EB247
STSA 表面积，m2/g 35.5 38.8 40.7
COAN,ml/100g 74 88 102
炭黑，份 58 50 44
拉伸强度（3圈），MPa 13.7 13.6 12.1
100%定伸应力，MPa 2.4 2.3 2.4
300%定伸应力，MPa 12.0 11.5 12.2
300%/100%定伸应力 5.0 5.0 5.0
断裂伸长率，% 366 392 325
邵 A硬度，SH 60 60 60
DMA E*（60℃），MPa 7.7 7.8 7.7
胶料密度，g/cm3 1.141 1.120 1.106
球形回弹性，% 70.3 69.6 74.3
MDR tanδ，60℃ 0.062 0.092 0.060
DMA tanδ，60℃ 0.086 0.092 0.086
Goodrich 屈挠试验机,110N,0.175in
接触温度，℃ 47 47 42
中心温度，℃ 80 81 75

图 14 ECORAXⓇ S 204用于胎体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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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ECORAXⓇ S 206 相对于 N660 的透气性
表 10 为轿车轮胎构件定制的炭黑

构件 要求 标准炭黑

胎面

低滚动阻力

耐磨性

湿路面抓着力

噪音

干路面抓着力

（冬季牵引性）

ECORAXⓇ1670
ECORAXⓇ1720
EB1,4,5
ECORAXⓇHP160

胎面基部

低生热

良好的粘着性

高刚性

ECORAXⓇS 204
EB 247

胎体
低生热

优异的粘接性
EB 247

带束层

低生热

高动态刚性

优异的粘接性

高撕裂强度

EB 247

胎侧

低滚动阻力

高动态刚性

抗龟裂性

EB 247

胎圈包布

低生热

高动态刚性

缺气行驶

ECORAXⓇS 204
EB 247

胎冠 低滚动阻力 EB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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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胶芯

轮缘护胶

高刚性

易加工

良好的粘着性

内衬层

低透气性

高动态刚性

抗龟裂性

易加工

ECORAXⓇS 206

表 11 为卡车轮胎构件定制的炭黑

构件 要求 标准炭黑

胎面

低滚动阻力

耐磨性

湿路面抓着力

噪音

高撕裂强度

优异的崩花掉块性

ECORAXⓇ 1720
ECORAXⓇ 1990
EB1,4,5
ECORAXⓇ HP 130

胎面基部

低生热

良好的粘着性

高刚性

ECORAXⓇ S 204
EB 247

胎体
低生热

良好的粘接性
EB 247

带束层

低生热

高动态刚性

良好的粘接性

高撕裂强度

EB 247

胎侧

低滚动阻力

高动态刚性

抗龟裂性

EB 247

胎冠

三角胶芯

轮缘护胶

低滚动阻力

易加工

良好的粘着性

ECORAXⓇ S 204
(EB 247)

内衬层

低透气性

高动态刚性

抗龟裂性

ECORAXⓇ S 206

译自英文期刊

馆藏号 201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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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轮胎胶料的制备方法

向晴 译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橡胶轮胎胶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长期以来，白炭黑都部分或完全取代炭

黑，用作胎面胶料的补强填料。这是因为在

滚动阻力和湿滑抓着力方面，白炭黑的优点

较明显。

硅烷偶联剂通过硅醇基同白炭黑相结

合，白炭黑同硅烷偶联剂一起使用可防止在

白炭黑粒子间形成氢键，同时可将白炭黑化

学键合到聚合物基料中。

三烷氧基巯基烷基-硅烷是一种特别的

硅烷键合剂，可降低滚动阻力，减少挥发性

物质的排放。

最具优势的就是下列式 I的化合物。

SH(CH2)3SiR
1
R

2

2 (I)

式中：

R
1
为--OCH2CH3

R
2
为-0(CH2CH20)5(CH2)12CH3

这类硅烷键合剂虽然具有上述优点，但

它也增大了胶料的粘度，因此会在加工方面

带来一些问题。

为了解决所涉及到的这些加工问题，通

常是向胶料中添加塑化油，但这又伴随着出

现了其它问题，即会损害胶料的物理特性，

如耐磨性。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橡胶轮胎胶料

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可在不引起加工问题

和/或损害胶料物理特性的情况下，可在三

烷氧基巯基烷基-硅烷中加入硅烷结合剂。

发明披露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就是介绍一种橡胶

轮胎胶料的生产方法。该方法分为三步，在

该方法的第一混炼步骤中，至少将一种交

联、不饱和链聚合物基料、白炭黑和三烷氧

基巯基烷基-硅烷中的硅烷键合剂相混合；

在该方法最后一个混炼步骤中，将至少含有

硫磺和促进剂的硫化系统加入到混合中并

进一步混合。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亲核化合

物和氧化锌在第一混炼步骤中就与聚合物

基料相混合。在该方法的第二混炼步骤中，

将聚硫化物有机硅烷中的硅烷键合剂加入

到第一步的基料中并加以混合。

最好，在低于 150℃的混炼温度下，混

炼 200～300 秒后，停止第二混炼步骤。

最好，烷氧基巯基烷基-硅烷中的硅烷

结合剂占所用硅烷结合剂总量的 10～60％。

最好，硅烷结合剂的总用量为 3～20份。

硅烷结合剂以三烷氧基巯基烷基-硅烷

为宜，最好是化学式为 I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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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CH2)1SiR
1R2

2 (I)：

式中：

1为 1～6的整数

R1为-0(CH2)gCH3

R
2
为-0(CH2CH20)m(CH2)nCH3

g为 0～5的整数

m为 2～8的整数，和

n为 3～20的整数。

最好 1为 3，g为 1，m为 5，n为 12。

最好，混合物含有 0.2～2 份亲核化合

物。

第一混炼步骤所用氧化锌最好为 0.5～

3.0份。

所用亲核化合物最好选自硫化促进剂。

最好亲核化合物是从含有以下物质的

基团中选取，胺、二硫化物、胍及其衍生物、

硫脲及其衍生物、噻唑、秋兰姆、次磺酰胺

及其衍生物、二硫代氨基甲酸盐、二硫代磷

酸盐、黄原酸盐、喹啉、苯二胺及其衍生物、

苯酚及其衍生物和这些物质的混合物；最

好，亲核化合物是从含有以下物质的基团中

选择，苯并噻唑-环己-次磺酰胺（CBS）、N-

叔-丁基-2-苯噻唑磺酰胺（TBBS）、2-巯基

苯并噻唑（ MBT）、 2-巯基苯并噻唑锌盐

（ ZMBT）、苯并噻唑 -2-二环次磺酰胺

（DCBS）、二苯胍（DPG）、三苯胍（TPG）、

二苯基硫脲（ DPTU）、二硫化苯并噻唑

（MBTS）、六次甲基四胺（HMT）、二硫化四

苄基秋兰姆（TBzTD）及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介绍用上述方法

制备的胶料。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介绍一种轮胎，这

种轮胎至少有一部分含有用上述方法制备

的胶料。

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

下述非限制性实例更能清楚说明本发

明。

实例

制备的五种胶料（A～E）如下：一种是

根据本发明方法制得的胶料（A），另外四种

为参比胶料（B～E）。

正如后面所述，参比胶料不同于本发明

胶料的地方在于：参比胶料在三烷氧基巯基

烷基-硅烷中仅含有硅烷结合剂，或在第一

混炼步没有加入亲核化合物，或第二混炼步

骤的混炼时间有所不同。

为了使比较更加准确，所有实例中的硅

烷结合剂含量相同。

如下所述，随后将测试每种胶料的粘

度、滚动阻力和耐磨性。按如下所述方法制

备实例胶料。

—胶料生产—（第一混炼步骤）

混炼前，将交联聚合物基料、一部分白

炭黑、三烷氧基巯基烷基-硅烷类硅烷结合

剂、氧化锌和亲核化合物（根据实例）加入

到 230～270 升的切向旋转混炼机中，填充

系数为 66～72％。

在转速为 40～80rpm下运转混炼机，并

在温度达到 140～160℃时卸出所得混合物。

（第二混炼步骤）

再将另一部分白炭黑和多硫化物有机

硅烷中的硅烷结合剂（根据实例）加入到第

一步所得混合物中。

然后，按实例所要求的转速运行该混炼

机。具体来说，就参比胶料 B～D而言，在

90～120 秒的混炼时间内，混炼温度大约达

到了 150℃，而就本发明胶料和参比胶料 E

而言，210 秒后停止混炼，此时的混炼温度

为 140℃。

（第三混炼步骤）

将硫化系统加入到第二混炼步骤所得

混合物中，使填充系数达到 63～67％。

在转速为 20～80rpm下运转该混炼机，

并在温度达到 100～110℃时卸出所得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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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表 I列出了根据本发明方法生产的五种

胶料的配方（份）。

表 I

A B C D E
第一混炼步骤

S-SBR 45.0
E-SBR 55.0
氧化锌 1.5
白炭黑 60.0
SI363 3.00 9.00 3.00 3.00 9.00
MBTS 0.5 — — 0.5 0.5

第二混炼步骤

白炭黑 20
SI69 6.0 — 6.0 6.0 —

最后的混炼步骤

氧化锌 1
硫磺 2
促进剂 2

S-SBR 和 E-SBR 的平均分子量分别为

800～1500×l0
3
和 500～900×10

3
。具体来

说，S-SBR 含有 10～45％的苯乙烯和 20～

70％的乙烯基，E-SBR 含有 20～45％的苯乙

烯。

所用白炭黑为赢创公司的 ULTRASIL

VN3 GR，其比表面积为 175m
2
/g。

三烷氧基巯基烷基-硅烷中硅烷结合剂

（ 商 标 名 SI363 ） 的 化 学 式 为

SH(CH2)3Si(OCH2CH3)(0(CH2CH2O)5(CH2)12CH3)2。

MBTS为二硫化苯并噻唑。

多硫化有机硅烷中硅烷结合剂（商标名

SI69 ） 的 化 学 式 为

(CH3CH20)3Si(CH2)3S4(CH2)3Si(OCH2CH3)3。

如上所述，测试胶料 A～E 的粘度、滚

动阻力和耐磨性。

具体来说，根据 ASTM 标准 D6080 测试

粘度，根据 ASTM 标准 D5992测试滚动阻力，

根据 DIN标准 53516 测试耐磨性。

60℃下的 tanδ与滚动阻力密切相关。

具体来说或，60℃下的 tanδ越低，滚动阻

力越好。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胶料的各项

优点，我们就参比胶料 B列出了本发明胶料

的测试结果。

表 II 列出了根据本发明方法生产的四

种胶料，即 A～E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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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

A B C D E
粘度 65 100 80 75 90
60℃下的 tanδ 102 100 120 105 100
耐磨性 135 100 115 125 100

如表 II 所示，用本发明方法所生产的

胶料 A基本上清楚地呈现了最佳测试结果。

具体来说，就粘度和耐磨性而言，胶料 A的

这两项性能远远优于参比胶料的这两项性

能，而且在滚蛋阻力方面也有所改善。

更具体地来说，同胶料 C相比的结果说

明了仅仅通过在第二混炼步骤的多硫化物

有机硅烷中加入硅烷结合剂是不可能体现

出这些优势的；同胶料 D相比的结果说明了

在第一混炼步骤中加入亲核化合物，在第二

混炼步骤的多硫化物有机硅烷中加入硅烷

结合剂也不能体现出这些优势；同胶料 E相

比的结果说明了，在第一混炼步骤中加入亲

核化合物，第二混炼步骤的时间和温度如本

发明方法所示，这样也不能体现出这些优

势。

译自世界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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