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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基料中含有聚丁二烯的橡胶胶料

唐昆 译

本发明涉及聚合物基料中含有聚丁二

烯的橡胶胶料。更具体地来说，本发明涉及

轮胎胶料和胎面胶料，下面将通过实例说

明。

背景技术

“交联、不饱和链聚合物基料”一词指

的是任何具有用硫磺基体系交联（硫化）的

弹性体的所有化学特性、物理特性和机械特

性的天然或合成、非交联聚合物。

“硫化系统”一词指的是能交联到聚合

物基料上的硫磺和促进剂等化合物。

“亚甲基供体化合物”一词指的是能通

过亚甲基受体化合物中的亚甲基桥充当交

联剂的化合物。

通常，将聚丁二烯橡胶与各种橡胶相混

合以得到轮胎的各部分，因为聚丁二烯橡胶

能提供良好的耐磨性和抗剪性。

但，组成混合物的聚合物基料含有橡胶

混合物，而这种橡胶混合物中的聚丁二烯使

炭黑或白炭黑等补强填料不易分散在聚合

物基料中。事实上，同天然或苯乙烯-丁二

烯橡胶等其它橡胶相比，补强填料在聚丁二

烯橡胶中的分散量更小。

补强填料的不均匀分散总会导致混合

物技术特性的不同，因此会造成轮胎部分更

容易出现故障。

我们常用增加补强填料来解决这个问

题。但是这样虽然能改善耐磨性，但也会减

小滚动阻力。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使补强填

料功能化，使其更类似于聚丁二烯。但，这

种方法不仅工艺复杂，而且成本也高，因此

工业上的利润空间有限。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分别预先混合聚丁

二烯橡胶和补强填料。但经过验证后，结果

也并不理想。因为，聚丁二烯橡胶和补强填

料的亲和性较差，这样就增大了滞后性，从

而减小了滚动阻力。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方法，在不使

混合物产生不同技术特性或减小滚动阻力

的情况下，使聚合物基料中可使用聚丁二烯

橡胶。

本发明申请者还意外地发现了一种方

法，这种方法可在同时提高滚动阻力的情况

下解决因聚丁二烯橡胶和补强填料间亲合

性较差所带来的相异问题。

发明披露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介绍一种橡

胶胶料的生产方法，这种橡胶胶料含有交联

聚合物基料，而且这种聚合物基料还至少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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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聚丁二烯；该方法的第一步是将交联

聚合物基料和至少一种补强填料相混合；该

方法的特点在于在第一步混炼前需要进行

预混合，而且在该步骤中，只有聚丁二烯与

补强树脂相混合，而不与补强填料相混合。

在所说的预混炼步骤中，每 100 份聚丁二烯

以含有 1～70 份补强树脂为宜，最好含有

10～40份。

最好所说的补强填料含有亚甲基受体

化合物和亚甲基供体化合物。

最好亚甲基受体化合物为一种酚醛树

脂。

最好亚甲基供体化合物为一种六甲氧

甲基三聚氰胺。

最好，亚甲基受体化合物与亚甲基供体

化合物的份数比为 2～10。

最好，补强填料含有炭黑。

最好，除聚丁二烯外，交联聚合物基料

还含有天然橡胶或丁苯橡胶。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介绍用本发明方

法生产的橡胶胶料。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介绍用本发明方

法生产的橡胶胶料所制得的轮胎胶料，最好

是胎面胶料。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介绍一种轮胎，这

种轮胎的一部分胶料含有用本发明方法生

产的橡胶胶料。

本发明最佳实施方案

下面列出了一些非限制性实施例，仅通

过这些实例清楚说明本发明。

实例

生产四种橡胶胶料（A～D）：胶料 A 为

第一参比实例，代表常用橡胶胶料；胶料 B

为第二参比实例，在这种参比实例中含有大

量可以提高耐磨性的补强填料；胶料 C为第

三参比实例，其中在第一混炼步骤中添加了

补强树脂；胶料 D为本发明实例，其中在将

聚丁二烯与补强树脂相混合前增加了一个

预混炼步骤。

用下述方法生产胶料 A～D：

—胶料生产—（预混炼步骤-仅针对胶

料 D）

混炼前，将聚丁二烯橡胶和补强树脂

（含有酚醛树脂和六甲氧甲基三聚氰胺）充

入 230～270 升沿切线方向旋转的混炼机。

混炼机的运行速度为 40～60rpm，当温

度达到 140～160℃时，倒出所得胶料。

（第一混炼步骤）

混炼前，将交联聚合物基料（就胶料 D

而言包括预先混炼所得到的聚丁二烯）、炭

黑、白炭黑、硅烷偶联剂和补强树脂（仅针

对胶料 C）填充到 230～270 升沿切线方向旋

转的混炼机中。

混炼机的运行速度为 40～60rpm，当温

度达到 140～160℃时，倒出所得胶料。

（第二混炼步骤）

将硫化系统加入到第一混炼步骤所制

得的胶料中，混炼机的运行速度为 20～

40rpm，当温度达到 100～110℃时，倒出所

得胶料。

表 I 列出了四种胶料的组分（单位为

“份”）。

在表 I 中：S-SBR 为丁苯橡胶溶液，其

平均分子量分别为 800～ 1500× 103 和

500～900×103，含有 10～45％的苯乙烯、

20～70％的乙烯基和 0～30％的油。

BR为聚丁二烯橡胶，其中 1,4 顺丁二烯

的含量至少为 40％。

用白炭黑为赢创公司销售的 VN3 白炭

黑，其比表面积为 170m2/g。

所用硅烷偶联剂为赢创公司销售的

S175 硅 烷 偶 联 剂 ， 分 子 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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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甲基受体化合物为一种酚醛树脂。



聚合物基料中含有聚丁二烯的橡胶胶料 唐昆 译

第 3 页 共 20页

亚甲基供体化合物为一种六甲氧甲基

三聚氰胺。

促进剂为 TBBS、MBTS 和 DPG 的混合物。

硫化上面所得橡胶胶料，并测试其滚动

阻力和耐磨性。

根据 ISO 标准 4664，测试 60℃下的 tan

δ值以评估其滚动阻力。任何熟知本专业的

技术人员都知道 60℃下的 tanδ值与滚动阻

力密切相关。具体来说，60℃下的 tanδ值

越低，滚动阻力越好。

根据 DIN 标准 53516，测试耐磨性。

表 II 给出了以参比胶料 A 为指标的测

试结果。

表 I
A B C D

S-SBR 80

BR 20
*

20
**

炭黑 7.5

白炭黑 55 75 55 55

硅烷偶联剂 5.5 7.5 5.5 5.5

亚甲基受体化合物 — — 5.0
*

5.0
**

亚甲基供体化合物 — — 1.67
*

1.67
**

硫磺 1.5

促进剂 3.2

*：直接在第一混炼步骤中添加

**：在预混炼步骤中使用
表 II

A B C D

60℃下的 tanδ 100 120 100 95

耐磨性 100 107 100 111

如表 II 的测试结果所示，本发明方法

生产的胶料 D既能提高滚动阻力（60℃下的

tanδ值），而且意外地发现还改善了耐磨

性。

同胶料 C相比，为了实现我们所追求的

目标，仅仅在胶料中使用补强树脂是远远不

够的，但根据本发明的基本特性，必须预先

单独混合聚丁二烯橡胶。

译自世界专利

馆藏号 201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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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电磁干扰抑制特性的高分子

复合材料（待续）

向晴 译

披露领域

本披露涉及高分子复合材料，尤其适用

于电磁干扰抑制器用高分子复合材料。

发明背景

在电子通信系统等电子系统中通常都

会出现电磁干扰（EMI）这种问题。众所周

知，外界的电磁辐射会在电子元件中产生不

必要的电流，从而扰乱电子系统的正常运

行。为了预防这些不良效应，通常可通过强

导电外壳、涂层、垫圈、粘合密封剂、线套、

金属滤网或金属过滤器等完全屏蔽电子装

置或电子元件。这类屏蔽装置的工作原理是

从电敏元件中反射不必要的电磁场。另一种

预防措施就是使用电磁吸附材料。通常这些

材料都不具有强导电性，其工作原理是通过

吸附不必要的电磁能并将其转化为热能。吸

附器广泛应用于雷达隐身中。一般也会在电

子装置内发现这种吸附器，用于控制电子装

置的电磁辐射。电磁吸附器如果主要与电磁

波的磁场分量相作用，那么可看作磁吸附

器；如果主要与电磁波的电场分量相作用，

那么可看作介电吸收器。

到目前为止已采用了多种方法，使用了

各种不同的材料进行电磁干扰（EMI）屏蔽。

其中一些屏蔽方法还涉及到非聚合基质。譬

如，美国专利 US No.3,671,275 就介绍了一

种有耗介电衰减器，这种有耗介电衰减器含

有碳化硅和铝基质的化合物。美国专利 US

No.5,691.498 介绍了一种电磁有耗液体或

气体密封熔封体，这种熔封体由玻璃粘结剂

基质和铁磁和/或铁电填料组成。美国专利

公开申请号为 2010/0294559 的专利介绍了

一种电磁屏蔽膜，这种膜的薄板至少含有一

绝缘层和导电金属层。其它屏蔽方法也涉及

到了聚合基质。譬如，美国公开申请专利号

为 2010/0315105 的专利就介绍了一种 EMI

屏蔽材料，这种屏蔽材料含有活性有机化合

物和导电填料，在有机化合物硫化期间，这

种导电填料就会自聚集成一种三维金属网

络；美国公开申请专利号为 2011/0200740

的专利介绍了一种具有 EMI屏蔽功能的碳纳

米管/高分子复合材料。

摘要

此处所介绍的高分子复合材料适用于

电磁干扰抑制器。在一些实施例中，高分子

复合材料是由有耗聚合基质、分散到聚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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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陶瓷粒子和分散到聚合基质的导电粒

子构成。有耗聚合基质可能含有氟碳基聚合

基质、含氯聚合基质、环氧聚合基质、（甲

基）丙烯酸酯聚合基质、聚醚聚合物基质或

这些物质的化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有耗

聚合基质含有氟碳聚合基质或环氧聚合基

质。陶瓷粒子含有金属氧化物粒子、金属氮

化物粒子、金属碳化物粒子、金属硫化物粒

子、金属硅化物粒子、金属硼化物粒子、多

铁化合物粒子、混合陶瓷粒子、硫族玻璃粒

子或这些粒子的化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

陶瓷粒子含有金属氧化物粒子，特别是氧化

铜（CuO）粒子。导电粒子含有炭黑、碳气

泡、碳泡沫、石墨烯、碳纤维、石墨、碳纳

米管、金属粒子和金属纳米粒子、金属合金

粒子、金属纳米线、PAN 纤维、导电涂敷粒

子或这些粒子的化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

导电粒子含有炭黑。

电磁干扰抑制器这种高分子复合材料

的其它实施例由有耗聚合基质和分散在聚

合基质中的氧化铜（CuO）粒子组成。有耗

聚合基质可能含有氟碳基聚合基质、含氯聚

合基质、环氧聚合基质、（甲基）丙烯酸酯

聚合基质、聚醚聚合物基质或这些物质的化

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有耗聚合基质含有

氟碳聚合基质或环氧聚合基质。

图纸简述

下面将结合附图，根据以下详细介绍的

各实施例全面地了解本发明申请。

图 1 为比较实例 C1 试样的介电常数与

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2 为比较实例 C1 试样的损耗角正切

值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3为实例 1试样的介电常数与频率之

间的关系图。

图 4为实例 1试样的损耗角正切值与频

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5为实例 2和 3试样的介电常数与频

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6为实例 2和 3试样的损耗角正切值

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7为实例 4试样的介电常数与频率之

间的关系图。

图 8为实例 4试样的损耗角正切值与频

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9 为比较实例 C2～C5 试样的介电常

数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0为比较实例 C2～C5试样的损耗角

正切值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1为实例 5～7试样的介电常数与频

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2为实例 5～7试样的损耗角正切值

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3 为实例 8～10 试样的介电常数与

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4 为实例 8～10 试样的损耗角正切

值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5 为比较实例 C6 和 C7 试样的介电

常数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6 为比较实例 C6 和 C7 试样的损耗

角正切值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7 为实例 11 和 12 试样的介电常数

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8 为实例 11 和 12 试样的损耗角正

切值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19 为实例 13 和 14 试样的介电常数

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图 20 为实例 13 和 14 试样的损耗角正

切值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

发明详述

抑制电磁干扰（EMI）仍然需要使用弹

性多样化的电磁吸附材料。这些材料应选用

轻型、易加工材料，而且其损耗特性适合于

特定应用的频率范围。在此所介绍的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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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可用作 EMI 吸附材料。

在此，“复合材料”是指一种材料，其

中两种或多种材料在没有化学相互作用的

情况下可共存，所形成的相位（一个或多个）

可呈分散状或连续状。

在此，“有耗聚合基质”是指在分析对

象频率范围内，介电损耗正切值为 0.005～

0.5或 0.01～0.30 的一种聚合基质。介电损

耗正切值通常用 tanδ表示，是介电材料的

频变参数，是对电磁能内在耗散的定量分析。

介电损耗正切值是指复平面中电磁场

的电阻（有耗）分量与电抗（无耗）分量所

形成的夹角的正切值。通常用介电材料的假

定介电常数和实际介电常数之比表示，即

tanδ=ε''/ε'。

“聚合物”和“聚合材料”这两个词都

是指从均聚物等一种单体制得的材料，或从

共聚物、三聚物等两个或多个单体制得的材

料。同样，“聚合”一词指的是制备聚合材

料的过程，这种聚合材料可以是均聚物、共

聚物或三聚物等。“共聚物”和“共聚材料”

是指至少从两种单体制得的一种聚合材料。

“室温”和“环境温度”可相互交换使

用，通常是指 20～25℃。

此处的“氟碳基”一词指的是一种氟化材

料。通常，本披露的氟碳材料都为高氟化材料。

当同聚合物、单体配合使用时，或当与

聚合物或单体联合使用的基团配合使用时，

“氟化”一词指的是至少有一个氢原子被氟

原子所取代。“高氟化”一词指的是多个氢

原子被氟原子所取代的聚合物、单体或基

团，在某些情况下，至少有一半的氢原子被

氟原子取代，在其它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氢

原子都被氟原子所取代。

此处的“（甲基）丙烯酸酯”一词既指

丙烯酸酯，也指甲基丙烯酸酯。

此处的“环氧”一词指的是具有三元环的

反应基，该反应基含有两个碳原子和一个氧原

子，通常将其称为“环氧乙烷环”。此处的“环

氧树脂”一词与通常所理解的一致，用于描述

含有一个或多个环氧基团的硫化材料。

此处的 EMI抑制高分子复合材料含有一

种有耗聚合基质和一种或两种外加粒子。在

一些实施例中，EMI 抑制高分子复合材料是

由有耗聚合基质、分散到聚合基质的陶瓷粒

子和分散到聚合基质的导电粒子构成。在其

它实施例中，EMI 抑制高分子复合材料由有

耗聚合基质和分散在聚合基质中的氧化铜

（CuO）粒子组成。下面将详细介绍这两类

EMI 抑制高分子复合材料。通常，复合材料

所抑制的电磁干扰范围为 100 兆赫～100 千

兆赫，以 100 兆赫～70千兆赫为宜，最好为

1～20千兆赫。我们也希望这些材料能在低

频（如千赫波段和低兆赫波段）范围内抑制

电磁干扰。

此处的 EMI抑制高分子复合材料是由聚

合基质（其损耗正切值为 0.005～0.50，最

好为 0.01～0.30）、分散到聚合基质的陶瓷

粒子和分散到聚合基质的导电粒子构成。

EMI 抑制高分子复合材料含有损耗正切

值为 0.005～0.50，甚至为 0.01～0.30 的聚

合基质。任何固有介电损耗特性较理想的聚

合基质也适宜作本发明聚合基质。这些适宜

的聚合基质包括：含有卤碳基的物质，也就

是说这种聚合物含有 C-X键，其中 X可以为

氟原子或氯原子等。这类物质包括氟碳基聚

合物和含氯聚合物；环氧基物质包括环氧氯

丙烷聚合物和共聚物及其它环氧树脂聚合

物；（甲基）丙烯酸酯聚合物和共聚物；聚

醚聚合物和共聚物。一些特定的较适宜的聚

合基质为环氧基聚合基质和氟碳聚合基质。

有多种因素影响着聚合基质的介电损

耗。这些因数包括聚合物本身的结构特征以

及是否参入添加剂。影响聚合基质介电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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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合物的结构特征包括有无极性基团、结

晶度、玻璃转化温度（Tg）和交联度。影响

聚合基质介电损耗的添加剂包括可降低聚

合基质玻璃转化温度的塑化剂。

有助于聚合物介电损耗的主要成分同

短极性段的松弛度相关，短极性段含有偶极

矩较高的基团。这类极性键的实例包括：

C-OR基，其中 R为氢原子或烷基或芳基；C-X

基，其中 X为氟原子或氯原子等卤素原子；

C-NR1R2基，其中 R1和 R2为各自独立的氢原

子、烷基或芳基。极性段既可为主链结构的

一部分，也可在侧链之上。

结晶度是影响聚合物中介电损耗的另

一参数，结晶聚合基质越少，介电损耗就越

大，这是因为结晶度的升高会降低聚合物链

的自由运动度。相反，不定形聚合物基质的

自由容积较高，借助电磁能的吸附可使聚合

物段更易旋转，可提高介电损耗。因此，不

定形区较大的聚合基质，其结晶度较低，这

样介电损耗就越高，即“越有耗”。聚合物

的结晶度由聚合物的成分和所选择的加工

条件所决定。

聚合物链的活动度也受玻璃转化温度

的影响。即便是玻璃转化温度较高（也就是

说 Tg 值高于使用温度，通常是指环境温度

或室温）的不定形聚合物，其活动度在环境

温度或室温下也会受到限制。因此，同 Tg

值高于环境温度或室温的聚合基质而言，Tg

值低于环境温度或室温的聚合基质更易耗

损。所用添加剂也会影响基质的 Tg 值。譬

如，添加塑化剂可降低基质的 Tg值。

在硫化环氧树脂体系等硫化聚合体系

中，基质的交联度尤为重要。交联度较高不

利于链段的活动度，这样便降低了基质的介

电损耗。因此，对于硫化聚合体系而言，宜

选用交联度较低的基质。

除上述因素外，聚合体系的损耗也受其

它因素所影响，如接枝度（因为接枝可能会

破坏结晶度）、所得端基的性质（极性或非

极性）、是否含有杂质或添加剂（如未经反应

的单体）、水等溶剂及抗氧化剂等加工助剂。

如上所述，这些适宜的聚合基质包括：

含有卤碳基的物质，也就是说这种聚合物含

有 C-X键，其中 X可以为氟原子或氯原子等。

环氧基物质包括环氧氯丙烷聚合物和共聚

物及其它环氧树脂聚合物；（甲基）丙烯酸

酯聚合物和共聚物；聚醚聚合物和共聚物。

含卤碳基的聚合材料含有各种含氯聚

合物和含氟聚合物。适宜的含氯聚合物实例

包括聚氯乙烯聚合物（PVCs）和聚偏二氯乙

烯（PVDC）。PVC 聚合物含有极性 C-Cl 基，

但 Tg值相对较高（最高达到 95℃），因此所

呈现的介电损耗特性仅仅一般。另一方面，

PVDC 聚合物不仅含有极性 C-Cl 基，其 Tg

值也相对较低（-17℃）。可选用各种含氟聚

合物。适宜的含氟聚合物包括聚偏氟乙烯

（ PVDF）聚合物和共聚物。聚偏氟乙烯

（PVDF）聚合物的 Tg 值非常低（-65℃）。

下面将详细介绍特别适宜的 PVDF 聚合物和

其它含氟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包括从氟碳基

单体、四氟乙烯（TFE）、六氟丙烯（HFP）

及偏氟乙烯（VDF）中制得的共聚物。

环氧基聚合基质包括各种环氧氯丙烷

聚合物和环氧树脂聚合物。环氧氯丙烷基聚

合物实例包括聚环氧氯丙烷，如 Zeon 化学

制品公司销售的环氧氯丙烷均聚物 HYDRIN

H(CO)；如 Zeon 化学制品公司销售的由环氧

氯丙烷和环氧乙烷构成的共聚物 HYDRIN

C(ECO)等环氧氯丙烷共聚物；Zeon 化学制品

公司销售的由环氧氯丙烷、环氧乙烷和烯丙

基缩水甘油醚所构成的三聚物 HYDRIN T。适

宜的硫化环氧树脂也较多，包括以双酚-A、

双酚-F和酚醛为基础的环氧树脂。下面将详

细介绍特别适宜的环氧树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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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甲基）丙烯酸酯聚合物和共聚

物包括聚丙烯酸甲酯聚合物（PMA）和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聚合物（PMMA），这类聚合物

的不定形度较高、从（甲基）丙烯酸酯官能

团获得的极性基含量较高，室温下的介电损

耗一般。

聚醚聚合物和共聚物的介电损耗值较

理想，因为主链上的 C-O-C键不仅如上所述

为极性基团，而且弹性较高。此外，聚醚聚

合物和共聚物的 Tg 值较低（通常为～

-70℃）。市售各种聚醚聚合物和共聚物包括

聚氧化乙烯聚合物和共聚物及聚氧化丙烯

聚合物和共聚物。

综合各种原因，环氧基聚合基质和氟碳

基聚合基质都是特别适宜的聚物基质。这不

仅包括聚合基质的损耗特性较理想，也涉及

到稳定性、材料的可用性和加工性等。

适宜的环氧基聚合基质包括以双酚-A、

双酚-F 和酚醛为基础而制得的环氧树脂或

这些环氧树脂的混合物。以双酚-A为基础的

适宜的环氧树脂包括：迈图专用化学品公司

出售的 EPON 828(液态环氧树脂)和 EPON 100

IF(固态环氧树脂)，陶氏化学公司出售的

DER 6508(高分子量环氧树脂)和标乐公司出

售的 EPOXICURE 树脂(低分子量环氧树脂)。

适宜的双酚-F 环氧树脂可以是迈图专用化

学品公司出售的 EPON 862(低分子量环氧树

脂)。以酚醛为基础的适宜的环氧树脂包括：

迈图专用化学品公司出售的 EPON 1050 和亨

斯迈先进材料公司出售的 ARALDITE ECN

1299。也可使用环氧树脂的混合物。用多种

硫化剂（包括胺基硫化剂、酚类硫化剂和酸

酐类硫化剂）可硫化环氧树脂。

尤其适用于本发明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为氟碳基聚合基质。这些基质含有氟碳基聚

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氟碳基聚合基质可

含有单个氟碳基聚合物，而在其它实施例

中，氟碳基聚合基质可含有氟碳基聚合物的

混合物。

适宜的氟碳基聚合物包括从氟碳基单

体四氟乙烯（TFE）、六氟丙烯（HFP）和偏

氟乙烯（VDF）制得的共聚物。美国专利 No.

6,310,141 介绍了这些聚合物实例。适宜的

氟碳基聚合物包括 20～60wt％的 TFE、30～

50wt％的 HFP 和 10～40％的 VDF。这些三聚

物为 3M 公司出售的“THV”。另外的实例还

包括六氟丙烯-四氟乙烯-乙烯（HTE）三聚

物、乙烯-四氟乙烯（ETFE）共聚物、六氟

丙烯-四氟乙烯（FEP）和四氟乙烯-全氟（烷

氧基烷烃）(PFA)共聚物。3M 公司也出售这

些共聚物。

特别有用的氟碳基聚合物为含 VDF的氟

碳基聚合物。包括 3M 公司出售的 THV 200、

THV 400 和 THV 500G；ARKEMA 公司出售的

KYNAR 720、KYNAR 740、KYNAR lOOOHD 和

KYNAR ADX；Ausimont 公司出售的 HYLAR 700

和 3M公司出售的 FLUOREL FC-2178。特别有

用的为 ARKEMA 公司出售的聚-VDF 聚合物

KYNAR 720、KYNAR 740、KYNAR lOOOHD 和

KYNAR ADX。

除上述有耗聚合基质外，一些 EMI 抑制

高分子复合材料实例在其聚合基质中也分

散有陶瓷粒子。这些陶瓷粒子为有耗介电陶

瓷粒子。适宜的陶瓷粒子多种多样，其中包

括金属氧化物粒子、金属氮化物粒子、金属

碳化物粒子、金属硫化物粒子、金属硅化物

粒子、金属硼化物粒子、多铁化合物粒子、

混合陶瓷粒子、硫族玻璃粒子或这些粒子的

化合物。下面将详细介绍这些物质。

通常，这些粒子的平均粒径为 50纳米～

50微米，最好为 1～10微米，陶瓷粒子一般

占 10～90wt％，最好占 10～80wt％。

本发明复合材料可选用各种适宜的金

属氧化物粒子。适宜的金属氧化物粒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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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有和未掺有氧化锡、氧化铁（铁或氧化

铁）、氧化锌、氧化镁、氧化铅、氧化镍、

氧化钴、氧化银、氧化锑和氧化铜（CuO）

的粒子。也可以使用金属氧化粒子的混合物。

较适宜的金属氮化物粒子包括掺有和

未掺有氮化钽、氮化钛、氮化钒和氮化锆的

粒子。也可以使用金属氮化物粒子的混合物。

较适宜的金属碳化物粒子包括掺有和

未掺有碳化钨、碳化铌、碳化钛、碳化钒、

碳化钼、碳化硅、碳化锆、碳化硼和碳化钛

硅的粒子。也可以使用金属碳化物粒子的混

合物。

较适宜的金属硫化物粒子包括掺有和

未掺有硫化铜、硫化银、硫化铁、硫化镍、

硫化钴、硫化铅和硫化锌的粒子。也可以使

用金属硫化物粒子的混合物。

较适宜的金属硅化物粒子包括掺有和

未掺有硅化铬、硅化钼、硅化钴、硅化钒、

硅化钨和硅化钛的粒子。也可以使用金属硅

化物粒子的混合物。

较适宜的金属硼化物粒子包括掺有和

未掺有硼化铬、硼化钼、硼化钛、硼化锆、

硼化铌和硼化钽的粒子。也可以使用金属硼

化物粒子的混合物。

较适宜的多铁化合物粒子包括掺有和

未掺有 BiFe03、BiMn03和稀土金属氧化物

（MFe204，其中 M为稀土元素，譬如 LuFe204）

的粒子。也可以使用多铁化合物粒子的混合物。

混合陶瓷粒子含有金属或准金属元素

混合物。适宜的实例包括掺有和未掺有碳化

硅和氧化铍的粒子、掺有和未掺有碳化硅和

氮化铝的粒子、掺有和未掺有氧化铜（CuO）

和氧化铝的粒子、掺有和未掺有氮化铝和玻

碳的粒子以及掺有和未掺有 Si-Ti-C-N陶瓷

的粒子。

硫族玻璃粒子包括以 As-Ge-Te 和

Se-Ge-Te 为基础的玻璃材料。

金属氧化物粒子特别适宜本发明复合

材料，尤其是氧化铜（CuO）。

除了上述有耗聚合基质和陶瓷粒子外，

本发明一些实施例的复合材料还含有分散

在聚合基质中的导电粒子。适宜的导电粒子

多种多样。适宜的导电粒子包括炭黑、碳气

泡、碳泡沫、石墨烯、碳纤维、石墨、纳米

石墨片、碳纳米管、金属粒子和金属纳米粒

子、金属合金粒子、金属纳米线、PAN 纤维、

导电涂敷粒子（如金属涂敷玻璃粒子）或这

些粒子的化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炭黑尤

其适合。

通常，导电粒子的平均粒径为 5纳米～

20微米，最好为 5～500 微米，导电粒子一

般占 0.05～20wt％，最好占 0.05～3wt％。

在本发明复合材料的一些特别适宜的

实施例中，聚合基质含有四氟乙烯、六氟丙

烯和偏氟乙烯组成的三聚物，陶瓷粒子含有

氧化铜（CuO）粒子，导电粒子含有炭黑。

在其它实施例中，聚合基质含有偏氟乙烯

（PVDF），陶瓷粒子含有氧化铜（CuO）粒子，

导电粒子含有炭黑。

在其它实施例中，聚合基质含有环氧树

脂（含有双酚-A 环氧树脂、双酚-F 环氧树

脂或酚醛环氧树脂，或这些树脂的混合物），

陶瓷粒子含有氧化铜（CuO）粒子，导电粒

子含有炭黑。

本发明也介绍了由有耗聚合基质和分

散在聚合基质中的氧化铜（CuO）粒子组成

所构成的 EMI 抑制高分子复合材料。通常，

复合材料所抑制的电磁干扰范围为 100 兆

赫～100 千兆赫，以 100兆赫～70千兆赫为

宜，最好为 1～20千兆赫。我们也希望这些

材料能在低频（如千赫波段和低兆赫波段）

范围内抑制电磁干扰。

EMI 抑制高分子复合材料含有损耗正切

值为 0.005～0.50，甚至为 0.01～0.30 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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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质。任何固有介电损耗特性较理想的聚

合基质（如上所述）也适宜作本发明聚合基

质。环氧基聚合基质和氟碳基聚合基质就属

于较适宜的聚合基质。

适宜的环氧基聚合基质包括以双酚-A、

双酚-F和酚醛为基础而制得的环氧树脂，或

这些环氧树脂的混合物。以双酚-A为基础的

适宜的环氧树脂包括：迈图专用化学品公司

出售的 EPON 828(液态环氧树脂)和 EPON 100

IF(固态环氧树脂)，陶氏化学公司出售的

DER 6508(高分子量环氧树脂)和标乐公司出

售的 EPOXICURE 树脂(低分子量环氧树脂)。

适宜的双酚-F 环氧树脂可以是迈图专用化

学品公司出售的 EPON 862(低分子量环氧树

脂)。以酚醛为基础的适宜的环氧树脂包括：

迈图专用化学品公司出售的 EPON 1050 和亨

斯迈先进材料公司出售的 ARALDITE ECN

1299。也可使用环氧树脂的混合物。可用多

种硫化剂（包括胺基硫化剂、酚类硫化剂和

酸酐类硫化剂）硫化环氧树脂。

尤其适用于本发明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为氟碳基聚合基质。这些基质含有氟碳基聚

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氟碳基聚合基质含

有单个氟碳基聚合物，而在其它实施例中，

氟碳基聚合基质含有氟碳基聚合物混合物。

适宜的氟碳基聚合物包括从氟碳基单

体四氟乙烯（TFE）、六氟丙烯（HFP）和偏

氟乙烯（VDF）制得的共聚物。美国专利 No.

6,310,141 介绍了这些聚合物实例。适宜的

氟碳基聚合物含有 20～60wt％的 TFE、30～

50wt％的 HFP 和 10～40％的 VDF。这些三聚

物为 3M公司销售的商标名为“THV”的产品。

另外的实例还包括六氟丙烯-四氟乙烯-乙

烯（HTE）三聚物、乙烯-四氟乙烯（ETFE）

共聚物、六氟丙烯-四氟乙烯（FEP）和四氟

乙烯-全氟（烷氧基烷烃）(PFA)共聚物。3M

公司也出售这些共聚物。

特别适用的氟碳基聚合物为含 VDF的氟

碳基聚合物。包括 3M公司出售的 THV 200、

THV 400 和 THV 500G；ARKEMA 公司出售的

KYNAR 720、KYNAR 740、KYNAR 1000HD 和

KYNAR ADX；Ausimont 公司出售的 HYLAR 700

和 3M公司出售的 FLUOREL FC-2178。特别适

用的为 ARKEMA 公司出售的聚-VDF 聚合物

KYNAR 720、KYNAR 740、KYNAR 1000HD 和

KYNAR ADX。

通常，适宜的氧化铜（CuO）粒子的平

均粒径为 50 纳米～50微米，最好为 1～10

微米，氧化铜（CuO）粒子一般占 10～90wt％，

最好占 10～80wt％。

实例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实例中的所有份

数、百分比和比率等都以重量计。除非特别

注明，否则实例所用溶剂和其它试剂都为

Sigma-Aldrich 化学公司产品。下列缩写分

别表示：cm=厘米；mm=毫米；phr=每 100 份

树脂所含份数；ml=毫升。

综合实例

下面介绍了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和用途：

综合实例 S1：环氧化树脂体系-1

环氧树脂体系-1 这种混合物含有 100

重量份环氧树脂（ Buehler 公司生产的

EPOXICURE 树脂，低分子量双酚 A-基环氧树

脂）和 18份环氧硫化剂（Buehler 公司生产

的 EPOXICURE 硬化剂，脂族胺类混合物）。

综合实例 S2：环氧化树脂体系-2

环氧树脂体系-2 这种混合物含有 100

重量份环氧树脂（迈图专用化学品公司生产

的 EPON 862，低分子量双酚 F-基环氧树脂）

和 46.50份环氧硫化剂（迈图专用化学品公

司生产的 EPIKURE 3233(聚氧丙烯三胺)。

综合实例 S3：环氧化树脂体系-3

环氧树脂体系-3 这种混合物含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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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份环氧树脂 (陶氏化学公司生产的

D.E.R.6508，高分子量双酚 A-基环氧树脂)

和硫化剂混合物：a）8.46 份环氧硫化剂，

（陶氏化学公司生产的 D.E.H.85(酚类硫化

剂)）；b)2.59 份环氧硫化剂（美国 AlzChem

LLC公司生产的 DYHARD 100 (胺类硫化剂)）

和 c）1.32 份环氧硫化促进剂（迈图专用化

学品公司生产的 EPIKURE P-100）。

综合实例 S4：环氧化树脂体系-4

环氧树脂体系-4 这种混合物含有 100

重量份环氧树脂（亨斯迈先进材料公司生产

的 ARALDITE ECN 1299）和硫化剂混合物：a）

68.48 份环氧硫化剂，（赢创工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 BTDA,3,3',4,4'-二苯甲酮四羧酸二酐

(酸酐)）；b)1.70 份环氧硫化促进剂（迈图

专用化学品公司生产的 EPIKURE P-100）。

综合实例 S5：涂有底漆的 PI 膜

用乙醇清洗 PI 膜，干燥后，用浸有底

漆的刷子刮擦 PI 膜，使之涂上一层非常薄

的底漆涂层，然后至少在空气中干燥 1小时，

之后再在通风柜中彻夜干燥可制得涂有底

漆的 PI膜。

缩写表

缩写 说明

CuO 填料 高纯度氧化铜粉末（98％）

CB填料-1 AkzoNobel Polymer Chemicals 公司生产的牌号为“KETJENBLACK

EC-300J”的导电炭黑填料

CB填料-2 AkzoNobel Polymer Chemicals 公司生产的牌号为“KETJENBLACK

EC-600JD”的导电炭黑填料

PVDF Arkema 公司生产的牌号为“KYNAR 720”的聚偏氟乙烯聚合物

DMF EMD 化学公司生产的 N,N-二甲基甲酰胺溶剂

FS 3M公司生产的牌号为“NOVEC FC-4430”的氟表面活性分散剂

Primer 3M公司生产的牌号为“94 PRIMER”的底漆

PI膜 DuPont 公司生产的牌号为“KAPTON 500H”聚酰亚胺薄膜，聚合物

薄片的厚度为 125 微米

表面活性剂 Lubrizol 公司生产的牌号为“SOLSPERSE 76500”的表面活性剂溶

液，在 n-丁基醋酸盐中含有 50％的活性聚合分散剂

铝板 10cm×10cm，1～2mm厚的铝板

实验室用压制机 Carver 公司制造的型号为 2699的实验室用压制机

网络分析仪 Agilent 技术公司制造的型号为 E8363C 的网路分析仪

气体同轴试验固紧装置 Damaskos 有限公司制造的型号为 100T的气体同轴试验固紧装置

双螺杆压出机 B&P 工艺设备与系统公司制造的型号为 MP-2019 15:1 双螺杆压出机

环形钢摸 环形钢模，外径为 2.54cm，内径为 1.10cm，定制

手动液压机 Carver 有限公司制造的型号为 32000 的手动液压机

铣床 Hardinge 有限公司制造的商标名为“BRIDGEPORT”的铣床

硬质合金工具 Travers 工具有限公司制造的编号为 BL5-C6 的硬质合金工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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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至少一个非导电聚合物对导电炭黑成分

的渗滤斜度进行拓宽（待续）

余击空 译

静电耗散型材料常用于灵敏电子设备

中，以减少并/或预防有潜在危险电荷的累

积。例如，在半导体和汽车行业中，静电的

累计能对电子元件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导致

危险状况发生。

传统静电耗散型材料使用导电填料，比

如导电炭黑，在聚合物基体中或连续聚合物

相中，赋予导电特性。为了取得效果，静电

耗散型材料的表面电阻率应该在 E6 和 E9Ω

/sq之间。当使用传统材料时，渗滤斜度（表

面电阻率与填料量的比值）很大，如图 1所

示，使得要取得所需的表面电阻率的填料浓

度范围很窄。这样，浓度和/或导电填料用

量所发生的小变化，会给该材料的静电耗散

型性质造成巨大的、潜在的不良变化。

所以，需要一种更加强大的静电耗散型

材料，以便在更广范围的成分和加工条件下

具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性能。本发明中的多个

实施方式可满足该要求。

发明概述

根据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介绍了一种

具有提高性能的静电耗散型复合物。该复合

物通常是由热塑性聚合物基质或连续热塑

性聚合物相和分散填料相所组成，该分散填

料相是由分散在热塑性聚合物相中的填料

系统或填料成分所构成。填料系统或填料成

分通常含有导电炭黑和非导电聚合物。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涉及

的静电耗散型复合物含有

a)连续的热塑性聚合物相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它所含有的填

料成分组成如下：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成

分的体积百分率含量为 7.4～10.5，复合物

的表面电阻率为 106Ω/sq～109Ω/sq。

在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介

绍了一种静电耗散性复合物，它的组成如

下：

a)结晶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

b)至少一个分散填料相，它所含的填料

成分的组成如下：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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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体积百分率含量为 5.0～6.0，复合物的

表面电阻率为 10
6
Ω/sq～10

9
Ω/sq。

在另一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介绍

了一种静电耗散性复合物，它的组成如下：

a)一种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它所含有的填

料成分组成如下：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复合物的容许量在±0.37～±

1.0范围内。

在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介

绍了一种静电耗散性复合物，它的组成如

下：

a)含有至少一种聚碳酸酯的连续热塑

性聚合物相；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它所含有的填

料成分组成如下：

i.某品牌 250g 的导电炭黑；

ii.至少一种非导电聚合物，它选

自含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封装聚四氟乙烯

和某品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基团。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成

分的体积百分率含量为 7.4～10.5，其中，

相对于填料总量，非导电聚合物的量为重量

的 15～25%，该复合物具有很好的表面电阻

率 10
6
Ω/sq～10

9
Ω/sq。

在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介

绍了一种静电耗散性复合物，它的组成如下

a)含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的结晶连续

静电聚合物相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它含有的填料

成分构成如下：

i.某品牌 250g 导电炭黑

ii.某品牌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成

分的体积百分率含量为 5.0～6.0，其中，相

对于填料总量，非导电聚合物的量为重量的

15～25%，该复合物具有很好的表面电阻率

10
6
Ω/sq～10

9
Ω/sq。

在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介

绍了一种静电耗散性复合物，它的组成如下

a)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它含有至少一

种选自含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基团的

聚合物。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它含有的填料

成分构成如下：

i.某品牌 250g 的导电炭黑；

ii.至少一种非导电聚合物，它选

自含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封装聚四氟乙烯

和某品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基团。

其中，相对于填料总含量，非导电聚合

物的含量为重量的 15～25%，该复合物的容

许量为±0.37～±1.0。

本文还介绍了制造方法以及含有本发

明中产品的制品。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介绍

了静电耗散复合物的制造方法，其步骤如

下：

a)提供一种热塑性聚合物成分

b)提供一种填料成分，其构成如下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c)将填料成分与热塑性树脂结合，生成

一种复合物。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成

分的体积百分率含量为 7.4～10.5，该复合

物的表面电阻率 106Ω/sq～109Ω/sq。

在另一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介绍

了静电耗散复合物的制造方法，其步骤如

下：

a)提供结晶热塑性聚合物成分

b)提供填料成分，其构成如下：

i.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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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非导电聚合物

c)将填料成分与热塑性聚合物成分相

混合，生成复合物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成

分的体积百分率含量为 5.～6.0，该复合物

的表面电阻率 10
6
Ω/sq～10

9
Ω/sq。

在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介

绍了生产静电耗散复合物的方法，其步骤如

下：

a)提供热塑性聚合物成分

b)提供填料成分，其构成如下

i.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c)将填料成分与热塑性聚合物成分相

混合，生成复合物，该复合物的容许量为±

0.37～±1.0。

图纸简述

图 1是典型的填充了常见炭黑的热塑性

树脂静电耗散复合物的渗滤曲线图。

图 2是实施例中所描述的几种成分的表

面电阻率渗滤曲线，它们仅使用导电炭黑作

为填料成分，或将导电炭黑与三种不同级别

的含聚碳酸酯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相结合

作为填料。

图 3是实施例中所描述的几种成分的表

面电阻率渗滤曲线，它们仅使用导电炭黑作

为填料成分或者炭黑与苯乙烯-丙烯腈共聚

物封装聚四氟乙烯相结合作为填料。

图 4是实施例中所描述的几种成分的表

面电阻率渗滤曲线，它们仅使用导电炭黑作

为填料成分或者炭黑与含聚对苯二甲酸丁

二醇酯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相结合作为填

料。

发明详述

本文中使用的“烷氧基”一词是含 1-24

个碳原子的支链饱和或不饱和烃基团，例如

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叔丁基、戊

烷基、己基、庚基、辛基、癸基、十四基、

二十烷基、二十四基等。“低烷氧基”是含

1-6个碳原子的烷氧基。

“烷基”是通过单独的终端醚键而结合

的烷氧基，该烷氧基可以定义为-OR，其中 R

是如上文所述的烷基。低烷氧基是含 1-6个

碳原子的烷氧基。

本文中“烯基”是含 2-24 个碳原子和

至少含一个碳双键的分子式的烃族。不对称

结构，例如(AB)C=C(CD)包括 E 异构体和 Z

异构体。这可在结构公式推测出来，其中有

不对称烯烃，或者可用符号 C明确表示出来。

本文中“炔基”指含 2-24 个碳原子的

烃族和含至少一个碳-碳三键的分子式。

本文中“芳基”指任何碳基芳基，包括

但不仅限于苯、萘等。“芳烃”也包括“杂

芳基”，即有至少一个杂原子并入在芳基环

中的芳基。杂芳基包括但不仅限于氮、氧、

硫、磷。芳基可以是替代性或者非替代性的。

芳基可用一个或多个基团取代，包括但不仅

限于烷基、炔基、芳基、卤化物、硝基、氨

基、酯基、酮基、醛基、羟基、羧酸或烷氧

基。

“环烷烃基”是至少由三个碳原子构成

的非芳烃碳基环。环烷烃基包括但不仅限于

环丙基、环丁基、环戊基、环己基等。“杂

环烷基”是上文提到的环烷烃基，它有至少

一个环的碳原子被杂原子所取代，包括但不

仅限于氮、氧、硫和磷。

本文中的“芳烷基”是含上文中的烷基、

炔基或者烯基的芳基，比如苄基。

本文中的“羟烷基”是上文所述的有至

少一个氢原子被羟基所取代的烷基、烯基、

芳基、芳烷基、环烷基、卤化烷基或杂环烷基。

本文中的“烷氧基烷基”是上文所述的

有至少一个氢原子被烷氧基所取代的烷基、

烯基、芳基、芳烷基、环烷基、卤化烷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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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环烷基。

本文中的“酯”，其分子式是-OC(O)OA，

其中，A可以是上文所述的烷基、卤化烷基、

烯基、炔基、芳基、杂芳基、环烷基、环烯

烃基、杂环烷基、或杂环烯基。

本文中的“碳酸盐类”的分子式是

-OC(O)OR，其中 R可以是上文所述的氢、烷

基、烯基、炔基、芳基、芳烷基、环烷基、

或杂环烯基。

本文中的“羧酸”的分子式是-C(O)OH。

本文中的“醛”的分子式是-C(O)H。

本文中的“酮基”的分子式是-C(O)R,

其中 R是上文所说的烷基、烯基、炔基、芳

基、芳烷基、环烷基、卤化烷基或杂环烯基。

本文中的“羰基”的分子式是 C=O。

本文中的“乙醚”的分子式为 AOA1，其

中 A和 A
1
可以分别是烷基、卤化烷基、烯基、

炔基、芳基、杂芳基、环烷基、环烯基、杂

环烷基、杂环烯基。

本文中“硫代-含氧基团”的分子式为

-S(O)2R、-OS(O)2R 或-OS(O)2OR，其中 R 可

以是上文所述的氢、烷基、烯基、炔基、芳

基、芳烷基、环烷基、或杂环烯基。

本文中“数均分子量”或“Mn”可交替

使用，它指的是试样中所有聚合物链的统计

平均分子量，可定义为

其中，Mi是链的分子量，Ni是该分子量

的链的数量。Mn确定为聚合物，例如聚碳酸

酯聚合物或聚碳酸酯-PMMA 共聚物。需要理

解的是，在这里 Mn 是用凝胶渗透色谱法测

量，用聚碳酸酯标准校准。例如，可用交联

苯乙烯-二乙烯苯塔来进行凝胶渗透色谱

法，使用合适的流动相溶剂，试样浓度为 1

毫克/毫升。

本文中“数均分子量”或“Mw”可交替

使用，可定义为

其中，Mi是链的分子量，Ni是该分子量

的链的数量。与 Mn相比较，Mw 考虑了一定

链的分子量在确定平均分子量中的作用。这

样，一定链的分子量越大，该链对 Mw 的作

用就越大。需要了解的是，这里用的 Mw 是

用凝胶渗透色谱法测量。在一些情况下，Mw

用凝胶渗透色谱法测量，并用聚碳酸酯的标

准校准。可用交联苯乙烯—二乙烯苯塔来进

行凝胶渗透色谱法，使用合适的流动相溶

剂，试样浓度为 1毫克/毫升。

在本文中“多分散系数”或“PDI”可

交替使用，可定义为：

PID 值等于或大于 1，但是当聚合物链

链长接近统一时，PDI值接近一致。

本文中的“聚碳酸酯”包括共聚碳酸酯、

均聚合聚碳酸酯和（共）聚酯聚碳酸酯。

本文中的“残余物”和“结构单元”指

聚合物的组分，在整个规范中是同义词。

本文中的每种组分原料都均为市售，生

产方法是普通专业技术人员所熟悉的。

如上文所述，本专利介绍了改进后的静

电耗散复合物。该复合物通常是由热塑性聚

合物基质或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和分散填

料相所组成，该分散填料相是由分散在热塑

性聚合物相中的填料系统或填料成分所构

成。填料系统或填料成分通常含有导电炭黑

和非导电聚合物。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该复合物具有比常

见静电耗散复合物更加强的渗滤曲线。我们

不希望受到该理论的束缚，我们认为由导电

炭黑和非导电聚合物所构成的填料成分在

临界负载形成了连续的导电网络，这也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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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流阈值。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该成分的渗

滤曲线较平直，能用不同填料成分生产静电

耗散复合物并且仍将表面电阻率保持在满

意范围内。所以，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该

静电耗散复合物的性能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如果有的话，会受到填料成分含量或材料处

理过程中分散性能的微小变化的影响。

该复合物的机械性能、热性能和/或形

貌特征也得到提高。

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该复合物的表面

电阻率为 10
6
Ω/sq～10

9
Ω/sq，包含典型数

值 10
7
Ω/sq 和 10

8
Ω/sq。表面电阻率也可在

以上两种数值的范围内产生。例如，该成分

的表面电阻率可以为 10
7
Ω/sq～10

8
Ω/sq。

正如上文所总结的，该复合物含有一个

和多个热塑性聚合物树脂，由热塑性聚合物

基底或连续的热塑性聚合物相所构成。该热

塑性聚合物树脂包括但不仅限于，聚碳酸

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聚酰胺、聚碳

酸酯-聚硅氧烷共聚物、聚苯硫醚、聚缩醛、

聚醚醚酮、聚酰亚胺。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

在该成分中所用到的聚酰亚胺包括聚酰胺、

聚醚酰亚胺和聚苯并咪唑。在另一实施方式

中，聚醚酰亚胺可包括已融化处理的聚醚酰

亚胺。

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可出现在该复合

物中，其数量可以是任何需要的量，可用相

对于复合物总重量的重量百分比来表示。例

如，按照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相对于该复合

物的总重量，该热塑性聚合物相可以为重量

的 5%～95%，包括典型的重量的 10%、15%、

20%、25%、30%、35%、40%、45%、50%、55%、

60%、65%、70%、75%、80%、85%、90%。在

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该热塑性聚合物相可位

于以上任何两个数值的范围内。例如，相对

于该复合物的总重量，该热塑性聚合物相可

在重量的 5%～15%的范围内，或是 5%～20%

范围内，或 50%～85%。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连续热塑性聚合物

相可出现在该复合物中，其数量可以是任何

需要的量，可用相对于复合物总体积的体积

百分率来表示。例如，按照本发明的实施方

式，相对于该复合物的总体积，该热塑性聚

合物相可以为体积的 5%～95%，包括典型的

体积的 10%、15%、20%、25%、30%、35%、40%、

45%、50%、55%、60%、65%、70%、75%、80%、

85%、90%。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该热塑性聚

合物相可位于以上任何两个数值的范围内。

例如，相对于该复合物的总体积，该热塑性

聚合物相可在体积的 5%～15%的范围内，或

是 5%～20%范围内，或 50%～85%范围内。

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该热塑性聚合物

基底或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可以是结晶基

底或相。例如，该结晶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

可含有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连续热塑性聚合物

相包含至少一种聚碳酸酯聚合物。在另外的

实施方式中，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中含一种

聚碳酸酯聚合物。

此处所使用的“聚碳酸酯”这个词不仅

仅指具体的聚碳酸酯或聚碳酸酯基团，而是

指含碳酸基团重复链的任何复合物。在一个

实施方式中，聚碳酸酯材料可包括美国专利

7786246 中所介绍的一种或多种聚碳酸酯材

料。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该聚碳酸酯聚合物

可以为脂肪族二醇基的聚碳酸酯。在另一实

施方式中，该聚碳酸酯聚合物含有来自二羟

化合物的碳酸单元，例如与脂肪族二醇不同

的双酚。在更进一步的实施方式中，典型的

聚碳酸酯聚合物包括芳香族聚碳酸酯，它是

用常用方法生产，即在有催化剂的情况下通

过一个或多个二羟芳族化合物和碳酸酯的

转酯化反应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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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适合的双酚化合物

的非限制性实施例包括 4,4'-二羟基联苯、

1,6-二羟萘、2,6-二羟萘、双(对羟苯基)甲

烷、双(对羟苯基) 二苯基甲烷、双(对羟苯

基)-l-奈基甲烷、l,2-双(对羟苯基)乙烷、

l,l-双(对羟苯基)-l-苯乙烷、2-(4-羟苯基

-3-溴苯肼)丙烷、1,1-双(羟苯基)环戊烷、

1,1-双(对羟苯基)环己烷、1,1-双(对羟苯

基)异丁烯、1,1-双(对羟苯基)环十二烷、

反-2,3-双(对羟苯基)-2-丁烯、双(对羟苯

基)乙腈、2,2-双(3-甲基-4-羟苯基)丙烷、

2,2-双(3-乙基-4-羟苯基)丙烷、2,2-双(3-

异丙基-4-羟苯基)丙烷、2,2-双(3-仲丁基

-4-羟苯基)丙烷、2,2-双(3-异丙基-4-羟苯

基)丙烷、2,2-双(3-仲丁基-4-羟苯基)丙

烷、2,2-双(3-叔丁基-4-羟苯基)丙烷、2,2-

双(3-环己基-4-羟苯基)丙烷、2,2-双(3-烯

丙基-4-羟苯基)丙烷、2,2-双(3-甲氧基-4-

羟苯基)丙烷、2,2-双(4-羟苯基)丙烷、l,l-

二氯甲烷-2,2 双(4-羟苯基)乙烯、l,l-二溴

-2,2-双(4-羟苯基)乙烯、1,1-二氯-2,2-双

(5-苯氧基-4-羟苯基)乙烯、4,4'-二羟基二

苯甲酮、3,3-(4-羟苯基)-2-丁酮、l,6-双

(4-羟苯基)-l,6-己二酮、乙二醇双(4-羟苯

基)乙醚、双(4-羟苯基)乙醚、双(4-羟苯基)

硫化物、双(4-羟苯基)亚砜、双(4-羟苯基)

砜、9,9-双(4-羟苯基)芴、2,7-二羟基芘、

3,3-双(4-羟苯基)苯酞、2,6-二羟基噻蒽、

2,7-二羟基-9、10-二甲基吩嗪、3,6-二羟

基氧芴、3,6-二羟基硫芴、2,7-二羟基咔唑

等，以及含以上至少一个芳族二羟基化合物

的组合。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典型的双酚化合物

含有 1,1-双(4-羟苯基)甲烷、1,1-双(4-羟

苯基)乙烷、2,2-双(4-羟苯基)丙烷(下文中

为“双酚 A”或“BPA”)、2,2-双(4-羟苯基)

丁烷、2,2-双(4-羟苯基)辛烷、1,1-双(4-

羟苯基)丙烷、1,1-双(4-羟苯基)正丁烷、

2,2-双(4-羟基-1-甲苯基)丙烷、1,1-双(4-

羟基-t-丁基)丙烷、3,3-双(4-羟苯基)苄甲

内酰胺、2-苯基-3,3-双(4-羟苯基)苄甲内

酰胺和 9,9-双(4-羟苯基)芴。也使用了至少

含一种芳族二羟基化合物的组合。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如果过支化未对聚

碳酸酯的性能造成很大影响，可使用带支化

基团的聚碳酸酯。在聚合过程中添加支化

剂，从而制备出支化基团块。这些支化剂包

括多功能有机化合物，它含有选自羟基、羧

基、酸酐、卤甲酰基以及以上官能团的混合

物中至少三个的官能团。具体实施例包括偏

苯三酸、苯偏三酸酐、1,3,5-三(4-羧基苯

基)苯、α-二甲基苯甲基)苯酚、均苯三甲

酸、苯甲酮四羧酸等。在一个实施例中，支

化剂的添加量为总重量的 0.05%～2.0%，在

另一实施方式中，也可使用含线性聚碳酸酯

和支化聚碳酸酯的混合物。

该聚碳酸酯聚合物含由碳酸盐单元和

其它聚合物单元所构成的共聚物以及含聚

碳酸酯和共聚碳酸酯中至少一种的混合物

所构成。该类型的典型聚碳酸酯共聚物是聚

酯碳酸，也就是聚酯-聚酯碳酸。该共聚物

中还含有来自含有寡聚酯的二羟化合物（这

里也指羟基封端寡聚丙烯酸酯）的碳酸盐单

元。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一个聚碳酸盐组分

中不含单独的聚合物，比如聚酯。在另一个

实施方式中，脂肪族基的聚碳酸盐由脂肪族

单元组成，它可以是来自脂肪族二醇的脂肪

族碳酸或是来自含有 13 个以上碳的脂肪族

二酸的脂肪族酯的组合物。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特别的聚碳酸酯的

分子量的测量方式可以是，例如，基于聚苯

乙烯标准的通用校准法的凝胶渗透色谱法。

一般情况下，基于聚苯乙烯标准，聚碳酸酯

的重量平均分子量(Mw)大于 5000g/mol。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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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施方式中，基于聚苯乙烯标准，聚碳

酸 酯 的 重 量 平 均 分 子 量 为 20000 ～

100000g/mol ， 包 括 30000g/mol 、

40000g/mol、 50000g/mol、 60000g/mol、

70000g/mol、80000g/mol 或 90000g/mol。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基于聚苯乙烯标准，聚

碳 酸酯 的重 量平 均分 子 量为 22000～

50000g/mol。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基于聚苯

乙烯标准，聚碳酸酯的重量平均分子量为

25000～40000g/mol。

本文中的重量平均分子量，以及由此计

算出的多分散性可用凝胶渗透色谱法的测

量方式可以是凝胶渗透色谱法，按照说明，

它使用交联苯乙烯二乙烯基苯柱，聚苯乙烯

标准或聚碳酸酯标准。凝胶渗透色谱法试样

可在浓度大约为 1mg/ml 的溶剂，比如二氯

甲烷或三氯甲烷中制备，并可在 0.2～

1.0ml/分钟的流速下洗涤。在一个实施方式

中，聚碳酸酯的玻璃化温度≤160℃，≤

150℃，≤145℃，≤140℃或≤135℃。在另

一个实施方式中，聚碳酸酯的玻璃化温度为

85～160℃、90～160℃、90～150℃、90～

145℃。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聚碳酸酯的

玻璃化温度为 85～130℃、90～130℃、90～

125℃、90～120℃。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使用界面相转移法

或熔融聚合法生产该聚碳酸酯聚合物组分，

尽管界面聚合的反应条件不同，但典型的方

法是将二元酚反应物溶解或分散在水性烧

碱或碳酸钾中，将所得到的混合物添加到与

水不混溶的溶剂介质中，例如，二氯甲烷，

并在有催化剂，例如，三乙胺或相转移催化

盐类的情况下，将反应物与碳酸盐前体（例

如光气）相接触，将 pH值控制于，比如 8～

10的范围内。

在多个实施方式中，该聚碳酸酯可用熔

融聚合方法来制备。一般来讲，在熔融聚合

法中，聚碳酸酯的制备方法是，在熔融状态

下，在有酯交换催化剂的情况下，将二羟反

应物与碳酸二芳酯，例如碳酸二苯酯相反

应，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更加具体的是，例

如双（甲基水杨基）碳酸盐等活性碳酸盐。

可在典型的聚合设备中进行该反应，例如一

个或多个连续搅拌反应器、活塞流反应器、

自由落体聚合釜、挂膜聚合釜、搅拌器，单

螺杆/双螺杆挤出机或以上设备的组合。在

一个实施方式中，可用蒸馏法将易挥发的一

元酚从熔化的反应物中除去，聚合物作为熔

渣被分离出来。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制造聚

碳酸酯的有效熔融方法使用了在芳基上有

吸电子的取代基的碳酸二芳酯。有吸电子的

取代基的碳酸二芳酯有双（4-硝基苯基）碳

酸盐、双（2-氯苯基）碳酸盐、双（4-氯苯

基）碳酸盐、双（甲基水杨基）碳酸盐、双

（4-甲基羧基苯基）碳酸盐、双（2-乙酰基

苯基苯）羧酸盐、双（4-乙酰基苯基苯）羧

酸盐或者含有以上至少一种的组合。

熔融聚合可包括含有第一种催化剂的

酯交换催化剂，这里也指含金属阳离子和阴

离子的α催化剂。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阳离

子是含有 Li、Na、K、Cs、Rb、Mg、Ca、Ba、

Sr或以上至少一种的碱或碱土金属。阴离子

为氢氧化物(OH
-
)，超氧化物(O2

-
)、硫醇盐

（HS
-
）、硫化物（S2

-
）、C1-20醇盐、C6-20芳族

醚、C1-20羧酸盐、包含磷酸氢盐的磷酸盐、

C1-20膦酸酯、包含硫酸氢盐的硫酸盐、包含

硫酸氢盐和偏亚硫酸氢盐的亚硫酸盐、C1-20

磺酸酯、包含碳酸氢盐的碳酸盐、或者以上

至少一种的组合。在另一实施方式中，也可

使用含碱土金属离子和碱金属离子的有机

酸的盐类。用作催化剂的有机酸的盐类有甲

酸、乙酸、硬脂酸和乙二胺乙底酸的碱金属

和碱土金属盐类。该催化剂可含有非挥发性

无机酸的盐类。“非挥发性”的意思是该复



用至少一个非导电聚合物对导电炭黑成分的渗滤斜度进行拓宽（待续） 余击空 译

第 19 页 共 20页

合物在环境温度和环境压力下没有明显的

蒸汽压。尤其是，这些复合物在聚碳酸酯即

逆行熔融聚合的温度下不挥发。非挥发性酸

的盐类是亚磷酸盐的碱金属盐类、亚磷酸盐

的碱土金属盐类、磷酸盐的碱金属盐类和磷

酸盐的碱土金属盐类。典型的酯交换催化剂

包括氢氧化锂、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氢氧

化铯、氢氧化镁、氢氧化钙、氢氧化钡、甲

酸锂、甲酸钠、甲酸鉀、甲酸铯、乙酸锂、

乙酸钠、乙酸鉀、碳酸锂、碳酸钠、碳酸钾、

甲氧基锂、甲氧基钠、甲氧基鉀、乙醇锂、

乙醇钠、乙醇鉀、苯酚锂、苯酚钠、苯酚鉀、

硫酸钠、硫酸鉀、NaH2PO3、NaH2PO4、Na2H2PO3、

KH2PO4、CsH2PO4、Cs2H2PO4、Na2SO3、Na2S2O5、

甲磺酸钠、甲磺酸鉀、甲苯磺酸钠、甲苯磺

酸钾、乙二胺四乙酸二镁钠或含以上至少一

种的组合。应知道的是，以上是典型的清单，

不应被视为仅限于此。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酯交换催化剂是含有碱或者碱土金属盐的

α催化剂。在一个典型实施方式中，该酯交

换催化剂含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碳酸钠、

碳酸钾、甲醇钠、甲醇鉀、NaH2PO4、或含以

上至少一种的组合。

根据熔融聚合的条件，α催化剂的数量

变化很大，在 0.001～500μmol 之间。在一

个实施方式中，在熔融聚合中的每摩尔脂肪

族二醇和其它任何二羟化合物中，α催化剂

的数量为 0.01～20μmol，具体来讲为 0.1～

10μmol，更具体来讲为 0.5～9μmol，更进

一步具体来讲为 1～7μmol。在另一实施方

式中，如果第二种酯交换催化剂对聚碳酸酯

的性能不发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在熔融聚合

过程中也可以有第二种酯交换催化剂，这里

也叫做β催化剂。典型的酯交换催化剂还可

包括分子式(R3)4Q+X 的相转移催化剂的结

合，其中 R3是相同或不同的，是 C1-10烷基，

Q是氮原子或者磷原子，X是卤素原子或 C1-8

烷基或 C6-18芳氧基。典型的相转移催化剂包

括，例如 [CH3(CH2)3]4NX、 [CH3(CH2)3]4PX、

[CH3(CH2)5]4NX 、 [CH3(CH2)6]4NX 、

[CH3(CH2)4]4NX 、 CH3[CH3(CH2)3]3NX 和

CH3[CH3(CH2)2]3NX,其中 X是 C1
-
、Br

-
、C1-8烷

基基团或 C6-18芳氧基团。酯交换催化剂的实

施例包括四丁基氢氧化铵、三丁基甲基氢氧

化铵、四丁基醋酸铵、四丁基氢氧化磷、四

丁基磷翁乙酸盐或者含以上至少一种的组

合。其它酯交换催化剂包括碱土金属盐或碱

金属盐。在需要β催化剂的多个实施方式

中，相对于α催化剂，β催化剂的摩尔比≤

10，具体来讲是≤1，再具体点为≤0.5。在

另一实施方式中，本文所介绍的熔融聚合反

应仅使用上文中的α催化剂，基本上不含β

催化剂。这里的“基本上不含”指的是熔融

聚合反应中不含β催化剂。在一个实施方式

中，基于熔融聚合反应中所使用的组分的总

重量，β催化剂的数量＜10ppm，具体来讲

＜1ppm，更具体点为≤0.001ppm。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使用了熔融加工

法，该方法中用到了活性碳酸盐。这里的“活

性碳酸盐”指的是碳酸二芳酯，它比酯交换

反应中的碳酸二苯酯更加具有活性。活性碳

酸盐的具体非限制性实例包括双（o-甲氧基

羰基苯基）碳酸盐、双（o-氯苯基）碳酸盐、

双(o-硝基苯基)碳酸盐、双(o-乙酰苯基)碳

酸盐、双(o-苯酮苯基)碳酸盐、双(o-甲酰

苯基)碳酸盐。酯取代的碳酸二芳酯的具体

实施例包括但不仅限于双（甲基水杨基）碳

酸盐、双（乙基水杨基）碳酸盐、双（丙基

水杨基）碳酸盐、双（丁基水杨基）碳酸盐、

双（苄基水杨基）碳酸盐、双（甲基-4-氯

代水杨基）碳酸盐等。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因为双（甲基水杨基）碳酸盐具有较低的分

子量和较高的蒸汽压力，被用作聚碳酸酯熔

融过程中的活性碳酸盐。邻位中的非活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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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可能会使活性碳酸盐是烷基基团、环烷基

基团或氰基基团。非活性碳酸盐的非限制性

具体实施例包括双（o-甲基苯基）碳酸盐、

双（p-异丙苯基）碳酸盐、双（p-（l,1,3,3-

四甲基）丁基苯基）碳酸盐、双（o-苯腈）

碳酸盐。这些结构的不对称组合也可被用作

非活性碳酸盐。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使用封端剂（也

称作链终止剂）来限制分子量增长速度，并

控制聚碳酸酯的分子量。典型的链终止剂包

括一定的单酚类化合物（例如含单个自由羟

基的苯基化合物）、一元羧酸氯化物和/或氯

甲酸酯。典型的苯酚链终止剂有苯酚、C1-C22

烷基取代苯酚。可专门提到带有 8～9 个碳

原子的支链烷基取代基的烷基取代苯酚。某

些单酚类紫外线吸收剂也可用作封端剂，例

如 4-取代-2-羟基二苯甲酮和它们的衍生

物、芳基水杨酸、联苯酚的单体、2-(2-羟

烷基)-苯并三唑和它们的衍生物、2-(2-羟

烷基)-l,3,5-三嗪和它们的衍生物等。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端基可以来自于羰

基（例如，碳酸二芳酯），来自对单体配比、

不完全聚合、断链等的选择，还有所有增加

的封端基团，它可包含可衍生基团，例如羟

基、羟酸基等等。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聚碳

酸酯的端基包含了来自于碳酸二芳基酯的

结构单元，在这里该结构单元可以是一个端

基。在另一实施方式中，端基来自于活性碳

酸盐。该端基可来自于适当取代的活性碳酸

盐的烷基酯与聚碳酸酯聚合物链末端的羟

基所发生的酯交换反应，条件是羟基与来自

活性碳酸盐的酯羰基反应，而不是与活性碳

酸盐的碳酸盐羰基反应。用该方法，来自含

酯复合物的结构单元或来自活性碳酸盐的

子结构出现在熔融聚合反应中，能形成酯端

基。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来自于水杨酸乙酯

的酯端基可以是 BMSC 或取代不取代双（烷

基水杨基）碳酸盐的残留，例如双（乙基水

杨基）碳酸盐、双（丙基水杨基）碳酸盐、

双（苯基水杨基）碳酸盐、双（苄基水杨基）

碳酸盐。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在熔融聚合中

使用α和β催化剂的组合，从活性碳酸盐制

备而来的聚碳酸酯聚合物中包含端基，基于

聚碳酸酯的重量，其数量＜ 2000ppm、＜

1500ppm、或者＜1000ppm。在另一实施方式

中，仅在熔融聚合中使用α催化剂，从活性

碳酸盐制备而来的聚碳酸酯聚合物中包含

端基，基于聚碳酸酯的重量，其数量≤

500ppm、≤ 400ppm、或者≤ 300ppm、≤

200ppm。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将用活性芳基碳

酸盐的熔融聚合反应所产生的反应物排进

一个固体或熔融形式的反应器。反应物初次

排入反应器，以及后来在反应条件下混合这

些材料进行聚合，可以在惰性气体气氛中进

行，比如氮气。也可在聚合反应的后面阶段

排放一种或多种反应物。可用任何已知技术

进行反应混合物的混合，例如搅拌。反应条

件包括时间、温度、压力和其它影响反应物

聚合的因素。一般来讲，相对于单体单元化

合物（比如二羟芳族化合物、脂肪族二酸或

二醇）的总摩尔数，所添加的活性芳基碳酸

盐的摩尔比为 0.8～1.3，最好为 0.9～1.3，

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子范围。在具体实施方

式中，活性芳基碳酸盐与单体单元复合物的

摩尔比为 1.1013～ 1.29，具体来讲为

1.015～1.028。在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中，活

性芳基碳酸盐为 BMSC。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