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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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

余击空 译

（接上期）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以通过使反应混

合物按照一系列的温度-压力-时间方案进

行熔融聚合反应。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这包

括逐渐提高各级的反应温度，并同时逐渐降

低各级的压力。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压力从

反应开始时的大约大气压力降低到 1 毫巴

（100 巴）或者更低，或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当反应即将结束时，用几个步骤降到 0.1 毫

巴（10巴）或者更低。可逐渐改变温度，起

始温度为反应混合物的熔融温度，接着降到

最终温度。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将反应混合

物从室温加热至大约 150℃。在该实施方式

中，聚合反应开始的温度在 150℃～220℃之

间。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聚合温度可达

220℃。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聚合反应温度

可以上升到 250℃，然后可以再进一步地上

升到 320℃，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子范围内。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总反应时间可以在 30

分钟～200 分钟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子范围

内。该步骤普遍能确保反应物发生反应后生

成具有理想的分子量、玻璃化温度和物理性

能的聚碳酸酯。该反应继续生成聚碳酸酯

链，并产生酯取代乙醇副产品，例如水杨酸

甲酯。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以用不同的技

术来去除副产品，例如使用减小压力的方

法。一般来讲，在反应开始的时候压力很高，

经过反应后逐渐降低，而反应后温度则升高。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采用已知技术比

如凝胶渗透色谱法，通过测量反应混合物的

熔体粘度或重量平均分子量，从而监测反应

的进度。可通过提取离散样本或在线测量的

方式来测量性能。当达到了理想的熔体粘度

和/或分子量后，可将最终的聚碳酸酯产品

与反应器隔离。按照上文中所述的脂肪族均

聚合聚碳酸酯和脂肪族-芳香族共聚聚碳酸

酯的生产方法，可批量或连续生产，最好是

在没有溶剂的模式下进行。所选用的理想反

应器应是自动清洁的，并应将所有“热点”

最小化。但是可使用与此相似的市售排气挤

出机。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在挤出机内，有

一种或多种催化剂的情况下，制备出脂肪族

均聚合聚碳酸酯和脂肪族-芳香族共聚聚碳

酸酯，其中成碳剂是活性芳香族碳酸盐。在

一个实施方式中，可将聚合反应的粉末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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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化状反应物送入挤出机内。在另一实施方

式中，在将反应物添加到挤出机之前，先进

行干混合。挤出机可装有减压装置（例如出

风口）来去除活性苯酚副产品，从而促进聚

合反应的完成。在不同的实施方式中，可通

过控制反应物的进料速度、挤出机类型、挤

出机螺杆设计和配置、在挤出机内的停留时

间、反应温度、挤出机内减压技术来调整聚

碳酸酯产品的分子量。聚碳酸酯产品的分子

量也取决于反应物的结构，例如所用的活性

芳香族碳酸盐、脂肪族二醇、二羟芳族化合

物和催化剂。多种不同的螺杆设计和挤出机

配置均为市售产品，它们使用了单螺旋、双

螺旋、出风口、向后和向前飞行带、密封、

测流。专业技术人员可使用商用挤出机设计

中大家都熟悉的原则来找到最佳的设计。当

使用活性碳酸盐时，控制碳酸二芳酯与二醇

之间的比率，尤其是 BMSC 与二醇之间的比

率，会对 Mw 有影响。更低的比率通常会使

分子量更高。

在一个典型的实施方式中，聚碳酸酯聚

合物中包含了双酚 A聚碳酸酯聚合物。在一

个典型的实施方式中，聚碳酸酯中包括了至

少两种不同级别双酚 A聚碳酸酯聚合物的混

合物。为此，聚碳酸酯的级别可用聚碳酸酯

的熔体体积流动速率来表征。例如，所介绍

的聚碳酸酯，比如双酚 A聚碳酸酯的熔体体

积流动速率在 300℃/1.2kg 时为 4g/10 分

钟～30g/10分钟。例如，熔体体积速率可以

在 10g/10 分钟～25g/10 分钟之间，包括在

10g/10 分钟～20g/10 分钟之间。另外，熔

体体积速率可在 4g/10 分钟～30g/10 分钟

之间。

在这些实施方式中，连续的热塑性聚合

物相可含有至少一种据碳酸盐。比如，至少

一种聚碳酸盐可选自聚碳酸盐 105和聚碳酸

盐 175。

当实施方式中的聚碳酸盐包含了一种

或多种聚碳酸盐聚合物的混合物时，必须知

道，相对于聚碳酸盐聚合物的总重量百分

比，聚碳酸盐组分中的每个聚碳酸盐聚合物

可以是任何所需要的量。例如，当聚碳酸盐

聚合物中包含了至少第一和第二种聚碳酸

盐聚合物时，相对于聚碳酸盐的总重量，第

一种聚碳酸盐聚合物的量为重量的 0%～

100%的范围内。同样的，相对于聚碳酸盐的

总重量，第二种聚碳酸盐聚合物的量为重量

的 0%～100%的范围内。

适合于本文中的复合物的填料成分包

含了导电炭黑和非导电聚合物。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

体积，该填料成分的体积百分率的用量为

7.4%～10.5%，包括典型数值 7.4%、7.5%、

7.6%、7.7%、8.0%、8.5%、9.0%、9.5%、10.0%。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体积百分率的量可以是

以上任何两个典型数值的范围内。比如，相

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该填料成分的体积百

分率在 7.5%～10.5%范围内。

结晶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需要的填料

成分的体积百分率用量比非结晶连续热塑

性聚合物相需要的更少。为了不受到理论的

束缚，我们认为，在结晶成分中，导电炭黑

粒子被喷出结晶相，并且主要出现在晶体边

界。由于电子从一个炭黑粒子移动到另一个

炭黑粒子，由非导电聚合物作为电绝缘体，

那么当树脂的晶体结构越高，完成导电排列

所需的导电炭黑粒子的体积就越小。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当连续热塑性聚合

物相是结晶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时，相对于

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成分的体积百分率用

量为 4.5%～6.5%，包括典型数值 5.0%、5.5%、

6.0%。在另一实施方式中，体积百分率用量

在以上典型数值中的任何两个之间的范围

内。例如，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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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体积百分率用量可以为 5.0%～6.0%。

该填料成分中包含了导电炭黑。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炭黑是碳的非晶态

形式，表面积与体积的比率很高。另外，炭

黑表面有不同程度的化学吸附的氧气复合

体（例如羧基、醌氧基、内酯酸基、酚基等），

这取决于生产的条件。炭黑的粒径、结构和

纯度等性质取决于炭黑的品种而有所不同。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炭黑可很好分散于聚合

物相中，保持结构或网络的完整、且粒径一致。

可用导电膜的表面导电性来测量炭黑

的导电性。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导电性决定

于聚合物相、导电炭黑的类型、导电炭黑的

用量和导电炭黑的分散性。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导电炭黑的数量为

填料总量的 60%～90%，包括典型数值 65%、

70%、75%、85%。在另一实施方式中，重量

百分比的范围来自于以上典型重量百分比

数值中的两个。例如，导电炭黑在填料总重

量的 75%～85%范围内。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在该成分中炭黑是

以附聚物形式出现，尺寸为 50nm～400nm,

包括典型数值 100nm、150nm、200nm、250nm、

300nm、350nm。在另一实施方式中，附聚物

尺寸可在以上任何两个典型数值中的范围

内。例如，该成分中以附聚物形式出现的炭

黑的尺寸在 100nm～300nm。

该填料成分中包含一种非导电聚合物。

非导电聚合物包含所有不导电的聚合

物。该非导电聚合物包含基于烷基链单体的

聚合物。同样，非导电聚合物包含了从甲基、

乙基、丙基、丁基、戊基、己基等的单体合

成而来的聚合物。另外，非导电聚合物可包

含来自两种或多种不同烷基单体的共聚物。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非导电聚合物可以是直

链、支链或交联聚合物。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非导电聚合物包含

聚乙烯。在另一实施方式中，非导电聚合物

具有更高分子量或超高分子量。在另一实施

方式中，非导电聚合物包含不同等级的聚乙

烯。不同的等级可以反映出聚合物之间在温

度、时间、分子量或压力等加工参数方面的

差异。不同等级还可反映出交联的差异。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的分子量在 200 万～600 之间，包括 300 万、

400 万、500 万这些典型数值。在另一实施

方式中，分子量可以在以上任何两个典型数

值中的范围内。例如，非导电聚合物的分子

量可以为 200 万～500 万。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只要最终的聚合物

不导电，非导电聚合物可包含导电单体的共

聚物。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非导电聚合物可

包含丙烯腈和芳香基。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芳香基中可包含苯乙烯。在另一实施方式

中，非导电聚合物中可包含苯乙烯-丙烯腈

共聚物。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式中，该苯乙烯—丙

烯腈共聚物可装在聚四氟乙烯中。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非导电聚合物的粒

径大小在 15微米（μm）到 175μm范围内，

包括典型数值 20μm、25μm、30μm、33μm、

35μm、40μm、45μm、50μm、55μm、60μm、

65μm、70μm、75μm、80μm、85μm、90μm、

95μm、100μm、105μm、110μm、115μm、

120μm、125μm、130μm、135μm、140μm、

145μm、150μm、155μm、158μm、160μm、

165μm 和 170μm。在另一实施方式中，粒

径可以在以上任何两个典型数值之间的范

围内。例如，非导电聚合物的粒径可以在

30μm～160μm之间。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相对于填料总量，

非导电聚合物的量为重量的 10%～40%，包含

典型数值 15%、20%、25%、30%和 35%。在另

一实施方式中，重量百分比可以在以上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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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数值之间的范围内。比如，相对于填料

总量，非导电聚合物的量为重量的 15%～25%。

该成份中还可选择性地包含一种或多

种常用于制造含静电耗散复合材料的聚合

树脂的添加剂，前提条件是该添加剂对所制

得的静电耗散复合物的性能没有不利影响。

也可使用混合添加剂，在对组分进行混合以

生成混合物时，可在适当时间混合添加剂。

例如，该成分中可含有一种或多种填料、稳

定剂、阻燃剂、抗冲改性剂、着色剂和/或

脱模剂。

典型的热稳定剂包括，例如有机亚磷酸

盐、膦酸酯、磷酸盐、或者以上至少一种热

稳定剂的组合。相对于 100 份的不含任何填

料的成份总重量，热稳定剂的用量一般在

0.01～0.5份。

典型的抗氧化剂包括有机亚磷酸酯、烷

基化单酚或多酚、多酚与二烯的烷基化反应

产物、对甲基苯酚或二环戊二烯的叔丁基反

应产物等，或者含以上至少一种抗氧化剂的

组合。相对于 100 份不含任何填料的成份总

重量，抗氧化剂用量一般为 0.01～0.5份。

该复合物中还可选择性地包含无机填

料或补强剂。如果该填料与复合物中其余组

分在化学上很匹配，补强剂的具体成份可以

变化。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该复合物中含有

矿物填料。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该复合物中有含滑

石的填料。填料的量可包括所有不对性能产

生不利影响的适合于复合物的量。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典型的填料可包含

硅酸盐和白炭黑粉末、硼粉、氧化物、硫酸

钙、云母、硅灰石、表面处理硅灰石、玻璃

球、高岭土等、单晶纤维、纤维、碳纤维、

玻璃纤维、硫化物、钡化合物、金属与金属

氧化物、片状填料、纤维填料等、天然填料

和补强剂、有机填料、有机补强纤维填料、

其它填料和补强剂。

典型的光稳定剂包括 2-(2-羟基-5-二

戊基苯基)苯并三唑、2-(2-羟基-5-叔辛基

苯基)-苯并三唑和 2-羟基-4-n-乙酸基苯甲

酮或者包含以上至少一种光稳定剂的组合。

相对于 100 份的不含任何填料的总重量，光

稳定剂的用量一般是 0.1～1.0重量份。

典型的塑化剂包括，例如邻苯二甲酸

酯。相对于 100 份的该成分不含任何填料的

总重量，塑化剂的用量一般是 0.5～3.0 重

量份。

典型的抗静电剂包括单硬脂酸甘油酯、

十八烷磺酸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等或者以

上抗静电剂的组合。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碳

纤维、碳纳米纤维、碳纳米管、炭黑或者它

们的组合可用在含化学抗静电剂的高分子

树脂中，使该成分是静电耗散的。

典型的脱模剂包括金属硬脂酸盐、硬脂

酸十八醇脂、季戊四醇四硬脂酸酯、蜂蜡、

固体石蜡或者它们的组合。相对于 100 份的

不含任何填料的总重量，脱模剂的用量一般

是 0.1～1.0 重量份。

典型的紫外线吸收剂包括羟基二苯甲

酮、羟基苯并三唑、羟基苯并三嗪、氰基丙

烯酸酯、草酰替苯胺、苯并恶嗪酮；粒径小

于 100 纳米的纳米尺寸的无机材料等，或者

含以上至少一种紫外线吸收剂的组合。相对

于 100 份的不含任何填料的总重量，紫外线

吸收剂的用量一般是 0.01～3.0 重量份。

典型的润滑剂包括脂肪酸酯、硬脂酸甲

酯和亲水与疏水表面活性剂的混合物，以及

上述润滑剂的组合。相对于 100 份的不含任

何填料的总重量，润滑剂的用量一般是

0.1～5.0重量份。

典型的发泡剂包括低沸点卤代烃和产

生二氧化碳的化学物质，在室温下是固体，

加热至比分解温度更高温度时，产生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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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氨气等的发泡剂，以及以上至少一

种的组合。相对于 100 份的不含任何填料的

总重量，发泡剂的用量一般是 1～20.00 重

量份。

如上所述，该复合物还可包含有阻燃

剂。在另外的实施例中，该阻燃剂添加剂可

含有任何阻燃材料或适用于本发明中复合

物的阻燃材料混合物。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该阻燃添加剂中有含磷酸的材料。在另一实

施方式中，该阻燃剂添加剂中有含卤素的材

料。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该阻燃剂添加剂中

没有或者基本没有一种或多种磷酸盐和/或

卤素。在另一实施方式中，阻燃剂添加剂包

含了低聚物有机磷阻燃剂。在另一实施方式

中，该阻燃剂选自寡聚磷酸盐、聚合磷酸盐、

低聚磷酸盐或磷酸盐/磷酸酯混合阻燃剂成

分。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该阻燃剂选自磷酸

三苯酯、磷酸甲苯二苯酯、三（异丙苯基）

磷酸酯等。在另一实施方式中，阻燃剂是双

酚-A双（磷酸二苯酯）。

阻燃剂的浓度各不相同，本发明不会仅

限于任何浓度。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该成份

中阻燃剂的量为重量的 0～20%，包括 1%、

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

19%。在另一实施方式中，阻燃剂的量是以

上数值的范围内。比如，聚碳酸盐成份中阻

燃剂的量可以是重量的 5%～15%或者 10%～

20%。阻燃剂是市售的，专业技术人员可随

意选择适合的阻燃剂。

另外，可添加能改进流量和其它性能的

材料到该成份中，例如低分子量烃类树脂。

特别有用的低分子量烃类树脂是来自于石

油 C5～C9原料，它们是来自于石油裂解所产

生的未饱和 C5～C9单体。非限制性实例包括

烯烃、二烯、环烯和环二烯、芳香烃等。另

外，该树脂可全部或者部分氢化。

该成份的导电性一般都表征为对于填

料体积分数的依赖性。当成份中的填料的量

增加时，填料颗粒开始互相接触，并在试样

上形成了连续路径，使得电子能通过。例如，

当填料量低时，该成份的导电性接近于纯聚

合物相。另外，将非导电聚合物与导电剂结

合，例如导电炭黑，能延迟电子运动或者电

子跳跃，这就使渗滤曲线斜度更宽。

如上所述，该成份具有比较强的渗滤曲

线，例如，当渗滤曲线较扁时，用不同填料

制造静电耗散成分，并同时将表面电阻率保

持在所需要的 106Ω/sq～109Ω/sq 内。

通过测量容许量，该成份具有较强的渗

滤曲线。测量容许量是对渗滤曲线稳定性进

行说明的一种方法。同样的，以上所介绍的

所有成份均可用容许量进行测量。

测量容许量

容许量=(10
9
Ω/sq 的填料体积%－10

6
Ω

/sq的填料体积%)/2

容许量的数值越小，容许量范围就越

窄。如上所述，如果容许量范围很窄，那么

当导电填料的浓度和/或用量发生很小的变

化时，会使材料的静电耗散性能发生巨大的

不良变化。容许量的数值越大，渗滤曲线就

越稳定。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式中，该成份的容许

量大于±0.37。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该成份

的容许量在±0.37～±1.0 之间，包括典型

数值±0.40、±0.45、±0.50、±0.55、±

0.60、±0.65、±0.70、±0.75、±0.80、

±0.85、±0.90、±0.95。在另一实施方式，

容许量可在以上任何两个典型数值之间，例

如，容许量可在±0.40～±0.90之间。

可采用生产传统碳纤维基的静电耗散

复合物的常见方生产含有上述组分的该成

份。例如，可将填料成份与热塑性聚合树脂

相结合，得到一种混合成份，其中填料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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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分散于热塑性聚合物树脂相中。比如，

可使用传统的挤压技术来混合纤维和树脂。

如上所述，本发明介绍了共混复合物，

它是将多种组分相结合，形成热塑性树脂从

而生成的。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首先在高速

混合器中共混该组分。其它低剪切方法，包

括但不仅限于人工搅拌，也完成共混。然后，

通过一个料斗将共混物送入双螺杆挤出机

的喉部。或者，从喉部直接送入挤出机。该

挤出机的操作温度一般高于使该成份流动

所需的温度。该挤出物立即在水中被挤压并

造粒。这样所制作出来的颗粒尺寸可以小于

或等于 1/4英寸。该颗粒可用于随后的模压、

成型中。在一个实施方式，用挤出共混法生

成该共混成份。

在不同的实施方式中，生产该复合物的

方法一般是，提供文中所述热塑性聚合物或

者聚合物成份、提供含导电炭黑的填料成

份、非导电聚合物，结合聚合物成份和填料

成份，从而生成最终得到的成份。

在一个典型实施方式中，生产该静电耗

散复合物的方法有以下几个步骤：a）提供

静电耗散聚合物；b）提供填料成份，它包

含 i)一种导电炭黑和 ii)一种非导电聚合

物；c)将填料与热塑性树脂结合生成复合

物，其中相对于该复合物的总体积，该填料

的体积百分率为 7.4～10.5。该复合物的表

面电阻为 106～109Ω/sq。

在另一个典型实施方式中，生产该静电

耗散复合物的方法有以下几个步骤：a）提

供结晶热塑性聚合物成份；b）提供填料成

份，它包含 i)一种导电炭黑和 ii)一种非导

电聚合物；c)将填料与热塑性树脂结合生成

复合物，其中相对于该复合物的总体积，该

填料的体积百分率为 5.0～6.0；该复合物的

表面电阻率为 10
6
Ω/sq～10

9
Ω/sq。

在另一个典型实施方式中，生产该静电

耗散复合物的方法有以下几个步骤：a）提

供热塑性聚合物成份；b）提供填料成份，

它包含 i)一种导电炭黑和 ii)一种非导电聚

合物；c)将填料与热塑性树脂结合生成复合

物，其中相对于该复合物的总体积，该填料

的体积百分率为 5.0～6.0；该复合物的容许

量为±0.37～±1.0。

还提供了含有该复合物的成型制品、生

成制品和压模制品。可用多种方法将该复合

物塑造成有用的特型制品，例如个人电脑、

笔记本和便携式电脑、手机天线和其它通讯

设备、医疗设备、汽车应用设备等。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该方法包含从所形

成的共混成份中生成模制品。

在不同实施方式中，该成份可用于电子

领域中。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在该领域的非

限制性实施方式包括电气、机电、无线电技

术、通讯、汽车、航空、医疗、传感、军事

和安全。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该成份也可应

用于重叠的领域，例如机电系统中。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模压制品

可用于生产以上一个或多个领域中的装置。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能用到本发明中的该成

份的非限制性实施方式包括电脑器材、家

电、装饰奇才、电磁干扰器材、印刷电路、

Wi-Fi 装置、蓝牙装置、GPS 装置、智能电

话、军用器材、航空航天器材、医疗器材等。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模压制品可用于生

产汽车用器材。

由于塑料电镀成本较低、能压模制成大

的复杂的部件，而且能降低重量，所以用于

工业应用中。由于价格上涨的原因，用户们

对于减轻汽车重量更加感兴趣。

另外，所制得的混合物成份还可用于提

供任何所需要的成型或模压制品。该成份还

特别适用于制造电子元件和器材。

该复合物和制造方法至少包含以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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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式

实施方式 1：静电耗散复合物，包含：

a)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

b)含以下填料的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相对于该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

成份的体积百分率为 7.4～10.5，该复合物

的表面电阻率为 10
6
Ω/sq～10

9
Ω/sq。

实施方式 2：实施方式 1中的静电耗散

复合物，其中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中包含了

至少一种聚碳酸酯。

实施方式 3：实施方式 1～2中的任何静

电耗散复合物，其中至少一种聚碳酸酯是双

酚 A聚碳酸酯。

实施方式 4：实施方式 1～3中的任何静

电耗散复合物，其中至少一种非导电聚合物

选择含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和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的基团。

实施方式 5：实施方式 1～4中的静电耗

散复合物，其中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是某公司

产品。

实施方式 6：实施方式 1～5中的任何静

电耗散复合物，其中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

是苯乙烯-丙烯晴共聚物封装的聚四氟乙烯。

实施方式 7：实施方式 1～6中的静电耗

散复合物，其中导电炭黑是 250g 的某公司

产品。

实施方式 8：实施方式 1～7中的任何静

电耗散复合物，相对于填料的总用量，非导

电聚合物的用量为重量的 15%～25%。

实施方式 9：静电耗散复合物，包含：

a)结晶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

b)含以下填料的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相对于该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

成份的体积百分率为 5.0～6.0，该复合物的

表面电阻率为 10
6
Ω/sq～10

9
Ω/sq。

实施方式 10：实施方式 9中的静电耗散

复合物，其中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中包含了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实施方式 11：实施方式 9～10中的任何

静电耗散复合物，其中有 250g 导电炭黑和

至少一种非导电聚合物。

实施方式 12：实施方式 9～11中的任何

静电耗散复合物，其中，相对于填料的总量，

非导电聚合物的量为重量的 15%～25%。

实施方式 13：静电耗散复合物，包含：

a)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

b)含以下填料的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该复合物的容许量为±0.37～±

1.0。

实施方式 14：实施方式 13 中的静电耗

散复合物，其中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中含至

少一种聚合物是选自聚碳酸酯和聚对苯二

甲酸丁二醇酯的基团。

实施方式 15：实施方式 13～14 中的任

何静电耗散复合物，其中至少一种聚碳酸酯

选自含聚碳酸酯 105 或聚碳酸酯 175 的基

团。

实施方式 16：实施方式 13～15 中的任

何静电耗散复合物，其中，至少一种非导电

聚合物选自含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和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的基团。

实施方式 17：实施方式 13～16 中的任

何该静电耗散复合物。

实施方式 18：实施方式 13～17 中的任

何该静电耗散复合物，其中，苯乙烯-丙烯

腈共聚物是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所封装的

聚四氟乙烯。

实施方式 19：实施方式 13～18 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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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该静电耗散复合物，其中有 250g 的导电

炭黑。

实施方式 20：实施方式 13～19 中的任

何该静电耗散复合物，其中，相对于填料总

量，非导电聚合物的量为重量的 15%～25%。

实施方式 21：静电耗散复合物，包含

a)含至少一个双酚 A聚碳酸酯的连续热

塑性聚合物相；

b）含以下填料的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

i.250g 导电炭黑；

ii.选自含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

所封装的聚四氟乙烯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的基团的至少一种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的

体积百分率为 7.4～10.5；相对于填料的总

量，非导电聚合物为重量的 15%～25%；该复

合物的表面电阻率为 10
6
Ω/sq～10

9
Ω/sq。

实施方式 22：静电耗散复合物，包含

a)含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结晶连

续热塑性聚合物相；

b)含以下填料的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

i.250g 导电炭黑；

ii.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的

体积百分率为 5.0～6.0；相对于填料的总

量，非导电聚合物为重量的 15%～25%;该成

份的表面电阻率为 10
6
Ω/sq～10

9
Ω/sq。

实施方式 23：静电耗散复合物，包含

a)连续热塑性聚合物相，它含有选自聚

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和聚碳酸酯所构成的

基团的至少一种聚合物；

b)含以下填料的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

i.250g 导电炭黑；

ii.选自含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

所封装的聚四氟乙烯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的基团的至少一种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相对于填料的总量，非导电聚合

物的量是重量的 15%～25%；该复合物的容许

量为±0.37～±1.0。

实施方式 24：静电耗散复合物的制造方

法，包含以下步骤：

a)提供热塑性聚合物成份；

b)含以下填料的一种填料成份；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c)将填料与热塑性树脂相结合，生成复

合物。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的

体积百分率为 7.4～10.5；该成份的表面电

阻率为 106Ω/sq～109Ω/sq。

实施方式 25：实施方式 24 中的方法，

其中热塑性聚合物成份中含至少一种聚碳

酸酯。

实施方式 26：实施方式 24 或者 25中的

方法，其中至少一种聚碳酸酯是双酚 A聚碳

酸酯。

实施方式 27：实施方式 24～26 中的方

法,其中非导电聚合物选自由苯乙烯-丙烯

腈共聚物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所构成的基

团。

实施方式 28：实施方式 24～27中的方法。

实施方式 29：实施方式 24～28 中的方

法，其中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是苯乙烯-丙

烯腈共聚物封装的聚四氟乙烯。

实施方式 30：实施方式 24～29 中的方

法，其中导电炭黑 250g。

实施方式 31：实施方式 24～30 中的方

法，其中相对于填料总量，复合物中非导电

聚合物的为重量的 15%～25%。

实施方式 32：静电耗散复合物的制造方

法，包含以下步骤：

a)提供热塑性聚合物成份；

b)含以下填料的一种填料成份；

i.导电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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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非导电聚合物；

c)将填料与热塑性树脂相结合，生成复

合物。

其中，相对于复合物的总体积，填料的

体积百分率为 5.0～6.0；该成份的表面电阻

率为 10
6
Ω/sq～10

9
Ω/sq。

实施方式 33：实施方式 32 中的方法，

其中连续热塑性聚合物成份中含聚对苯二

甲酸丁二酯。

实施方式 34：实施方式 32或 33中的方

法，其中有导电炭黑 250g 和至少一种非导

电聚合物。

实施方式 35：实施方式 32～34 中的方

法，其中相对于填料总量，非导电聚合物的

量为重量的 15%～25%。

实施方式 36：制造静电耗散复合物的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a)提供热塑性聚合物成份

b)提供填料成份

i.导电炭黑；

ii.非导电聚合物；

c)将填料与热塑性聚合物成份相结合，

生成复合物

其中，该复合物的容许量为±0.37～±

1.0。

实施方式 37：实施方式 36 中的方法，

其中热塑性聚合物成份中含有至少一种选

自由聚碳酸盐和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所构

成的基团的聚合物。

实施方式 38：实施方式 36或 37中的方

法，其中至少一种聚碳酸盐是双酚 A聚碳酸酯。

实施方式 39：实施方式 36～38 中的方

法，其中至少一种非导电聚合物选自由苯乙

烯-丙烯腈共聚物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所构

成的基团。

实施方式 40：实施方式 36-39，其中超

高分子量聚乙烯为某公司产品。

实施方式 41：实施方式 36～40 中的任

何方法，其中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是苯乙

烯-丙烯腈共聚物封装的聚四氟乙烯。

实施方式 42：实施方式 36～41 中的方

法，其中非导电炭黑是 250g 的某公司产品。

实施方式 43：实施方式 36～42 中的方

法，其中相对于填料总量，非导电聚合物的

量是重量的 15%～25%。

实施例 1

在以下实施例中，制造了本发明中的静

电耗散复合物，并与传统或控制成份的表面

电阻率进行了比较。更具体来讲，用四种不

同的非导电聚合物，并结合导电炭黑制备了

该填料成份。该填料分散于聚碳酸酯基的热

塑性树脂相中，并在四种不同体积百分率填

料用量时评估了渗滤斜度性能。该聚碳酸酯

热塑性树脂相包括聚碳酸酯 105和聚碳酸酯

175。四种不同的非导电聚合物包含三种非

导电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被评估的三种等级

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为：（1）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 1、（2）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2和（3）超

高分子量聚乙烯 3。最后评估的非导电聚合

物是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封装的聚四氟乙

烯。将这四种不同的非导电聚合物与 250g

导电炭黑相结合，制备出填料。非导电聚合

物的重量是填料总重量的 20%，对每种填料

的表面电阻率进行了分析，用大约 6%、7.5%、

9%和 10.5%的体积百分率时渗滤曲线进行了

表征。

将以上成份在 ZSK 40mm 双螺杆挤压机

中进行混合，从进料喉部添加聚碳酸酯树

脂，填料成份被送到下游。机筒温度在

240℃～290℃范围内。测试部件在 250℃～

300℃被注射模压，模温设置成 100℃。

图 2是对以上含不同量的控制填料和另

一种填料的聚碳酸酯复合物进行分析而得

到的电渗滤曲线。如图所示，带有导电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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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填料的表面电阻率图在网络构成期间具

有较陡的过渡区，在所期望的表面电阻率

10
6
Ω/sq～10

9
Ω/sq 范围内。但是，形成对

比的是，在所期望在表面电阻率 106Ω/sq～

10
9
Ω/sq 范围内，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1、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2、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3

相结合的导电炭黑的过渡比较扁平。为此，

在 10
6
Ω/sq～10

9
Ω/sq的静电放电范围内观

察到了许多数据点。所以，可以看到，用这

些典型填料所设计的静电放电材料，比如体

积百分率是 8%，在加工（挤压或模压）过程

中填料的量会发生小的变化，将不会影响到

材料的静电放电性能。换句话说，现在可能

用这些填料设计出稳定的静电放电安全材

料。值得注意的是，导电炭黑线图和导电炭

黑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3的线图都是一个相

似的走向，所以两条线几乎重叠。

同样地，图 3是对以上含不同量的控制

填料和另一种填料的聚碳酸酯复合物进行

分析而得到电渗滤曲线。如图所示，含有

250g 导电炭黑的填料的表面电阻率在网络

构成期间具有较陡的过渡区，在所期望的表

面电阻率 106Ω/sq～109Ω/sq范围内。但是，

形成对比的是，观察到在所期望在表面电阻

率 10
6
Ω/sq～10

9
Ω/sq 范围内，与苯乙烯-

丙烯晴共聚物封装的聚四氟乙烯相结合的

250g 导电炭黑的过渡区较扁平。为此，在

10
6
Ω/sq～10

9
Ω/sq 的静电放电范围内观察

到了许多数据点。所以，可以看到，用这些

典型填料所设计的静电放电材料，比如体积

百分率是 8%，在加工（挤压或模压）过程中

填料的量会发生小的变化，将不会影响到材

料的静电放电性能。

定量显示倾斜或者扁平的过度特性，根

据对上文中含有控制成份和四种不同填料

的聚碳酸酯进行分析而所得到的电渗滤曲

线而计算出容许量。容许量可以定量显示过

渡特性的斜度，因为容许量的绝对值越小，

在表面电阻率 10
6
Ω/sq～10

9
Ω/sq范围内在

网络构成期间，过渡区就越倾斜。表 1是在

表面电阻率 106Ω/sq～109Ω/sq 范围内，聚

碳酸酯基树脂中控制填料和不同填料的体

积百分率的容许量。

表 1

填 料 成份中填料的体积百分率的容许量

导电炭黑 250g ±0.4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1 ±1.0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2 ±0.3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3 ±0.3

苯乙烯-丙烯晴共聚物封装的聚四氟乙烯 ±0.5

如表 1所示，含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1和

苯乙烯-丙烯晴共聚物封装的聚四氟乙烯的

填料的容许量的绝对值比较大。因此，定量

显示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1 和苯乙烯-丙

烯晴共聚物封装的聚四氟乙烯比不含导电

聚合物的填料有更加扁平的过渡区。

实施例 2

在以下实施例中，制造了本发明中的静

电耗散复合物，并就表面电阻率与传统成份

或者控制成份进行了对比。具体来讲，用不

同的非导电聚合物，并结合导电炭黑制备出

该填料。该填料分散在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基的热塑性树脂相中，评估了四种不同的填

料体积百分率时的渗滤曲线特性。对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 1 进行了评估，与 250g 导电炭

黑结合而制备出填料成份。非导电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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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导电填料的总量，是填料总重量的

20%。分析每种填料的表面电阻率，用不同

体积百分率时的量，3%、4.5%、6%、7.5%来

表征渗滤曲线特性。

在 40mm双螺杆挤出机中混合以上成份，

从进料喉部添加聚碳酸酯树脂，并将填料送

入下游。筒温在 240℃～290℃之间。喷射模

压测试部件时，筒温设置到 250℃～300℃，

模温设置为 100℃。

图 4是对以上含不同量的控制填料和另

一种填料的聚对苯二甲酸二丁酯成份进行

分析而得到电渗滤曲线。如图所示，含有

250g 导电炭黑的填料的表面电阻率在网络

构成期间具有较陡的过渡区，在所期望的表

面电阻率 10
6
Ω/sq～10

9
Ω/sq范围内。但是，

形成对比的是，观察到在所期望在表面电阻

率 10
6
Ω/sq～10

9
Ω/sq 范围内，与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 1 相结合的 250g 导电炭黑的过渡

区较扁平。为此，在 106Ω/sq～109Ω/sq 的

静电放电范围内观察到了许多数据点。所

以，可以看到，用这些典型填料所设计的静

电放电材料，比如体积百分率是 5.5%，在加

工（挤压或模压）过程中填料的量会发生小

的变化，将不会影响到材料的静电放电性

能。换句话说，现在有可能用这些填料设计

出稳定的静电放电安全材料。

同样，容许量可以定量显示过渡特性的

斜度，因为容许量的绝对值越小，在表面电

阻率 10
6
Ω/sq～10

9
Ω/sq范围内在网络构成

期间，过渡区就越倾斜。表 2是在表面电阻

率 10
6
Ω/sq～10

9
Ω/sq 范围内，聚对苯二甲

酸丁二醇酯基树脂中控制填料和不同填料

的体积百分率的容许量。

如表 2所示，当该成份中的填料含非导

电聚合物、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1时，容许量

绝对值一般都比不含非导电聚合物的填料

更大。因此，含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1的填料

定量说明了，它的过渡特性比不含导电聚合

物的填料更加平稳。

表 2

填 料 成份中填料的体积百分率的容许量

导电炭黑 250g ±0.37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1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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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电磁干扰抑制特性的高分子

复合材料（续完）
向晴 译

（接上期）

比较实例 C1

制备并分析不含填料的 PVDF 聚合物试

样。将预定量的 PVDF 聚合物放到玻璃烧杯

中，将其加热到 250℃，并在电炉下保持 10

分钟。将所得流体泼到铝板上，并在 175℃、

6公吨的压力下，用实验室用压制机热压 15

分钟。将热压聚合物片冷却到室温，然后切

割成圆环或环形试样（外径为 2.54cm、内径

为 1.10cm、厚度为 1～2mm）。根据连有气体

同轴试验固紧装置的网络分析仪所测得的

S-参数，在频率范围内计算复介电特性。测

试结果如图 1和图 2所示，分别给出了介电

常数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曲线和损耗正切与

频率之间的关系曲线。在图 1所示频率范围

内，试样的介电常数约为 3.0，在图 2的低

频率范围内，损耗角正切值约为 0.1。这说

明了从本质上来说，PVDF 聚合物属于有耗聚

合物材料。

实例 1

制备并分析 PVDF 聚合物试样，该试样

含有 16.25wt％的 CuO填料和 0.34wt％炭黑

填料-1。将 CuO 填料和炭黑填料-1 与 PVDF

聚合物在电炉上的 250℃玻璃烧杯中混合 10

分钟。用 DMF 溶剂溶解 PVDF 聚合物，然后

在混合物中加入一滴 FS 分散剂。将所得混

合物注入到铝板上，并在 200℃、6 公吨的

压力下，用实验室用压制机热压 15 分钟。

将热压聚合物片冷却到室温，然后切割成圆

环或环形试样（外径为 2.54cm、内径为

1.10cm、厚度为 1～2mm）。根据连有气体同

轴试验固紧装置的网络分析仪所测得的 S-

参数，在频率范围内计算复介电特性。测试

结果如图 3和图 4所示，分别给出了介电常

数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曲线和损耗正切与频

率之间的关系曲线。

实例 2～4

制备并分析 PI膜上制备的一系列试样。

实例 2 的 PVDF 聚合物在 PI 膜上含有

60.0wt%的 CuO 填料，实例 3的 PVDF 聚合物

在 PI膜上含有 74.16wt％的 CuO 填料，实例

4的 PVDF聚合物在 PI膜上含有 57.2wt％的

CuO填料和 0.40wt％的炭黑填料-2。对于实

例 2和实例 3而言，手工在研钵和杵中研磨

CuO 填料粒子，并在高速运转的机械研磨机

中挤压 5分钟，再在 60℃下至少干燥 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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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下，在密封的玻璃瓶中彻夜加热溶解有

3g PVDF的溶液或 9ml含有 PVDF的 DMF溶剂

可制得 PVDF 聚合物溶液。添加少量 CuO 填

料，用高速混炼机混炼并在 60℃下，用超声

发生器超声降解 5分钟，在 65℃下用电炉加

热可制得分散体。一旦均匀悬浮液的粘度适

合涂敷，那么可用带有 375 微米（15mil）

间隙调整的湿膜涂布机将悬浮液涂敷在浸

有底漆的 PI 膜上。为了加密涂敷试样、减

小孔隙度，可在 250℃下，将涂敷试样置于

加热箱中预热。30分钟后，关闭加热箱，将

试样在空气中冷却。根据连有气体同轴试验

固紧装置的网络分析仪所测得的 S-参数，在

频率范围内计算复介电特性。测试结果如图

5和图 6所示，分别给出了实例 2（501,601）

和实例 3（502,602）的介电常数与频率之间的

关系曲线和损耗正切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曲线。

就实例 4而言，如上所述研磨、压碎 CuO

填料粒子并在高速运转的机械研磨机中研

磨炭黑填料-2 粒子 5 分钟。在 60℃下至少

干燥所得粉末 4小时。将 1.95gFS 分散剂溶

解在 4ml 的 DMF 溶剂中可制得分散体原液。

65℃下，在密封的玻璃瓶中彻夜加热溶解有

3gPVDF 的溶液或 9ml 含有 PVDF 的 DMF 溶剂

可制得 PVDF 聚合物溶液。在 150 微升分散

原液中添加少量 CuO填料和在研钵和杵中研

磨的炭黑填料-2，用高速混炼机混炼并在

60℃下用超声发生器超声降解 5 分钟，在

65℃下用电炉加热以制得分散液。一旦均匀

悬浮液的粘度适合涂敷，那么可用带有 375

微米（15mil）间隙调整的湿膜涂布机将悬

浮液涂敷在浸有底漆的 PI 膜上。为了加密

涂敷试样、减小孔隙度，可在 250℃下，将

涂敷试样置于加热箱中预热。30 分钟后，关

闭加热箱，将试样在空气中冷却。根据连有

气体同轴试验固紧装置的网络分析仪所测

得的 S-参数，在频率范围内计算复介电特

性。测试结果见图 7和图 8。

比较实例 C2～C5

制备并分析不含填料的综合实例 S1～

S4的环氧树脂体系试样。就比较实例 C2（综

合实例 S1 的液态环氧树脂体系）和比较实

例 C3（综合实例 S2 的液态环氧树脂体系）

而言，在高速混炼机中混合环氧树脂和硫化

剂，并在直径为 57mm 的铝锅中铸造。65℃

下在加热箱中硫化比较实例 C2两小时。60℃

下硫化比较实例 C3两小时，再在 100℃下后

固化两小时。对于各实例而言，用带有硬质

合金刀具的铣床将硫化材料加工成外径为

2.54cm、内径为 1.10cm 的圆环或环形试样。

就比较实例 C4（综合实例 S3 的固态环氧树

脂体系）和比较实例 C5（综合实例 4的固态

环氧树脂体系）而言，在 110℃下，用双螺

杆压出机混合环氧树脂和硫化剂。就比较实

例 C4而言，在 110℃下彻夜硫化压出材料，

并在 200℃下后固化 15 分钟。用比较实例

C2和 C3 所述方法，将硫化材料加工成圆环

试样。就比较实例 C5 而言，用高速运转的

机 械 研 磨 机 将 压 出 材 料 压 成 粉 状 。

30,000psi 的压力下，在手动液压机中，用

环形钢模将粉末物质压成外径为 2.54cm、内

径为 1.10cm 的圆环或环状粒子，并在 200℃

下，在加热箱中硫化 20 分钟。试样的厚度

为 2～5mm。根据连有气体同轴试验固紧装置

的网络分析仪所测得的 S-参数，在频率范围

内计算复介电特性。测试结果如图 9和图 10

所示，分别给出了比较实例 C2 (901,1001）、

比较 实例 C3（ 902,1002 ）、比 较实 例

C4(903,1003)和比较实例 C5（904，1004）

的介电常数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曲线和损耗

正切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曲线。

实例 5～7

制备并分析含有 CuO 填料的综合实例

S1～S3的环氧树脂体系试样。就实例 5（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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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4.8wt%CuO填料的综合实例 S1的液态环

氧树脂体系）和实例 6（含有 65.4wt%CuO

填料的综合实例 S2 的液态环氧树脂体系）

而言，在高速混炼机中混合环氧树脂和 CuO

填料，然后添加硫化剂并混合，最后在直径

为 57mm 的铝锅中铸造所得混合物。65℃下

在加热箱中硫化实例 5两小时。60℃下硫化

实例 6两小时，再在 100℃下后固化两小时。

对于各实例而言，用带有硬质合金刀具的铣

床将硫化材料加工成外径为 2.54cm、内径为

1.10cm 的圆环或环形试样。就实例 7（含有

63.7wt%CuO 填料的综合实例 S3 的固态环氧

树脂体系）而言，在 110℃下，用双螺杆压

出机混合环氧树脂、CuO 填料和硫化剂。在

110℃下彻夜硫化压出材料，并在 200℃下后

固化 15 分钟。用比较实例 C2 和 C3 所述方

法，将硫化材料加工成圆环形试样。试样的

厚度为 2～5mm。根据连有气体同轴试验固紧

装置的网络分析仪所测得的 S-参数，在频率

范围内计算复介电特性。测试结果如图 11

和 图 12 所 示 ， 分 别 给 出 了 实 例 5

（1101,1201）、实例 6（1102，1202）和实

例 7（1103,1203）的介电常数与频率之间的

关系曲线和损耗正切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曲线。

实例 8～10

制备并分析含有 CuO填料和炭黑填料-2

的综合实例 S1～S3 的环氧树脂体系试样。

就实例 8（含有 64.8wt%CuO 填料和 0.55wt%

炭黑填料-2的综合实例 S1 的液态环氧树脂

体系）和实例 9（含有 65.2wt%CuO 填料和

0.55wt%炭黑填料-2 的综合实例 S2 的液态

环氧树脂体系）而言，在高速混炼机中混合

环氧树脂、CuO 填料、炭黑填料-2 和 5wt％

（以炭黑填料-2的重量为基准）的表面活性

剂，然后添加硫化剂并混合，最后在直径为

57mm的铝锅中铸造所得混合物。65℃下在加

热箱中硫化实例 5两小时。60℃下硫化实例

6 两小时，再在 100℃下后固化两小时。对

于各实例而言，用带有硬质合金刀具的铣床

将硫化材料加工成外径为 2.54cm、内径为

1.10cm 的圆环或环形试样。就实例 10（含

有 63.5wt%CuO 填料和 0.36wt％炭黑填料-2

的综合实例 S3的固态环氧树脂体系）而言，

在 110℃下，用双螺杆压出机混合环氧树脂、

填料和硫化剂。在 110℃下彻夜硫化压出材

料，并在 200℃下后固化 15分钟。用比较实

例 C2和 C3所述方法，将硫化材料加工成圆

环试样。试样的厚度为 2～5mm。根据连有气

体同轴试验固紧装置的网络分析仪所测得

的 S-参数，在频率范围内计算复介电特性。

测试结果如图 13 和图 14所示，分别给出了

实例 8（1301,1401）、实例 9（1302，1402）

和实例 10（1303,1403）的介电常数与频率

之间的关系曲线和损耗正切与频率之间的

关系曲线。

实例 11～14和比较实例 C6～C7

在 PI 膜上制备并分析含有填料或不含

填料的综合实例 S1～S2 的环氧树脂体系试

样。比较实例 C6 和 C7为不含填料的环氧树

脂体系。实例 11和实例 12为含 CuO 填料的

环氧树脂体系。实例 13和实例 14为含 CuO

填料和炭黑填料-2的环氧树脂体系。就比较

实例 C6（综合实例 S1的液态环氧树脂体系）

和比较实例 C7（综合实例 S2 的液态环氧树

脂体系）而言，在高速混炼机中混合环氧化

树脂和硫化剂。一旦均匀悬浮液的粘度适合

涂敷，那么可用带有 125 微米（5mil）间隙

调整的湿膜涂布机将悬浮液涂敷在浸有底

漆的 PI 膜上。65℃下在加热箱中硫化比较

实例 C6两小时。60℃下硫化比较实例 C7两

小时，再在 100℃下后固化两小时。硫化涂

层的厚度为 80～100 微米。就实例 11（含有

70.5wt%CuO 填料的综合实例 S1 的液态环氧

树脂体系）和实例 12（含有 70.8wt%CuO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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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综合实例 S2 的液态环氧树脂体系）而

言，在高速混炼机中混合环氧树脂和 CuO 填

料，然后添加硫化剂并混合。一旦均匀悬浮

液的粘度适合涂敷，那么可用带有 125 微米

（5mil）间隙调整的湿膜涂布机将悬浮液涂

敷在浸有底漆的 PI 膜上。65℃下在加热箱

中硫化实例 11两小时。60℃下硫化实例 12

两小时，再在 100℃下后固化两小时。硫化

涂层的厚度为 80～100 微米。就实例 13（含

有 64.8wt%CuO 填料和 0.55wt％炭黑填料-2

的综合实例 S1 的液态环氧树脂体系）和实

例 14（含有 65.2wt%CuO 填料和 0.55wt%炭

黑填料-2 的综合实例 S2 的液态环氧树脂体

系）而言，在高速混炼机中混合环氧树脂、

CuO 填料和炭黑填料-2，然后添加硫化剂并

混合。一旦均匀悬浮液的粘度适合涂敷，那

么可用带有 125 微米（5mil）间隙调整的湿

膜涂布机将悬浮液涂敷在浸有底漆的 PI 膜

上。65℃下在加热箱中硫化实例 13两小时。

60℃下硫化实例 14两小时，再在 100℃下后

固化两小时。硫化涂层的厚度为 80～100微

米。根据连有气体同轴试验固紧装置的网络

分析仪所测得的 S-参数，在频率范围内计算

复介电特性。测试结果如图 15-20 所示，分

别给出了比较实例 C6(1501,1601）、比较实

例 C7（1502,1602）、实例 11(1701，1801)、

实例 12（1702，1802）、实例 13（1901，2001）

和实例 14（1902，2002）的介电常数与频率

之间的关系曲线和损耗正切与频率之间的

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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