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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 黑 组 合 物

余击空 译

发明领域

本发明介绍了炭黑以及含该炭黑的组

合物，该炭黑组合物的聚集体尺寸分布范围

很窄，性能得以提高。通过使用改进了几何

结构的炉黑反应炉可制得该炭黑组合物。

现有技术

炭黑是胶料中最为先进的补强材料。它

的形态，例如比表面积和结构会影响到最终

产品的各种物理性能，例如轮胎的耐磨性

能、滚动阻力、生热和撕裂强度。耐磨性对

于载重的公共汽车轮胎和卡车轮胎尤其重

要。在卡车或公交车胎面胶料中，要取得高

耐磨性，必须要有高分散炭黑颗粒。但是，

由于随着炭黑比表面积增大，分散更加困

难，所以这一点受到了限制。

炭黑是由大致呈球形的粒子所组成，这

些粒子是纳米级别的，并且形成更大的聚集

体，这是最小的可分散单元。炭黑结构是由

这些聚集体的形状和粒径所决定的。聚集体

粒径分布（ASD）是每种炭黑组合物的特征。

它是测量组合物中聚集体粒径分布的一种

手段，已被视作是橡胶补强性中的重要因

素。如果炭黑的其它特性不变，聚集体更小

可使耐磨性更好。更大的聚集体更易于分

散，但是对于耐磨性的作用不如小聚集体。

众所周知，很少量的大聚集体能很大程度上

破坏耐磨性。

为了对炭黑组合物进行说明并区别不

同组合物，至少有两个数值是相当重要的：

聚集体粒径分布（ASD）反映了每个粒

径以质量计的相对数量。它经常是单峰的，

但并非单分散的（所有一个粒径）。模态直

径 Dmode(也叫做“模”)是最常见的直径，它

等于分布范围的峰位。分布宽度可以用半宽

度(FWHM)来表示，也叫做ΔD50。按照 DIN

ISO15825，ΔD50代表了在模的半峰点测得的

质量分布宽度。宽度的相对分数测量是用模

直径 Dmode除以ΔD50，表达为ΔD50/Dmode。

当ΔD50/Dmode的值仅仅是用于测量分布

曲线峰值的宽度时，它没有反应出大聚集体

和小聚集体的数量，所以，需要第二个数值。

如果求聚集体粒径分布（ASD）曲线的

积分，就得到累计分布。它反应了在特定粒

径，或小于特定粒径下的质量相对数量。相

对宽度有几种测量方法，一种常见测量方法

是 D90-D10。宽度的无因次度量叫做相对宽度，

它的定义是宽度与直径中值的商 D90-D10/D50。

D90、D10、D50代表了分别在 10%、50%、90%的累

计曲线所确定的体积分数。分布范围越窄，宽

度ΔD50和绝对宽度的绝对测量值越接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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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位比值(QR)D75/D25比值是用来说明

大小粒子的质量关系的第三个可选择参数。

按照 DIN ISO 15825，QR值是累计曲线下区

域的上四分位与下四分位的比值。与ΔD50

和相对宽度形成对比的是，分布越窄，宽度

的比较测量就越接近统一。

最后，质量重均粒径 Dw与数量重均粒径

Dn的比值是对全部粒径均匀性进行测量的手

段，Dw/Dn的比值也叫做多分散指数。大数值

反应非均匀的分布，小数值代表了均匀的粒

径分布。

根据以上论述，市场上急需一种粒径分

布范围窄的炭黑组合物，该组合物中

（a）ΔD50/Dmode的比值在 0.58～0.65 范

围内，且同时

（b）相对宽度（RS）在 0.5～0.8 范围

内，且可选择性地

（c）四分位比值在 1.2～1.5 范围内，

和/或

（d）Dw/Dn小于 1.35

现有的制备具有常见聚集体粒径分布

的炭黑组合物的各种技术，主要是与用于裂

解和烃原料不完全燃烧的反应炉的几何结

构不同。

例如，专利 EP0546008Bl 介绍了具有以

下多个特点的改进炭黑：CTAB＞155m
2
/g，吸

碘值＞180mg/g，N2SA 值>160m
2
/g，着色强

度>145%，CDBP 值 90～105cc/100g，DBP 值

155～ 140cc/100g，Δ DBP=DBP-CDBP 值为

20～35cc/100g，ΔD50值<40nm，Dmode值为 40～

65nm，ΔD50/Dmode的比值为 0.55～0.67，ASTM

聚集体体积<1376.000nm
3
。该炭黑是在分段

反应炉中生产。与本发明中的几何结构得以

改进的反应炉相比，该反应炉具有不同的外

形尺寸。

用该反应炉生产的炭黑与构成该发明

的复杂情况并不匹配，尤其是比表面积和着

色强度更高。

同样，专利 EP0608892Bl 介绍了生产炭

黑的特定反应炉。如图 2所示，燃烧室与文

丘里相连，文丘里朝着反应室呈圆锥形打

开。但是，该反应炉的尺寸与按照本发明中

改造后的反应炉不同。尤其是油嘴区域的直

径与长度的比值 >1。该炭黑组合物的Δ

D50/Dmode为 0.61～0.79。根据表 3，产品 A的

比值为 0.61,在优选区域内。但是，根据Δ

D10/Dmode的值和图 1，很明显看出，该组合物

中含有大量大粒径粒子。

专利 EP0792920Al 介绍了一种炭黑，其

反应炉的油嘴很长(d/l=0.1～0.8)但无文

丘里管，其ΔD50/Dmode比值为 0.47～0.53。

用该方法生产的炭黑粒子具有很窄的聚集

体粒径分布，其ΔD50/Dmode比值比本发明中的

炭黑组合物要窄很多。

同样，EP0982378 Al介绍了一种炭黑，

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很窄且小粒子粒径最

大为 13nm，其反应炉的油嘴很长。该方法还

要求进料喷口的氧气浓度最大为 3 体积%，

最好在 0.05～1体积%范围内。

专利 WO2013 015368Al 介绍了一种炭

黑，使用光散射法测得其聚集体分布标准偏

差。反应炉中有圆柱形反应段，适合于生产

粒径分布均匀的炭黑。

法国专利 FR2653775Al 介绍了一种炭

黑，其 BET 值为 125～162m2/g、ΔDdst/Ddst

比值为 0.55～0.66。其反应炉的几何结构与

本发明中的改造反应炉不同，尤其是一部分

燃料被喷入第一个预燃烧区，而另一部分燃

料被轴向或径向喷入第二预燃烧区。用该方

法生产的炭黑未能满足以上的复杂情况。

美国专利 US 5254325 介绍了一种炭黑

生产反应炉，其喉部使热气体保持一种活塞

流状态。从不同位置引入炭黑生产原料，主

要是从喉部后面进入文丘里管。这样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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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炭黑不具有窄的聚集体粒径分布。其Δ

D50/Ddst比值在 0.73～1.2 范围内。

专利 JP2001240768 Al 介绍了一种炭

黑，生产该炭黑的反应炉的油嘴区很长，至

少为 500mm，该炭黑用于涂料中。其含有高

挥发组分，难以加入到胶料中。

迄今为止的已知技术均不适合于生产

能满足日渐增长的对聚合物的需求的炭黑

组合物。尤其是反应炉和工艺不适合生产具

有均匀粒径分布的炭黑。因此，本发明将介

绍一种炭黑组合物，其Δ D50/Dmode比值在

0.58～0.65 范围内，相对宽度在 0.5～0.8

范围内，四分位比值在 1.2～1.5 范围内，

Dw/Dn值<1.35。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研发

一种新型或改进后的反应炉，生产出能满足

以上要求的炭黑组合物。最后，本发明将介

绍耐磨性和补强性都得到改进的新型聚合

物成份，尤其是新型胶料，应用于公交车轮

胎和卡车轮胎的生产中。

发明详述

本发明将介绍一种改进后的反应炉，其

组成如下

(i)一个燃烧室

(ii)一根用于喷入原料的圆管（油嘴）；

(iii)一根文丘里形状的反应通道，用

于生成炭黑；

(iv)一根圆柱形通道，用急冷的方式终

止炭黑生成。

其中,如果 d2:l2的范围在 1:2～1:6 范

围内；

（ａ）在长度 l1上，燃烧室呈圆锥形地

逐渐缩小，直径从 d1缩小到 d2；

（ｂ）在管长度 l2上，直径保持不变，

为 d2；

（ｃ）长度 l3上，反应通道从直径 d2

扩大到直径 d3；

（d）在长度 l4上，圆柱性通道的直径

保持不变，为 d3；

很惊讶地发现，使用本发明中的改造了

几何结构的反应炉，可制得聚集体粒径分布

很窄的炭黑组合物。尤其是发现了扩大管道

(ii)，使直径保持不变，直至直径在文丘里

部位打开，这样，提高了流速，减小甚至于

避免了生成炭黑的回流区域。

出乎意料地发现，几何结构上的改变使

得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更窄得多。尤其是，

发现了燃烧和反应区域之间的收缩处的直

径 d1与通道长度 l2之间的比值表示直径是

不变的，这表明它是一个区分相似反应炉的

可靠的参数，只要传统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

按照要求很窄，就能制得本发明中的产品。

而且，该新型炭黑组合物能满足多种需

求，能改善含该炭黑的颜料和聚合物成份的

质量。尤其是，它能改善轮胎胎面的补强性

能和耐磨性。

炭黑组合物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介绍一种炭黑

组合物，具体如下：

l Δ D50/Dmode 比值为 0.58～ 0.65，

0.60～0.63较好，0.62～0.63 更好；

l 相对宽度为 0.50～0.80，0.55～

0.75较好，0.60～0.72 更好，0.64～0.70

最好，另外还可以选择性地有以下几点：

l 四分位比值为 1.2～1.5，1.30～

1.48较好，1.35～1.45 更好，和/或

l 多分散指数<1.35，<1.33 较好，

<1.31 更好；

更加优选的还有，该炭黑组合物的 STSA

值为 90～180m
2
/g，100～140m

2
/g 或 120～

160m
2
/g较好。

吸油值(OAN)大约为 50～400ml/100g，

100～200ml/100g 较好，115～150ml/100g

更好，120～140ml/100g 最好；

l 压 缩 吸 油 值 大 约 为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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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ml/100g，90～120ml/100g 较好，100～

115ml/100g 更好，95～105ml/100g 特别好。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是，介绍一种炭黑

组合物，具体如下

ΔD50/Dmode比值为 0.58～0.65，0.60～

0.63较好，0.62～0.63 更好；

l 相对宽度为 0.50～0.80，0.55～

0.75较好，0.60～0.72更好，0.64～0.70

最好，另外还可以选择性地有以下几点：

l 四分位比值为 1.2～1.5，1.30～

1.48较好，1.35～1.45 更好，和/或

l 多分散指数<1.35，<1.33 较好，

<1.31更好；

其制备步骤是：

(A)将烃原料喷入高温燃烧气流中，完

成热解；

(B)冷却反应气体；

(C)回收炭黑；

其中，进行反应的反应炉构成如下：

(i)一个燃烧室；

(ii)一个喷入原料的圆柱形管（油嘴）

(iii)一个文丘里形状的炭黑生成反应

通道；

(iv)一个圆柱形通道，用急冷枪终止炭

黑生成；

其中,如果 d2:l2的范围在 1:2～1:6 范

围内,

(a)在长度 l1上，燃烧室呈圆锥形地逐

渐缩小，直径从 d1缩小到 d2；

(b)在管长度 l2上，直径保持不变，为

d2；

(c)长度 l3上，反应通道从直径 d2扩大

到直径 d3；

(d)在长度 l4上，圆柱性通道的直径保

持不变，为 d3；

反应炉和生产方法

本专利的另一目的是制得一种炭黑组

合物，具体如下：

l Δ D50/Dmode 比值为 0.58～ 0.65，

0.60～0.63较好，0.62～0.63 更好；

l 相对宽度为 0.50～0.80，0.55～

0.75较好，0.60～0.72 更好，0.64～0.70

最好，另外还可以选择性地有以下几点：

l 四分位比值为 1.2～1.5，1.30～

1.48较好，1.35～1.45 更好，和/或

l 多分散指数<1.35，<1.33 较好，

<1.31 更好；

其制备步骤是：

(A)将烃原料喷入高温燃烧气流中，完

成热解；

(B)冷却反应气体；

(C)回收炭黑；

进行反应的反应炉构成如下：

(i)一个燃烧室；

(ii)一个喷入原料的圆柱形管（油嘴）

(iii)一个文丘里形状的炭黑生成反应

通道；

(iv)一个圆柱形通道，用急冷枪终止炭

黑生成；

其中，如果 d2:l2的范围在 1:2～1:6 范

围内

(a)在长度 l1上，燃烧室呈圆锥形地逐

渐缩小，直径从 d1缩小到 d2；

(b)在管长度 l2上，直径保持不变，为

d2；

(c)长度 l3上，反应通道从直径 d2扩大

到直径 d3；

(d)在长度 l4上，圆柱性通道的直径保

持不变，为 d3；

如上所述，本发明的中心是介绍一种改

造了几何结构的反应炉，它可以首次生产具

有很窄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的炭黑。

l Δ D50/Dmode 比值为 0.58～ 0.65，

0.60～0.63较好，0.62～0.63 更好；



炭黑组合物 余击空 译

第 5 页 共 20页

l 相对宽度为 0.50～0.80，0.55～

0.75较好，0.60～0.72更好，0.64～0.70

最好，另外还可以选择性地有以下几点：

l 四分位比值为 1.2～1.5，1.30～

1.48较好，1.35～1.45 更好，和/或

l 多分散指数<1.35，<1.33 较好，

<1.31更好；

以上特征(A)、(B)、(C)说明了生产该

炭黑的标准步骤，反应炉的几何结构，尤其

是油嘴的几何结构和文丘里形状的通道是

基本的并且是最重要的特征。

新型反应炉的几何结构见图 1。圆锥形

的燃烧室总长度 l1为 1400～1800mm，以

1600mm 较好，而直径 d1从 800mm～1000mm

范围，900mm较好，降低到 d2为 100mm～200mm

范围，以 110mm～125mm 范围较好。该直径

d2是连接燃烧室与反应通道的油嘴的直径。

由于低流速和高回流是生成不理想的

大粒子的主要原因，本发明的一项重要特征

是，提高该区域内的流速，避免或至少减少

生成炭黑区域的回流面积。一般来讲，油嘴

的长度 l2大约为 350mm～600mm，450mm较好。

执行本发明的关键参数是直径 d2与油嘴长

度 l2的比值，1:2～1:6，1:3.5～1:4.5 较

好。

在喷入原料后，炭黑开始在油嘴内生

成。直径 d2的油嘴进入文丘里形状的通道，

炭黑继续在这里生成。通道的打开角度为

3～4°，最终直径 d3为 200～300mm，大约

250mm 较好。通道长度 l3 大约为 900～

1800mm，1000～1300mm较好。

反应炉的最后部分是急冷段，呈圆柱

形，直径为 d3。它的长度 l4并不重要，在

500～2000mm 之间。为了生成炭黑并且避免

与工艺气体发生不必要的副反应，冷却通道

中装有喷嘴（油嘴），以引入水或者特殊液

体来急冷反应气体。

以上步骤包括：

（a）燃烧步骤

（b）反应步骤

（c）反应终止步骤，可能与传统工艺

相同

尤其是，在燃烧步骤中，为了生成高温

燃烧气体，燃烧并混合含氧气体和气态或液

态烃燃料（该区域叫做燃烧段）。可以使用

烃燃料、氢、一氧化碳、天然气、煤气、石

油气和重油等石油类型液体燃料、杂酚油等

煤型液体燃料。燃烧段是高温大气，这样就

能均匀地汽化并热解起始原料烃。温度最好

不低于 1600℃，1700℃～2400℃较好。燃烧

段的另一必要条件是尽量减少燃烧气体中

的氧浓度。如果燃烧气体中有氧气，起始原

料烃可能会在反应段发生部分燃烧，可能会

造成反应段的不一均匀。

用 k-系数来调节燃烧气体中的氧气浓

度。k-系数被用作表征过量空气的指数。它

表示了按化学计量燃烧所需的空气量与燃

烧所用实际空气量之间的比值。优选地，k-

系数调整为 0.3～1.0，0.6～0.8 较好。燃

烧空气的量一般为 2500～ 10000Nm
3
/h，

2800～3000Nm
3
/h 较好，同时温度一般在

300～900℃范围内。

在反应步骤中，起始原料烃从平行或相

反方向排列的燃烧器喷到燃烧步骤所产生

的高温燃烧气流中，于是起始原料烃被热解

并转化成为炭黑（该区域被叫做反应段）。

反应段内一般有油嘴，以提高反应效率。油

嘴程度是油嘴直径与油嘴上游部分的直径

之间的比值，为 0.1～0.8。

起始原料烃可以是，例如蒽、煤焦油馏

出物、乙烯渣油等芳烃或者流化催化分解残

油等石油型重油。

将起始原料烃送入反应段，最好是采用

微细喷雾的方式，并均匀分散在反应炉内，



炭黑组合物 余击空 译

第 6 页 共 20页

这样，起始原料烃的油滴能均匀地汽化并热

解。作为微细喷雾的一种方式，采用燃烧气

流雾化的方法是很有效的。起始原料烃入口

位置的燃烧气的流量最好＞250m/秒，300～

500m/秒较好。而且，为了将起始原料均匀

地分散在反应炉内，最好是从多个喷嘴送入

起始原料，至少 2个喷嘴，3～12个较好，4～

16个更好。

聚集体的生成方法是，均匀地汽化并热

解起始原料烃，这样就生成前体的核，它们

互相碰撞融合并碳化生成聚集体。所以，我

们认为由于油嘴中流动路径的变化等原因，

聚集体生成段中没有高度动荡的位置。在送

入起始原料烃后，将在油嘴内的停留时间调

整成至少 0.4 秒。

在终止反应的步骤中，喷水将高温反应

气体冷却至 800℃～1000℃（该区域叫做急

冷段）。可用传统方法回收冷却后的炭黑，

例如用袋滤器将其从气体中分离出来。一般

来讲，反应炉出口温度大约为 500℃～

1000℃。

在工业中的应用

本发明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一种具有很

窄的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的炭黑组合物，以

及使用新型或改造后的反应炉制造该炭黑

的方法。

本发明的以下部分将介绍该新型炭黑

组合物作为添加剂或者颜料的应用，与市场

上的标准产品相比较，它具有更加优越的性

能。

聚合物成份中的添加物

因此，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介绍一种通

过添加该新型炭黑组合物而提高聚合物成

份性能的方法，具体如下：

l Δ D50/Dmode 比值为 0.50～ 0.80，

0.55～0.75较好，0.60～0.72 更好；

l 相对宽度为 0.50～0.80，0.55～

0.75较好，0.60～0.72 更好，0.64～0.70

最好，另外还可以选择性地有以下几点：

l 四分位比值为 1.2～1.5，1.30～

1.48较好，1.35～1.45 更好，和/或

l 多分散指数<1.35，<1.33 较好，

<1.31 更好；

另外，还介绍了将该炭黑组合物用作聚

合物成份添加剂的应用。

尽管聚合物包含了多个品种，比如聚乙

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酯、聚氨酯等、

优选聚合物是合成橡胶或天然橡胶。

天然橡胶是来自于橡胶树的乳胶，主要

是含蛋白质和污物等少量杂质的聚-顺式-

异戊二烯。虽然它具有许多优良的机械性

能，但是天然橡胶通常都不如合成橡胶，尤

其是它的热稳定性和与石油产品的兼容性

方面。

合成橡胶是由多种石油基的前体（叫做

单体）聚合而成。最常见的合成橡胶是丁苯

橡胶，它是来自于苯乙烯和 1,3-丁二烯的共

聚。其它合成橡胶是由异戊二烯（2-甲基

-l,3-丁二烯）、氯丁二烯(2-氯代-l,3-丁二

烯)、带少量用于交联的异戊二烯的异丁烯

制备而成。这些和其它单体可按照不同比例

混合，使异分子聚合，生产出具有广泛物理

性能、机械性能和化学性能的产品。可以生

产纯净的单体，可在设计中控制添加杂质或

添加剂，以获得最佳性能。可更好地控制纯

净单体的聚合，以得出所期望的顺式和反式

双键比例。关于合成橡胶或天然橡胶类型的

聚合物，本发明还介绍了一种提高耐磨性和

补强性能的方法。

本发明还介绍了将该炭黑组合物添加

到胶料中的应用。添加到聚合物中尤其是橡

胶中的炭黑的量为 10～120重量份，35～100

重量份较好，40～60重量份最好。

在颜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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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还介绍了该新型炭黑组合物在

颜料中的应用，尤其是作为油漆和清漆中的

黑色颜料的应用。

由于炭黑不褪色并且耐化学侵蚀，所以

是理想的黑色颜料，它所表现的深黑色要优

于其它无机颜料，例如氧化铁。它主要用于

两个用途，即纯黑色涂料和灰色涂料中。第

一种包括主要是小的一次粒径的炭黑颜料，

第二种包括中到大粒径的炭黑颜料。黑色涂

料和灰色涂料主要用途是装饰和保护。在黑

色涂料中，例如主色着色，小粒径炭黑显示

出蓝色底色。深黑色涂料主要用于汽车和家

具行业中，但是，更需要能体现出明显的蓝

色底色的炭黑。这是由于带蓝色的黑色看起

来比棕色底色更深。迄今为止，只有小粒径

炭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因为聚集体是最小

的可分散单元，所以聚集体粒径分布同样也

会影响到黑度，尤其影响到底色（更加呈蓝

色）。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越窄，聚集体粒

径分布就越对称；粗粒子（聚集体）的数量

越少，底色就越呈蓝色。

用于塑料深色着色的黑色颜料，主要是

高色素和中色素炭黑。这些炭黑有多种最终

产品，比如镶板、套管、片材、鞋类等，许

多都是喷射模制品。为了提高聚合物的黑度

My,可以使用初级粒子粒径较小的炭黑、低

结构炭黑或者提高炭黑浓度。当采用前两种

方式时，炭黑分散变得更难，会造成相反的

效果。在实践中，由于炭黑浓度更高时许多

塑料的机械性能会受到不利影响，所以只能

将聚合物中炭黑的浓度提高到一定量。聚集

体粒径分布范围窄，尤其是呈对称分布的炭

黑会使聚合物黑度更高，但同时对机械性能

或分散性能没有不利影响。

在喷墨打印油墨的应用中，发展趋势是

使用小液滴，这就需要打印头喷嘴直径仅为

几微米。防止喷嘴堵塞和打印头沉积对于确

保长期的打印可靠性是很有必要的。颜料的

细小粒子（聚集体）是确保打印可靠性的关

键因素之一。特别少量的粗粒子会影响到过

滤性能与最终喷墨打印油墨的印刷适性。聚

集体粒径分布范围越窄，粗粒子（聚集体）

的量就越小，打印不可靠性的风险就越小。

该颜料成份中炭黑的量大约为 0.3～

45%b.w.，1%～25% b.w.较好。

聚合物成份、胶料和最终产品

因此，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介绍一种含

新型炭黑的聚合物，具体如下：

l Δ D50/Dmode 比值为 0.58～ 0.65，

0.60～0.63较好，0.62～0.63 更好；

l 相对宽度为 0.50～0.80，0.55～

0.75较好，0.60～0.72 更好，0.64～0.70

最好，另外还可以选择性地有以下几点：

l 四分位比值为 1.2～1.5，1.30～

1.48较好，1.35～1.45 更好，和/或

l 多分散指数<1.35，<1.33 较好，

<1.31 更好；

该聚合物选自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

烯、聚酯、聚氨酯所构成的基团，该聚合物

最好是合成橡胶或者天然橡胶。

该 颜 料 成 份 中 炭 黑 的 量 大 约 为

45%b.w.，25%b.w.较好。

如果该聚合物成份是一种用于轮胎的

胶料，该成份中一般含有弹性体成份、补强

填料和部分硅烷偶联剂。该成份可用硫磺硫

化剂和多种加工助剂比如促进剂进行硫化。

橡胶

所有常见的橡胶复合弹性体都可能适

合于本发明中的胶料。根据最终所期望的胶

料的粘弹性，在典型成份中可能会用到的弹

性体的非限制性实施例包括以下单独或组

合的成份：天然橡胶、聚异戊二烯橡胶、丁

苯橡胶、聚丁二烯橡胶、丁基橡胶、卤化丁

基橡胶、乙丙橡胶、交联聚乙烯、氯丁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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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腈橡胶、氯化聚乙烯橡胶、硅橡胶、特种

耐高温耐油橡胶、其它特种橡胶、热塑橡胶。

这些弹性体含多种官能团，包括但不仅限于

含有锡、硅、胺的官能团。

根据聚合胶料所需的最终粘弹性，该共

混聚合物的比率范围有可能是最宽的。本专

业技术人员可容易地测定哪种聚合物以及

哪种相对量适合于最终所需的粘弹性范围。

l 液体端羟基聚亚烃基；

l 异丁烯和对甲基苯乙烯的卤化共

聚物；

l 三元乙丙橡胶；

l 异构烯烃和对位烷基苯乙烯的卤

化共聚物；

l 丁苯橡胶，包括高反式丁苯橡胶和

/或高乙烯基聚丁二烯弹性体

补强填料

一般来讲，该胶料与补强填料混合，包

括炭黑和白炭黑。炭黑的量大约为 10～120

重量份，或者 35～100 重量份，或者 40～60

重量份。炭黑可以为颗粒状或非颗粒状的絮

凝剂质量。

适合的白炭黑补强填料包括但不仅限

于水合无定形白炭黑、沉淀法无定形白炭

黑、湿法白炭黑（水合硅酸）、干法白炭黑

（无水硅酸）、硅酸钙等。

硅烷偶联剂

硅偶联剂可用于将白炭黑与橡胶进行

化学结合。一般来讲，可使用所有常见的硅

烷偶联剂，例如含有能与橡胶尤其是硫化橡

胶发生反应的组分或成份的硅烷偶联剂。这

样，该偶联剂就成为白炭黑与橡胶之间的连

接的桥梁。硅烷偶联剂的橡胶反应基团包括

巯基、多硫化物、氨基、乙烯基、环氧基。

总的来说，硅烷偶联剂可能会含有多硫化物

组分或结构，例如，双（3-烷氧基甲硅烷基

烷基）聚硫化物，其中烷基团的烷基选自甲

基和乙基基团，硅烷部分的烷基选自乙基、

丙基、丁基。多硫化桥架包括：(a)2～6个，

平均 2.1～2.8 个硫原子；或者(b)2～8个，

平均 3.5～4.5 个硫原子。

该偶联剂的典型性实施例是双-(3-三

乙氧基甲硅烷丙基)-多硫化物，它的组成

是：(a)多硫化桥架中有 2～6个，平均 2.1～

2.8个硫原子；或者(b)多硫化桥架中有 2～

8个，平均 3.5～4.5 个硫原子。典型的偶联

剂包括双(3-三乙氧基甲硅烷丙基)-四硫化

物、双(3-三乙氧基甲硅烷丙基)-二硫化物。

其它偶联剂包括 3-辛酰基硫代-l-丙基三乙

氧基硅烷和巯基官能有机硅烷。欧洲专利 EP

0857752 Bl介绍过其它合适的偶联剂。

硅烷偶联剂的量可能会有变化，但是每

100份填料中一般是 3～24份或者 15～13份。

橡胶配合组分

加工助剂。胶料的混炼是混合多种硫化

橡胶成份和多种常用的添加材料，例如硫、

活化剂、缓凝剂和促进剂等硫化助剂；石油

等加工助剂、树脂（包含粘性树脂）、白炭

黑、塑化剂、填料、颜料、脂肪酸、氧化锌、

石蜡、抗氧化剂、抗臭氧剂、胶溶剂、炭黑

等补强材料。

加工助剂的量可以是 0～10重量份。加

工助剂包含例如芳烃、环烷和/或石蜡加工

油。抗氧化剂的典型含量为 1～5 重量份。

代表型的抗氧化剂可以是，例如，二苯对苯

二胺等。

抗氧化剂，例如 N-(1,3-二甲基丁

基)-N’-苯基对苯二胺的典型数量为 1～5

重量份。如果要使用脂肪酸的话，其典型数

量为 0.5～3重量份。氧化锌的典型数量为

1～5重量份。蜡的典型数量为 1～5重量份。

常用到的是微晶蜡。塑解剂的典型数量为

0.1～1重量份。典型的塑解剂可能是五氯苯

硫酚、二苯甲酰氨基二苯二硫。也可能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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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助剂，比如酚醛树脂（大约 2重量份）

和 C5 脂肪族 HC 树脂（大约 5 重量份）（增

粘剂）。

硫化剂。可在有硫化剂的情况下进行硫

化。合适的硫化剂包括供元素硫（游离硫）

或硫的硫化剂，例如，二硫化胺、高分子多

硫化物或者硫磺烯烃加合物。硫磺硫化剂的

用量大约为 0.5～8重量份。

促进剂。促进剂用于控制硫化所需的时

间和/或温度，并提高硫化橡胶性能。在一

个实施方式中，可使用单独的促进剂系统，

例如主促进剂。注促进剂的总用量为 0.5～4

重量份。在另一实施方式中，主促进剂和第

二促进剂可组合使用，其中第二促进剂的用

量更小（大约为 0.05～3 重量份），以活化

并改善硫化橡胶的性能。另外，可使用延迟

促进剂，它不受到正常加工温度的影响，但

是在正常硫化温度下会产生令人满意的曲

线。也可以使用阻硫化剂。可能会用到的适

合的促进剂有胺、二硫化物、胍、硫脲、秋

兰姆、磺胺、二硫代氨基甲酸盐、黄原酸酯、

磺酰胺。主促进剂也可能会是噻唑，例如苯

并噻唑基促进剂。典型的苯并噻唑基促进剂

包括 N-环己基-2-苯并噻唑磺胺、N-叔丁基

-2-苯并噻唑次黄酰胺、4-二甘醇二醋酸酯

-2-苯并噻唑磺酰胺、硫醇基苯井噻唑、二

硫化硫醇基苯井噻唑，其用量大约为 0.8～

1.2 重量份。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苯并噻唑

促进剂的用量大约为硫磺硫化剂的 30～

60%b.w.。

充气轮胎

本发明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介绍含有该

新型炭黑组合物或者以该炭黑组合物作为

添加剂的胶料的充气轮胎。该轮胎是公共汽

车轮胎或卡车轮胎比较好。

本发明实施方式中，通过在轮胎胎面使

用上文所述的炭黑组合物和/或含该炭黑组

合物的胶料，充气轮胎的耐磨性得以改进，

且生热低。而且，本实施方式中的充气轮胎

具有常见的结构，未收到特别的限制，可用

常见方法制造。充气轮胎中的气体可以是空

气或具有调整后的氧分压的空气，也可以是

氮、氩、氦等惰性气体。

一个实施例中的充气轮胎是由一对胎

圈、延伸在胎圈之间的胎体、箍在胎圈尖部

的皮带、胎面等所构成。本发明实施方式中

的充气轮胎可以有径向结构或偏向结构。

胎面的结构没有特殊限制，可以是一层

或多层结构或者胎冠—胎面垫层结构，它是

由充气轮胎中直接与道路表面接触的上层

胎冠部分和与胎冠部分内侧相邻的下层胎

面垫层部分所构成的。在该实施方式中，最

好至少有胎冠部分是用到了本发明中的胶

料。本实施方式中的充气轮胎的生产方式没

有特别的限制，其生产方法可以是，首先制

备胶料、将得到的胶料附着于事先就附着于

绿色充气轮胎胎身冠状部分未硫化处理的

胎面垫层中，然后再在预定温度和压力下在

给定模具中进行硫化。

实施例

实施例 1～3：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窄的

炭黑组合物的制备

按照图 1中的结构安装反应炉。特别的

是，反应炉的燃烧室长度 l1为 1.605mm，从

直径 d1为 930mm 缩小到收缩处的 114mm。该

反应炉有引入风和燃料的管道。燃烧室与恒

径 d2为 114mm，长度 l2为 456mm 的油嘴相连

接。油嘴中装有多个用来引入起始原料的喷

嘴，它们位于圆周上并与文丘里形状的通道

相连，通道长度 l3为 1.108mm、直径 d2为

114mm，并打开到直径 d3为 240mm。反应通

道最后与圆柱形的长度为 1.500mm的急冷段

相连。两个通道都装有急冷装置。反应条件

的实施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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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备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窄的炭黑的反应条件

参数 标准条件

燃烧空气（Nm
3
/h） 2600～2900

燃烧空气温度（℃） 360～620

原料类型 标准石油

原料数量（kg/h） 710

气体数量（Nm
3
/h） 224～239

反应炉出口温度（℃） 560～800

一旦反应完成，从反应炉回收产品并将

其送入最终的炭黑生产步骤中。分析产品试

样以测定其主要性能。更加详细的方法介绍

如下：

聚集体粒径分布

使用美国某公司生产的带有红灯二极

管的圆盘式离心机来测量聚集体粒径分布

曲线。该仪器是为了测量吸光度测量中细微

固体的聚集体粒径分布曲线而特别研发的，

它装有自动测量和评估程序来测定聚集体

粒径分布。为了进行测量，首先采用以下方

法制备分散溶液：添加 200ml 的乙醇，0.5g

的乙基苯基聚乙二醇、丙烯酰胺、在 1l 的

量杯中的 750ml的去矿物质水。用 0.1N NaOH

溶液将该溶液 pH值调整为 9～10，然后添加

去矿物质水，使溶液达到 1.000ml。

另外，再制备旋转液体，其方法是：将

0.25g乙基苯基聚乙二醇、丙烯酰胺溶解于

950ml 去矿物质水中，接着用 0.1N NaOH 溶

液将 pH值调整到 9～10。然后添加去矿物质

水，使溶液达到 1000ml。

接着，将 20ml的分散溶液添加到 20mg

的炭黑中。在冷却槽中，用超声处理的方法

将分散液体中的炭黑分散 4.5 分钟，使用的

是德国产超声波仪，DH 13G 调整到 50%功率

和 80%脉冲。在实际测量开始之前，离心机

以每分钟转速为 11000的速度运行 30分钟。

圆盘停止运动，并喷入 0.85ml 的乙醇。以

每分钟转速 11000 的旋转速度启动圆盘，喷

入 15ml 的旋转液体。然后，另外再添加

0.15ml 的乙醇。1 分钟后，喷入 250μl 的

炭黑悬浮液，启动测量程序。用 50μl的十

二烷覆盖离心机中的旋转液体。仪器启动

后，立即记录起始温度；并记录结束温度。

重复测量每个试样。然后，用仪器的计算程

序来评估原始数据曲线，并纠正散射光和进

行基线自动配适。

使用以下参数进行软件计算：

散射修正：

修正类型：米氏修正

粒子密度：1.86g/cc

旋转液体：水

旋转液体体积：15ml

温度：T=Ts+2/3x(Te-Ts)

实施例 1～3 的聚集体粒径分布见图

2～4。在以上标准条件下，制备了 3个操作

实施例。

吸碘值

按照 ASTM D-1510 测定吸碘值。

BET比表面积

按照 ASTM D-6556 测定 BET 比表面积。

STSA 表面积

按照 ASTM D-6556 测定 STSA表面积

着色强度

按照 ASTM D-3265 测定着色强度。

吸油值

按照 ASTM D-2414 测定吸油值

压缩试样的吸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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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ASTM D-3493测定压缩试样的吸油值。

比较实施例 C1～C3

比较市售的三种具有常见聚集体粒径

分布且在标准反应炉内所制备的炭黑组合

物。比较实施例 C1～C3 的聚集体粒径分布

情况见表 2～4。表 2中，对比了实施例 1～

3和比较实施例 C1～C3的主要分析参数。

从表２可以看出，按照本发明所制备的

炭黑组合物中含有较少数量的较小聚集体，

这对分散和再次絮凝有有利，同样，较大聚

集体的数量也较少，这对橡胶的补强性能和

耐磨性有积极作用。而且，着色强度也得以

大幅提高。

胶料中炭黑组合物的性能

按照 1994 年出版的《橡胶技术手册》，

采用本专业常用技术制备出胶料。表 3是本

发明中的三种测试成份和三种标准配方，所

有数量单位是重量份。胶料的制备分为两个

步骤。在基本混合步骤 1中，用密炼机制备

5 分钟，每分钟转速为 50，批量温度为

145℃～155℃。在步骤 2中，为了得到最终

的混合物，用硫磺和稳定剂处理基本混合

物，并再混合 2两分钟，每分钟转速为 50，

温度为 100℃～110℃。最后，将胶料送到炼

胶机中，生产出橡胶片。

橡胶测试结果见表 4。

从该比较可以清楚看出，含有本发明中

的炭黑的胶料具有更好的性能，尤其是在补

强性能方面。

耐磨性

按照 1987 年美国化学学会第 131 届橡

胶会议上的方法来测定耐磨性。

实施例 1～3和比较实施例 C1～C3中的

胶料的耐磨性见表 5。将相应的比较实施例

做比较参考，给出了每个实施例的耐磨指数

（耐磨指数=100%）

表 2 炭黑组合物之间的比较

参数 1 C1 2 C2 3 C3

吸碘值（mg/g） 120.8 120.7 145.0 145.9 111.0 91.9

BET 表面积（m
2
/g） 117.0 120.0 134.0 138.3 105.0 91.0

STSA表面积（m
2
/g） 115.0 116.3 127.0 130.1 102.0 89.6

吸油值（ml/100g） 124.2 121.6 130.0 124.0 133.0 112.0

压缩吸油值（ml/100g） 99.6 97.3 104.0 100.0 98.0 95.0

着色强度（%） 131.8 119.9 137.0 129.4 125.1 111.9

聚集体粒径分布

平均粒径（重量）=Dw[nm] 69 75 66 64 79 89

宽度（标准偏差）[nm] 20 29 19 20 20 32

Dmode[nm] 65 68 63 61 77 85

ΔD50[nm] 41 57 39 44 46 62

相对宽度 0.698 0.855 0.700 0.767 0.641 0.767

四分位比值 1.43 1.58 1.44 1.50 1.41 1.51

馏分＞150nm[%] 0.6 1.6 0.4 0.3 0.3 2.5

ΔD50/ Dmode 0.625 0.846 0.626 0.722 0.603 0.730

平均粒径（数量）=Dn[nm] 53 51 51 47 63 62

多分散性=Dw/Dn 1.302 1.471 1.294 1.362 1.254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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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胶料

实施例

参考胶料

1 C1 2 C2 3 C3

C-A1 C-C1 C-A2 C-C2 C-A3 C-C3

步骤 1

天然橡胶 SMR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施例 1中的炭黑 52.0 - - - - -

比较实施例 C1中的炭黑 - 52.0 - - - -

实施例 2中的炭黑 - - 52.0 - - -

比较实施例 C2中的炭黑 - - - 52.0 - -

实施例 3中的炭黑 - - - - 52.0 -

比较实施例 C3中的炭黑 52.0

硬脂酸 3.0 3.0 3.0 3.0 3.0 3.0

氧化锌 3.0 3.0 3.0 3.0 3.0 3.0

防老剂 4020 1.0 1.0 1.0 1.0 1.0 1.0

防老剂 HS 1.0 1.0 1.0 1.0 1.0 1.0

Protector G3108 臭氧稳定蜡 1.0 1.0 1.0 1.0 1.0 1.0

步骤 2

批量步骤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硫磺 1.5 1.5 1.5 1.5 1.5 1.5

TBBS硫化促进剂 1.2 1.2 1.2 1.2 1.2 1.2

表 4 橡胶测试结果

方 法 C-A1 C-C1 C-A2 C-C2 C-A3 C-C3

硫化特性 15分钟/150℃

应力应变性质

拉伸强度[MPa] DIN 53504

ISO 37

25.5 24.0 23.8 23.0 22.2 21.6

100%模量[MPa] 2.5 2.2 2.7 2.2 2.6 2.4

200%模量[MPa] 7.3 6.4 8.2 6.7 8.1 7.2

300%模量[MPa] 13.9 12.5 15.4 13.1 15.1 13.8

拉断伸长率[%] 490 470 462 493 444 458

模量 300/模量 100 5.6 5.7 5.7 6.0 5.8 5.8

邵尔 A硬度[°] DIN 53505

ISO 7619-1

69 66 68 65 67 64

粘弹性能（曲率计 0.175 英寸/2小时）

在触点温度[℃] DIN53533

ASTM D623A

57 54 67 66 60 58

在中心温度[℃] 97 92 120 122 104 99

永久变形[%] 5.7 5.4 7.6 8.4 7.4 5.3

60℃球反弹率 [%] ASTM D2632 61.2 60.7 57.1 56.9 60.4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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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δ60℃ DIN 53513

ISO 4664-1

0.140 0.139 0.163 0.164 0.151 0.132

S’60℃[dNm] 26.9 23.3 26.9 25.5 24.8 22.0

S’’60℃[dNm] 5.2 4.4 5.7 5.3 4.8 3.8

tanδ60℃ 0.192 0.188 0.210 0.209 0.193 0.174

分散度/P.A. 1.9 1.4 1.0 1.8 1.6 1.5

表 5 耐磨指数

耐磨指数 [%]

低 平均 高

胶料 C-A1 107 108 112

胶料 C-C1 100 100 100

胶料 C-A2 114 110 108

胶料 C-C2 100 100 100

胶料 C-A3 112 114 111

胶料 C-C3 100 100 100

图 1 本发明中的反应炉的横向内切面

图 2 实施例 1与比较实施例 C1的聚集体粒径分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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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实施例 2与比较实施例 C2的聚集体粒径分布比较

图 4实施例 3与比较实施例 C3的聚集体粒径分布比较

以上数据清楚显示，与标准胶料相比，

含有聚集体分布范围很窄的炭黑的胶料具

有更加优异的耐磨性。

译自世界专利

馆藏号 201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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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炭黑母炼胶制备工艺（待续）

朱永康 译

白炭黑技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应用

于轮胎以来，业界对该技术在轮胎厂传统应

用中固有生产挑战的反应一直十分迟缓。为

了进行原位白炭黑-硅烷反应，密炼机迅速

转化为了化学反应器，由此产生的乙醇要么

排入大气，要么利用昂贵的洗涤系统去除。

由于化学反应需要时间，混炼能力因此大幅

下降。硅烷化反应要进行多长时间，温度对

反应以及随后的焦烧行为的影响，或混炼条

件/下游加工对乙醇去除速度的影响等等，

目前对于这些情况都并不清楚。胶料因乙醇

未完全去除而产生孔隙是一个常见问题。这

些可变因素如今较容易理解，不过，轮胎行

业依然面临这些早年便存在的关乎白炭黑

混炼的重大挑战。

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制备这么一种白炭

黑母炼胶(SMB)：即轮胎行业可按类似于乳

液基炭黑母炼胶的方式使用——然而，制备

白炭黑母炼胶遇到的困难不少且复杂得多。

比如，白炭黑与胶乳简单混合然后再凝固，

会导致填料与凝固的橡胶大量分离。为了让

白炭黑与橡胶相容，进而完全掺混入母炼胶

当中，必须以某种方式（疏水化)对白炭黑

加以处理。此外，还必须有某些方法让白炭

黑在硫化时与聚合物网络结合，如此才不会

附聚结块，并赋予胶料有效的耐磨性。制备

实用而又可行的的白炭黑母炼胶，至少可以

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发现利用有

机酸、胺或羧酸铵盐可使白炭黑具有疏水

性，随后便利用其来制备白炭黑母炼胶。这

解决了将白炭黑掺混入橡胶的难题，但并未

提供在硫化期间将白炭黑掺入橡胶胶料的

机制。

后来，Lightsey 开发的涉及采用硅烷水

溶液的白炭黑疏水化技术解决了这两个问

题，只不过使用了 3-巯基丙基硅烷，这是一

种已知用于传统白炭黑混炼可减少焦烧时

间的材料。Görl则表明，通过使该硅烷乳化

后再与胶乳混合，可把更常见的硅烷如

TESPT 掺入白炭黑母炼胶，但他使用的脂肪

酸盐可能影响白炭黑/硅烷反应，增加这种

方法的成本。

对任何商业上可行的白炭黑母炼胶而

言，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掺混高填充量白炭

黑的能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荷兰化工巨

头帝斯曼公司推出了含有少量白炭黑的白

炭黑母炼胶，可惜并没有实用价值，因为它

不允许轮胎制造商按所需的填充量来使用

白炭黑。所此，必须解决制备高填充量白炭

黑母炼胶的生产问题，从而提供其门尼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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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常规密炼机内使用的材料。

1 实验部分

1.1 材 料

商用白炭黑样品是从赢创集团、罗地亚

公司和 PPG公司获得的。溶剂和试剂购自西

格玛-奥德里奇公司（Sigma-Aldrich），按

收到的原样使用。双(3-三甲氧基硅烷丙基)

二硫化物(TESPD)购自道康宁公司，商品名

为 Z-6920，按收到的原样使用。3-巯基丙基

三甲氧基硅烷购自迈图高新材料集团，商品

名为 Silquest–89，按收到的原样使用。双

-（3-三甲氧基甲硅烷基丙基）二硫化物

(TMSPD)，是用文献介绍的方法制备的，也

可作为实验材料向硅烷生产商购买。

1.2 表 征

白炭黑表面积(CTAB)用梅特勒-托莱多

T50型滴定仪测定，该仪器配备了采用 ASTM

D6845-02 的 Rondo 60 型样品转换器，或采

用 ASTM D 5604-96 的三星 3000 型全自动比

表面及孔隙度分析仪。橡胶测试采用标准的

ASTM 测试方法进行。拉伸强度采用 ASTM

D412 测定，门尼焦烧按 ASTM D1646 C部分

于 135ºC 测定，硫化特性用 ASTM D2084 测

定。用于测试车轮和道路测试的轮胎试验，

基于美国运输部和库珀室内测试方案进行。

对于在实验室制备母炼胶，实验性混炼在

Brabender 塑化仪上进行；对于大规模的母

炼胶生产，则在 Harburg Freudenberger 5.5

升 GK5E 密炼机上进行。

1.3 用 3-巯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制备

白炭黑母炼胶

1.3.1 相容白炭黑浆料的制备

通过把 4g异丙醇、0.7g醋酸加入 250mL

的烧杯中，继而添加 1.57g(4wt%二氧化

硅)3-巯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以便制备硅

烷的水溶液。然后，在室温下对混合物进行

猛烈搅拌，同时慢慢加入 96g 水。将混合物

再搅拌 15min，直到溶液变得清澈。在一个

装有搅拌器的单独容器内，添加 196g 白炭

黑饼(20%固体)和 331g 水。接着将该混合物

搅拌 15min，确保白炭黑饼完全分散。加入

硅烷水溶液，再把由此产生的悬浮液搅拌

30min。利用 25wt%氢氧化钠溶液，使混合物

的 pH 值上升至 7.5。随即把混合物加热至

70°C左右，保持 4h，同时不停地搅拌。

1.3.2 白炭黑母炼胶的制备

在装有搅拌器的容器内，加入 320g 含

24.5wt% 1502 SBR 的乳聚丁苯橡胶（E-SBR）

胶乳，同时加入 25.48g 高芳烃油和 0.31g

抗氧化剂。然后一边将混合物加热至 50°C，

一边进行搅拌。把(A)中的相容白炭黑浆料

加入热胶乳混合物。胶乳/白炭黑浆料混合

物在 50°C再保持 30min，同时不断搅拌。

接着，把 0.6%的氯化钙溶液加入混合物内使

胶乳凝固。随后用纱布过滤器除去胶屑的水

分，脱水产物于 50°C干燥 4h。

1.4 用双(3-三甲氧基甲硅烷基丙基)

二硫化物(TESPD)制备相容白炭黑浆料

按照用于制备与 3-巯基丙基三甲氧基

硅烷相容的白炭黑浆料的方法，以冷凝产物

含量低的高纯度 TESPD 作为硅烷，但是这种

硅烷不溶于水醇混合物，因而这种方法是不

成功的。尝试用不溶性硅烷来生成白炭黑母

炼胶，从而得到凝固母炼胶内的游离白炭黑

总量。

1.5 用双(3-三甲氧基甲硅烷基丙基)

二硫化物(TMSPD)制备白炭黑母炼胶

1.5.1 相容白炭黑浆料的制备

把 4g 异丙醇、2.36gTMSPD 和 0.7g醋酸

加入一容器内，用以制备硅烷的水溶液。其

中，TMSPD基本上不含冷凝产物，随后加入

6.0wt%的白炭黑。在室温下对混合物进行猛

力搅拌，同时慢慢地加入 96g 水。之后再把

混合物搅拌 15min，直到溶液变得清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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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装有搅拌器的单独容器内，加入 196g

白炭黑湿饼(20%为固体，其余均为水分)和

331g水。然后对混合物搅拌 15min，确保白

炭黑饼完全分散。继而加入水性硅烷溶液，

再搅拌 30min。利用 25wt%的氢氧化钠溶液，

使混合物的 pH值上升至 7.5。随后把混合物

加热至约 70°C并保持 4h，同时不停地进行

搅拌。

1.5.2 白炭黑母炼胶的制备

在一个装有搅拌器的容器内，加入 320g

含 24.5wt%1502 SBR 的胶乳，同时添加

25.48g 芳烃油和 0.31g抗氧化剂。随即一边

将混合物加热至 50°C，一边不停地搅拌。

继而，把相容白炭黑浆料添加到热胶乳混合

物内。胶乳/白炭黑浆料混合物在 50°C 再

保持 30min，同时对其进行搅拌。接着，把

0.6%的氯化钙溶液加入混合物内使胶乳凝

固。随后用纱布过滤器除去胶屑的水分，脱

水产物于 50°C干燥 4h。

1.6 混炼胶内残余乙醇含量的顶空气

相色谱测定

橡胶胶料样品按照传统方法混炼，连同

白炭黑母炼胶一起称重，密封于 6mL 的顶空

分析瓶内。该顶空瓶装有聚四氟乙烯覆面的

硅胶隔膜密封塞。样品为含有 10µg苯-d6和

甲苯-d8的基质添加样品，作为内部标准。

顶空瓶在 166°C培养 30min。培养之后，用

经预热的气密注射器（配有关闭阀），提取

1.0mL 的顶空蒸汽，注入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GC-MS）进行分析。然后，研究由此产

生的顶空 GC-MS 色谱图，对乙醇进行识别和

量化。传统法混合样品必须用上述程序重复

测试，且重量减少 30mg，GC 进样口分流比

为 100:1，以保持乙醇峰的标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硅烷的水解

基于专利文献中的权利要求，惊奇地发

现硅烷水溶液只有用甲氧基硅烷生成。尝试

使乙氧基硅烷如 TESPD水解结果导致水解不

完全，赋予白炭黑疏水性需要的是硅烷缩合

产物，而不是水溶性羟基硅烷。尝试用乙氧

基硅烷的水解产物使白炭黑具有疏水性，随

即与胶乳混合并凝固，产生了大量未混合的

白炭黑。乙氧基硅烷的水解速率比甲氧基硅

烷慢，其绝对速率是溶液 pH 值的函数。甲

氧基硅烷在酸性 pH 值会迅速水解，凝固物

最少，从而形成清澈的溶液。一旦硅烷溶液

与白炭黑浆料混合，便将 pH值调至微碱性，

可以促进硅烷与白炭黑表面缩合。在乙氧基

硅烷的场合，水解反应慢得多，这使得其相

比缩合反应更具有竞争力，最终得到的不是

清澈溶液，而是硅烷缩合产物沉淀(图 1)。

更具体地说，如果水解用的双(3-三甲氧基

甲硅烷基丙基)二硫化物，而不是双(3-三乙

氧基甲硅烷基丙基)二硫化物，那么就会出

现清澈的溶液，而不是出现沉淀物。

图 1 烷氧基硅烷的水解及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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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室制备白炭黑母炼胶

一旦制备好了硅烷的水溶液，白炭黑的

疏水化、与胶乳混合并凝固便十分简单了。

重要的是，要把所有白炭黑都掺混入聚合

物。判断疏水工艺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含

水浆液中有没有游离白炭黑。

2.3 凝固剂对白炭黑母炼胶加工性的

影响

轮胎工厂的加工性是成功使用白炭黑

母炼胶的一个关键可变因素。白炭黑的填充

量必须尽可能高，使聚合物在胶料中的屈挠

性最大化；但是随着白炭黑填充量的提高，

胶料的加工又会变得更加困难。在实验中发

现，凝固方法对白炭黑母炼胶的门尼粘度有

重大影响，如表 1所示。用氯化钙代替传统

的盐/酸凝固剂，导致白炭黑的门尼粘度下

降了 22 点，白炭黑的混合效果更好。一个

可能的解释是：钙与白炭黑表面发生相互作

用，防止白炭黑再次附聚结块，从而提高了

混合的效率。另一种可能性是氯化钙与脂肪

酸和松香酸乳化剂的反应产生的羧酸钙使

胶乳得以稳定，起到了加工助剂的作用，降

低了门尼粘度。要解释这一现象尚需进行更

多的工作。

表 1 采用不同凝固体系的的门尼粘度和残留白炭黑

试样 凝固剂 门尼粘度（ML1+4）

39 CaCl2 58

40 Al2(SO4)3 68

41 盐酸 80

表 2 传统混炼胶料及白炭黑母炼胶胶料的顶空 GC分析

试样 乙醇浓度/ppm(重量/重量)

传统混炼胶-1 561

传统混炼胶-2 602

传统混炼胶-3 361

传统混炼胶-4 346

白炭黑母炼胶-1 未检出

白炭黑母炼胶-2 未检出

白炭黑母炼胶-3 未检出

白炭黑母炼胶-4 未检出

2.4 实验室混炼样品中的残留乙醇

白炭黑母炼胶相比传统混炼胶料的主

要优势，在于白炭黑母炼胶中没有乙醇。由

于白炭黑与硅烷的反应是在聚合物装置内

发生的，轮胎工厂的乙醇排放量就有限。传

统白炭黑混炼的乙醇去除率因混炼条件和

下游加工而有所不同。如果不把所有的乙醇

都去除掉，那么，残留的乙醇便可能成为挤

出胎面中孔隙的另一来源。采用传统混炼和

白炭黑母炼胶的实验室混炼样品，利用顶空

GC方法比较了各自的乙醇含量，结果如表 2

所示。4个传统混炼胶料的乙醇含量平均为

468 ppm(重量/重量)，而 4个白炭黑母炼胶

样品则未检测出任何乙醇 (检测极限为

0.01ppm)。这与稍后将要讨论的孔隙度结果

可以说明，硅烷在白炭黑母炼胶中完全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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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5 白炭黑母炼胶的工业化制备

工业化制备白炭黑母炼胶产品的总体

方案，是通过一组类似于传统乳液橡胶生产

工厂的单元操作来进行。关键的区别在于白

炭黑母炼胶的两种主要成分，即疏水白炭黑

和乳聚丁苯橡胶，是在该过程中完全独立的

工序分支生产的。这些工序分支直到临近生

产过程终点也不会相交。白炭黑与 E-SBR 的

临界比通过一个动态混合操作来确定，由此

产生的白炭黑/SBR混合物发生凝固，便得到

了最终的白炭黑母炼胶产品。整个工艺流程

方案如图 2所示。

图 2 白炭黑母炼胶工艺流程图

白炭黑母炼胶的 E-SBR 胶乳成分的制

备，通过一种传统的乳液聚合工艺来进行。

胶乳在聚合、速止和单体回收之后，准备用

于白炭黑母炼胶生产过程。

疏水工序所使用白炭黑的来源灵活，并

不拘泥于白炭黑的品种和外形。用于这一过

程的典型白炭黑是具有已知表面积的沉淀

法白炭黑。如果接收到的白炭黑为干粉状，

则让其与水混合形成粒径和固体含量可控

的浆料；如果接收到的白炭黑为预成型浆料

或湿饼，则用工艺水对白炭黑进行稀释，使

固体含量达到所需要的水平。测定最终白炭

黑浆料的 pH 值，以便确定一个基准。然后

进入下一道工序，即与活性硅烷反应而被赋

予疏水性。

疏水白炭黑的制备是以一种类似于实

验室方法的独立步进式工艺完成的。反应发

生于一个装有搅拌器和加热夹套的专用反

应釜内，该反应釜还有几个引入液体试剂的

管口，一个监控浆料 pH 值的管口。把必需

量的白炭黑浆料加入疏水反应釜，为了保证

浆料分散均匀，对其进行猛烈的搅动。活性

硅烷溶液的制备，是按“实验部分”所述在

一个单独的小容器内，让硅烷、异丙醇、醋

酸和水化合。通过一液体入口把活性硅烷溶

液引入疏水反应釜，同时不断对浆料进行剧

烈搅动。在把活性硅烷加入反应釜的过程

中，要注意监控浆料的 pH值，因为 pH值控

制得当是该工艺过程必需的要素。在混合约

30min 后，通过一加液口加入苛性碱溶液，

直至 pH值达到 7.5。然后将反应釜的温度升

高至 70°C，在这一温度水平保持 4 个 h，

从而生产出准备用于母炼胶的疏水白炭黑。

白炭黑母炼胶工业化方法的核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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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BR 胶乳、疏水白炭黑和其它添加剂化合

而形成湿白炭黑母炼胶。湿法混炼的主要优

势是小胶乳颗粒和白炭黑以水相均匀混合。

E-SBR胶乳颗粒的粒径约 70nm，而白炭黑粒

子的典型平均粒径不到 10 微米。白炭黑的

平均粒径将取决于白炭黑的具体来源。主要

的工艺难题是按正确比例将每种成分精确

地混入，只有这样，白炭黑母炼胶产品的总

白炭黑含量才能保持在狭窄的范围内。大多

数的混合工艺都有多种多样的控制方法，而

衡量每种方法效用的关键指标是实际商业

化生产记录的结果。图 3中列出了商业化白

炭黑母炼胶产品的 INSA生产统计控制因素。

图 3 用于工厂生产的白炭黑母炼胶组成数据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