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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颜料组合物（续完）

向晴 译

（接上期）

本发明颜料组合物也可用做静电照相

用调色剂和显影剂用着色剂，譬如单组分和

双组分粉末调色剂或显影剂、磁性调色剂、

液体调色剂、聚合调色剂和其它专业调色

剂。当用作调色剂时，通常需将颜料和粘合

剂相混合。通常，调色剂粘合剂为加成聚合、

加聚和缩聚树脂，如苯乙烯、苯丙、苯乙烯

-丁二烯、丙烯酸、聚酯或酚醛环氧树脂，

聚砜和聚氨酯（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

用），还可以是聚乙烯和聚丙烯。另外，还

可以加入其它助剂，如控制剂、蜡或助流剂。

本发明颜料组合物适用于静电照相调

色剂，尤其是聚合调色剂，但在不受上述条

件限制时，本发明颜料组合物也可在涂料应

用中用作着色剂，如热屏蔽涂层、喷墨油墨、

印刷油墨和滤色镜。

喷墨油墨不仅可以是水性油墨（包括微

乳液），也可以是溶剂性油墨、紫外光固化

油墨和热溶油墨。

水性油墨喷墨必须含有 0.5～30wt％的

一种或多种本发明颜料组合物、 70～

99.5wt％的水、0～30wt％的一种或多种添

加剂和/或有机溶剂。

另外，水性油墨喷墨还含有水溶性粘合

剂及其它添加剂，如表面活性剂、润湿剂、

除泡剂、防腐剂和抗氧化剂。

溶剂性油墨喷墨必须含有 0.5～30wt％

的一种或多种本发明颜料组合物、 70～

99.5wt％有机溶剂或有机溶剂混合物。如有

需要，溶剂性油墨喷墨还含有一些能溶解于

溶剂的载体物质和粘合剂，如聚烯烃、天然

和合成橡胶、聚氯乙烯、氯乙烯-醋酸乙烯

酯共聚物、聚乙烯醇缩丁醛、蜡/乳胶系统

或其它混合物。

紫外光固化油墨必须含有 0.5～30wt％

的一种或多种本发明颜料组合物、0.5～

99.5wt％的水、0.5～99.5wt％的有机溶剂

或溶剂混合物、0.5～50wt％的辐射固化粘

合剂，也可以含有 0～10wt％的光敏引发剂。

通常，热融油墨以蜡、脂肪酸、脂肪醇

或磺酰胺为基础，这类热融油墨在室温下呈

固态，遇热会液化，最理想的熔融温度为

60～140℃。本发明还介绍了热融喷墨油墨，

这类油墨必须含有 20～90wt％的蜡、1～

10wt％的一种或多种本发明颜料组合物。另

外还含有 0～20wt％的其它聚合物（称作“染

料溶解剂”）、0～5wt％的分散助剂、0～

20wt％的粘度调节剂、0～20wt％的增塑剂、

0～10wt%的粘性添加剂、0～10wt％的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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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剂（可防止蜡结晶）和 0～2wt％的抗氧

化剂。

将颜料组合物分散到微乳介质或含水

介质或非含水介质或紫外线固化油墨用介

质或热融喷墨油墨用蜡中可制得本发明的

印刷油墨，尤其是喷墨油墨。

随后过滤（譬如通过 1μm 的过滤器）

所得印刷油墨以用于油墨喷墨。

本发明颜料组合物适用于所有的传统

喷墨打印机，尤其适用于气泡喷墨式工艺或

压电工艺。

本发明颜料组合物可用于打印纸张、天

然或合成纤维材料、薄膜或塑料，另外也可

用于成像或在涂覆基质或未涂覆基质上进

行打印，这些基质如卡纸、纸板、木质材料

和木制材料、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陶瓷

材料和玻璃等。

本发明颜料组合物可用于塑料行业，可

对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量有机材料进行着

色。用本发明颜料组合物着色的高分子有机

材料实例包括纤维素醚和纤维素酯等纤维

素化合物，如乙基纤维素、硝化纤维素、醋

酸纤维素或丁酸纤维素；天然粘合剂，如脂

肪酸、脂肪油、树脂及其它改性产品；或合

成树脂，如缩聚物、加聚物、加成多聚物和

加成共聚物，如氨基树脂，特别是脲醛树脂

和三聚氰胺甲醛树脂、醇酸树脂、丙烯酸树

脂、酚醛树脂，如酚醛树脂或间苯二酚，脲

醛树脂、聚乙烯，如聚乙烯醇、聚乙烯醇缩

醛、聚乙酸乙烯酯或聚乙烯醚、聚碳酸酯、

聚烯烃，如聚苯乙烯、聚氯乙烯、聚乙烯或

聚丙烯、聚（甲基）丙烯酸酯及其共聚物，

如聚丙烯酸酯或聚丙烯腈、聚酰胺、聚酯、

聚氨酯、香豆酮-茚树脂和烃树脂、环氧树

脂、具有各种硫化机理的不饱和合成树脂

（聚酯、丙烯酸酯）、蜡、聚醛树脂和酮树

脂、树胶、橡胶及其衍生物和胶乳、干酪素、

聚硅酮和硅树脂；这些物质可单独使用，也

可混合使用。上述高分子有机化合物的形态

并不重要，可以呈塑性体或熔体，或纺丝液、

分散体、清漆、涂料或印刷油墨。根据预期

应用，本发明的颜料组合物以掺混料或所制

产品或分散体的形式展现了其各项优点。以

待涂色的高分子有机物为基准，本发明颜料

组合物的用量为 0.05～ 30wt％，最好为

0.1～15wt％。

本发明颜料组合物也适宜作彩色滤光

片的着色剂、减色生成和电子油墨或电子纸

用着色剂。

本发明颜料组合物也可用于证券印刷，

其中可含荧光染料或颜料。譬如，可使用

1,2-二苯乙烯苯并恶唑衍生物或萘苯并恶

唑衍生物等荧光染料或苯并恶唑酮衍生物

等荧光颜料。

下面将通过实例和比较实例详细介绍

本发明，但并不局限于此。

实例

下面将介绍实例和比较实例所用颜料

组合物和静电照相调色剂试样的制备方法。

根据本实例最后一节所述方法评估所得试

样。

颜料组合物的制备

根据下列实例所给定的重量比混合颜

料 P1和颜料 P2以制备颜料组合物，也可以

混合颜料 P3和/或 P4。

（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评估用实例的

制备）将 5份颜料组合物（着色剂）、1份电

荷控制剂（科莱恩公司注册商标为 Copy

Charge 的 N5P-01）和 7 份释放剂（科莱恩

公司注册商标为 Ceridust 的 2051）均匀地

加入到 88 份聚酯树脂（雷可德化学公司注

册商标为 Finetone 的 382ES）中，并用捏炼

机混炼 30 分钟。用普通实验室开炼机辗磨

该组合物，然后用离心分离机分类。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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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加入 1份流动性改性剂（瓦克公司注

册商标名为 HDK 的 H2000T）以制备调色剂。

在 50ml 的塑料瓶中称取 5g 调色剂和

20g溶剂（四氢呋喃），然后用垂直的涂料搅

拌器搅动 45 分钟以完全溶解树脂。用 4 号

涂布机将成品油墨（颜料浓度：6％）对涂

布纸进行着色，然后再用热板干燥。使用 4

号涂布机时，湿涂敷量为 36μm。用着色后

的试样作为模拟试样评测电子照相特性、色

调和着色强度等。测试结果见表 1～表 4。

实例 1

用 PV Fast Brown HFR(科莱恩公司的

PBr25)作颜料 P1、PV Fast Blue BG(科莱恩

公司的 PB15:3)作颜料 P2，根据上述步骤可

制得调色剂，P1 和 P2的重量比为 120：80。

用实例 1的这种调色剂，根据上述方法可制

得评价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的试样，再根据

下述方法进行评测。测试结果见表 1和表 2。

实例 2和 3

根据实例 1所述方法，制备颜料组合物

试样和用以评价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的试

样，并予以评测。其中不同的是，P1 和 P2

的重量比在实例 2中为 100：100，在实例 3

中为 80：120。测试结果见表 1。另外，就

实例 2 而言，表 5、6 和 7 分别给出了耐候

性、充电特性和成像质量的评价结果。

实例 4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显影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PV Fast Brown RL(科莱恩公司的 PBr 颜

料褐色 41)为颜料 P1，P1和 P2的重量比见

表 2。测试结果见表 2。

实例 5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显影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Chromophthal Brown 5R(巴斯夫公司的

PBr23,)为颜料 P1，P1和 P2的重量比见表 2。

测试结果见表 2。

实例 6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显影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Permanent Red HFG(科莱恩公司的 PR38)

为颜料 P1，P1 和 P2 的重量比见表 2。测试

结果见表 2。

实例 7～10

于各实例，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

方法制备试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

性。在这些实例中，P1（PBr25）和 P2（PB15：

3）的重量比见表 3，另外还加入了颜料 P3

和 P4，其重量比见表 3。测试结果见表 3。

另外，就实例 10而言，表 5、6和 7分别给

出了耐候性、充电特性和成像质量的评价结

果。

在表 3中，颜料 P4 为 PV Fast Yellow

HG(科莱恩公司的 PY180)，颜料 P3为 PV Fast

Violet RL(科莱恩公司的 PV23)。

实例 11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0 的方法制备

试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

例中，用 PV Fast Red D3G(科莱恩公司的

PR254)代替实例 10 所用 PV Fast Yellow

HG(科莱恩公司的 PY180)，测试结果见表 4。

实例 12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0 的方法制备

试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

例中，用 PV Fast Orange GRL(科莱恩公司

的 PO43)代替实例 10所用 PV Fast Yellow HG

(科莱恩公司的 PY180)，测试结果见表 4。

实例 13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0 的方法制备

试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

例中，用绿色颜料 PV Fast Green GNX(科莱

恩公司的 PG7)代替实例 10 所用 PV Fast

Yellow HG(科莱恩公司的 PY180)，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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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4。

比较实例 1

用炭黑（好利旺公司的着色炭黑 FW200,

颜料炭黑 7）作黑色颜料，根据上述步骤制

备试样并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测试

结果见表 1。另外，表 5、6和 7分别给出了

耐候性、充电特性和成像质量的评价结果。

比较实例 2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PV Fast Yellow H2R(科莱恩公司的 PY139)

为颜料 P1，其添加量和测试结果见表 2。

比较实例 3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PV Fast Yellow H3R(科莱恩公司的 PY181)

为颜料 P1，其添加量和测试结果见表 2。

比较实例 4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Novoperm Orange H5G70(科莱恩公司的

PO62)为颜料P1，其添加量和测试结果见表 2。

比较实例 5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PV Fast Orange H2GL(科莱恩公司的 PO64)

为颜料 P1，其添加量和测试结果见表 2。

比较实例 6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PV Fast Orange GRL(科莱恩公司的 PO43)

为颜料 P1，其添加量和测试结果见表 2。

比较实例 7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PV Fast Scarlet 4RF(科莱恩公司的

PR242)为颜料 P1，其添加量和测试结果见表

2。

比较实例 8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该实例

中 PV Fast Red D3G(科莱恩公司的 PR254)

为颜料 P1，其添加量和测试结果见表 2。

比较实例 9和 10

在相同条件下，用实例 1的方法制备试

样，评价其静电照相调色剂特性。在这两个

实例中都没有加入颜料 P1，而是同颜料 P2

（PB15:3）一起添加其它颜料，表 3列出了

添加量和测试结果。在此，颜料 P4为 PV Fast

Yellow HG(科莱恩公司的 PY80)、M（紫红色）

颜料为 Permanent Carmine L5B01(科莱恩公

司的 PR57:1)、R (红色)颜料为 PV Fast Red

D3G(科莱恩公司的 PR254)、G(绿色)颜料为

PV Fast Green GNX(科莱恩公司的 PG7)。

表 1 实例 1～3、比较实例 1

实例
颜料组合物（重量份数） 评测结果

炭黑 颜料 P1 颜料 P2 色差（dE）≤2.00 着色强度（％）≥90

1 — 120 80 0.91 94

2 — 100 100 0.68 95

3 — 80 120 1.76 96

比较实例 1 100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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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例 1、实例 4～6、比较实例 1和比较实例 2～8

实例 颜料组合物（重量份数） 评测结果 最大吸收波

长（nm）

460～530nm

半值波长（长

波长侧）（nm）

≥500
炭黑 颜料 P1 颜料 P2

色差（dE）

≤2.00

着色强度

（％）≥90

比较实例 1 100 — — — 100 — —

1 — 120（PBr25） 80 0.91 94 490 550

4 — 120（PBr41） 80 0.90 94 490 590

5 — 120（PBr23） 80 1.07 94 490 580

6 — 120(PO38) 80 1.70 91 500 550

比较实例 2 — 130(PY139) 70 20.30 79 450 500

比较实例 3 — 130(PY181) 70 25.00 65 400 530

比较实例 4 — 100(PO62) 100 15.88 62 440 520

比较实例 5 — 130(PO64) 70 3.20 79 500 540

比较实例 6 — 100(PO43) 100 3.26 84 540 600

比较实例 7 — 120(PR242) 80 2.83 82 540 560

比较实例 8 — 100(PR254) 100 3.30 86 580 —

表 1给出了颜料 P1和 P2 的重量比。从

表中可清楚得知，P1：P2 的重量比以 31：

69～69：31为宜，最好为 40：60～60：40。

表 2给出了作为颜料 P1的颜料适宜性。

这说明了只有当颜料的最大吸收波长为

460～530nm、半值波长（长波长侧）≥550nm

的时候才能达到所期望的颜色属性。

表 3给出了颜料 P3和 P4 的影响。据此

可以确定的是，根据实例 7～9的结果可知，

颜料 P3使用紫红色颜料可提高着色强度。另

外，如实例 10所示，加入黄色颜料 P4还可

减小色差。

表 4给出了黄色颜料除外的其它颜料的

可用性检查结果。检查了次吸收波长为

400nm＜λρ<460nm 的颜料的适用性。这些结

果说明了同黄色颜料的颜色属性相比，虽然

表 4所给的颜料的颜色属性相对较差，但可

用作颜料 P4。

表 3 实例 7～10、比较实例 9和 10

实例

颜料组合物（重量份） 评测结果

炭黑 P1 P2 P3 P4 M R G
色差（dE）

≤2.00

着色强度（％）

≥90

7 — 96 64 40 1.93 98

8 — 108 72 20 1.08 97

9 — 114 76 10 0.92 97

10 — 80 50 20 50 0.42 94

比较实例 9 — — 50 100 50

比较实例 10 — — 50 100 50 3.2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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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例 11～13

实例

颜料组合物（重量份）

色差（dE）≤2.00 着色强度（％）≥90
炭黑

颜料

P1 P2 P3 P4

11 — 80 50 20 50 PR254 1.31 94

12 — 80 50 20 50 PO43 1.63 92

13 — 80 50 20 50 PGr7 1.11 95

表 5 光稳定性评测

色差（dE）可接受度：≤2.0

暴露时间 50h 100h 150h 200h

比较实例 1 0.55 0.96 1.10 1.19

实例 2 0.44 0.44 0.62 1.02

实例 10 0.50 0.64 0.74 0.87

表 6

电荷量（μC/g） 电荷量

(25℃,50%

RH)

电荷量

(25℃,90%

RH)

电荷保

持率(%)搅拌时间 5min. 10min. 30min. 120min.

实例 2 -13 -14 -14 -14 -14 -12 86

实例 10 -14 -14 -15 -15 -15 -12 80

比较实例 1 -9 -11 -13 -14 -14 -9 64

表 5给出了最终所得图像的光稳定性检

测结果。如表 5实例所示，同比较实例相比，

本发明实例 2的 dE值≤2.0。根据该测试结

果，可以确定的是，就褪色引起的变色而言，

其光稳定性同炭黑的光稳定性相当，或优于

炭黑的光稳定性。

表 6给出了调色剂充电特性和显影图像

质量的评测结果。以炭黑为基准的比较实例

1的配方的问题就电荷稳定性而言，在高温

和高湿度的情况下，其成像质量和成像密度

较差。使用本发明可解决该问题，也就是说

可在保持电荷稳定性的情况下，达到理想的

成像密度。

评测方法

光吸收的测试方法

在 250ml 的塑料瓶中称取 130g 的玻璃

珠、5g 分散剂(味之素下属企业 Ajinomoto

Fine-Techno 公司的 Ajisper PB821)和 35g

甲基乙基酮，然后用涂料搅拌器搅动 5分钟

以完全溶解分散剂，之后加入 10g 颜料，再

用涂料搅拌器搅拌 1 小时以进一步分散颜

料。分散完成后，缓慢加入甲基乙基酮以稀

释分散液，使颜料浓度达到 0.02wt％。在波

长范围为 400～700nm 下，用分光光度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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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颜色国际公司制造的 Spectra Flash

SF600）测量填入石英比色池的颜料液体分

散体的吸收光谱。

图像色调评测方法

对于用所说印刷油墨打印出来的带黑

色图像（固体）的打印图像，应就色差（dE）

和着色强度对黑色图像进行定量分析，具体

是在观察角为 10°的情况下，用分光光度计

（德塔颜色国际公司制造的 Spectra Flash

SF600）测试着色强度，用 D65 光源进行光

源测试。色调是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CIE）

所规定的颜色系统所定义。另外，在可见光

范围内，根据光谱反射集成可计算出着色强

度。可使用炭黑颜料（比较实例 1）作为参

考物。

在此，同炭黑颜料（比较实例 1）相比，

较理想的颜色特性表现为湿膜 36 微米下的

色差（dE）≤2.00，着色强度（％）≥90。

耐候性评测方法

将 着 色 试 样 在 Sun Test Xenon

Fade-o-Meter(辐射强度：40W/cm
2
)上暴露一

定时间可测定色差（dE），然后，再在视角

为 10°的情况下，用分光光度计（德塔颜色

国际公司制造的 Spectra Flash SF600）将

试样进行比色测定，用 D65 光源进行光源测

试。可使用比较实例 1作为参考物。

充电特性评测方法

用电荷量评测（q/m 标准器）和商用静

电复印照相机可评测预先制得的调色剂。用

标准的 q/m标准器可评测电荷量。用粒径为

50～200μm 的硅酮涂覆的磁铁颗粒做球磨

机的载体可触发预先制得的调色剂（粒径为

4～25μm）。

在刮掉调色剂的时候，应使用目径为 45

μm的筛网防止载体混入。这些测试是在相

对空气湿度约为 50％的情况下进行的。下表

给出了随触发时间改变而测得的 q/m 值

(μC/g)。

对商用静电照相复印机（配有非晶硒光

电导体）进行部分改良而得到的评测装置可

评测图像质量，且需将定影辊设置为

255mm/sec。加入用上述方法制得的调色剂，

在 25℃、50％RH和 25℃、90％RH 的环境下

放置 5小时，然后再评测根据测试图得到的

测试图像。

在表 7中，将根据下列标准就电荷上升、

电荷稳定性、高温、高湿度下的电荷稳定性

和成像密度进行评级。用 Spectroeye 便携

式色度计（Spectris）可评测成像密度。

电荷上升＝搅拌 5 分钟后的电荷量/搅

拌 120 分钟后的电荷量×100

90％或更高：○

80％或更高：Δ

小于 80％：×

电荷稳定性＝搅拌 5 分钟、10 分钟和

30分钟后的电荷量/搅拌 120 分钟后的电荷

量×100

90％或更高：○

80％或更高：Δ

小于 80％：X

高温、高湿度下的电荷稳定性＝电荷保

持率＝电荷量（25℃，90％RH）/电荷量

（25℃，50％RH）×100

80％或更高：○

70％或更高：Δ

小于 70％：×

成像密度＝ ID（附着调色剂量为

0.5mg/cm
2
时的成像密度）

1.5及以上○

1.3～1.5：Δ

小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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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实例 电荷上升 电荷稳定性 高温、高湿度下的电荷稳定性 成像密度

2 ○ ○ ○ ○

10 ○ ○ ○ ○

比较实例 1 × Δ × ○

译自世界专利

馆藏号 201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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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用高刚度胶料

唐昆 译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轮胎用高刚度胶料。

具体来说，本发明涉及胎面衬层、胎面

基部、三角胶、耐磨胶条或胎侧等轮胎结构

件用胶料。

“交联、不饱和链聚合物基质”指任何

非交联天然或合成聚合物。这种聚合物在用

硫磺基系统交联（硫化）时具有弹性体的化

学特性、物理特性和机械特性。

“硫化剂”一词是指硫磺和促进剂等能

够交联聚合物基质的物质。

“亚甲基供体”树脂一词是指在“亚甲

基受体”化合物存在的情况下能进行亚甲

基桥交联的任何树脂。

背景技术

众所周知，在轮胎行业对轮胎胶料的要

求较高，在不牺牲刚度等特性，不影响轮胎

加工性的情况下，这种具有低滞后性的轮胎

胶料可生产出滚动阻力有所改善的轮胎构

件。

通常轮胎构件的特性将据各胶料所用

炭黑种类和用量而定。

ASTM 标准 D1765 就炭黑的比表面积对

炭黑进行了分类。

更具体来说，在 ASTM 标准 D1765 中，

炭黑可划分为 N1、N2、N3、N5 和 N6，其中

N1的比表面积为 121～150ｍ2/g，N2的比表

面积为 100～120ｍ
2
/g，N3 的比表面积为

70～99ｍ
2
/g，N5的比表面积为 40～49ｍ

2
/g，

N6的比表面积为 33～39ｍ2/g。

任何熟知本技术的都知道，高比表面积

炭黑可改善刚性，但也增大了滞后性，从而

增大了滚动阻力。而低比表面积炭黑，虽然

可降低滞后性、减小滚动阻力，但会削弱刚

性。

为了找到一种既可以改善滚动阻力，又

可以提高加工性的胶料，常采用的方法就是

使用一种中等炭黑（N3），或使用两种不同

的炭黑以平衡刚性和滞后性之间的关系。虽

然这两种方法都不会损害滞后性或刚性，但

也不能达到明显改善的目的。

因此，需要一种既不损害滚动阻力，又

能明显提高刚性的橡胶胶料。

发明披露

本发明介绍的轮胎结构组件胶料含有

交联、不饱和链聚合基质、补强填料和硫化

剂。这种胶料的特点在于含有补强树脂混合

物，依次含有（a）亚甲基受体树脂和亚甲

基供体化合物和（b）酰肼衍生树脂。所说

的补强填料含有 20～80wt%氮吸附测试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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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N2SA）为 100～150m2/g 的炭黑和 80～

20wt%氮吸附测试比表面积（N2SA）为 33～

49m
2
/g的炭黑混合物。

最好，这种胶料含有 2～20份补强树脂

混合物和 20～70份炭黑。

最好，亚甲基受体树脂为酚醛树脂，亚

甲基供体化合物为六甲氧甲基三聚氰胺。

最好，这种补强树脂混合物含有 20～

80wt%的酚醛树脂和 20～80wt%的酰肼衍生

树脂。

酰肼衍生树脂最好选自于如下基团：2-

羟基-N´-（1-甲基亚乙基）-3-萘酸肼、2-

羟基-N´-（1-甲基亚丙基）-3-萘酸肼、2-

羟基-N´-（1-甲基亚丁基）-3-萘酸肼、2-

羟基-N´-（1,3-二甲基亚丁基）-3-萘酸肼、

2-羟基-N´-（2,6-二甲基-4-亚庚基）-3-萘

酸肼、N´-（1-甲基亚乙基）-水杨酸酰肼、

N1-(1-甲基亚丙基)-水杨酸酰肼、N´-（1-

甲基亚丁基）-水杨酸酰肼、N1-(1,3-二甲

基亚丁基)-水杨酸酰肼和 N´-（2,6-二甲基

-4-亚庚基）-水杨酸酰肼。

最好，交联、不饱和链聚合基质含有

40～80 份天然橡胶和 20～60份合成橡胶，

而这种合成橡胶含有丁二烯橡胶、丁苯橡胶

和异戊二烯橡胶。

本发明胶料最好用于制备胎面衬层、胎

面基部、三角胶、耐磨胶条或胎侧等轮胎构

件。

本发明还介绍了由本发明胶料制得的

轮胎构件。

本发明还介绍了一种轮胎，这种轮胎的

某些轮胎构件由本发明胶料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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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备五种参比胶料（参比胶料 1～参比

胶料 5）和一种本发明胶料（胶料 A）。具体

来说，参比胶料为：参比胶料 1:两种本发明

炭黑的混合物且不含本发明树脂混合物；参

比胶料 2和参比胶料 3：本发明树脂混合物

且只含有一种炭黑；参比胶料 4和参比胶料

5：本发明炭黑混合物，且只含有一种树脂。

—胶料制备—

（第一混炼步骤）

混炼前，将交联聚合物基质和部分炭黑

（占胶料总量的 5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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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0r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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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剩余的炭黑、亚甲基受体化合物和酰

肼衍生树脂（如有需要）加入到第一步所得

混合物中。在转速为 40～60rpm 下运转混炼

机，并在温度达到 130～150℃时卸出所得混

合物。

（第三混炼步骤）

将硫化剂和亚甲基供体化合物（如有需

要）加入到第二步所得混合种，填充系数为

63～67%。

在转速为 40～60rpm下运转混炼机，并

在温度达到 100～110℃时卸出所得混合物。

表 1列出了五种参比胶料和本发明胶料

的组分（单位：份）。

在表 1 中，NR 为天然橡胶；BR 为丁二

烯橡胶；亚甲基受体树脂为酚醛；亚甲基供

体化合物为六甲氧甲基三聚氰胺；酰肼树脂

为 2-羟基-N´-（1,3-二甲基亚丁基）-3-萘

酸肼（MBH）。

根据 ISO 标准 4664 测试上述胶料的弹

性模量 E´(30℃)和 TanD(60℃)，分别用以

确定刚性和滚动阻力。

表 2给出了以参比胶料 1为基准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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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料的滚动阻力和刚性测试结果。

表 1

参比 1 参比 2 参比 3 参比 4 参比 5 A

NR 70

BR 30

N2 10 40 — 10 10 10

N5 30 — 40 30 30 30

亚甲基受体树脂 — 5 5 8 — 5

亚甲基供体化合物 — 1.65 1.65 2.65 — 1.65

酰肼树脂 — 3 3 — 8 3

硫磺 2.2

促进剂 1.2

表 2

参比 1 参比 2 参比 3 参比 4 参比 5 A

滚动阻力 100 87 95 74 69 90

刚性 100 160 123 205 185 225

根据表 2的结果可清楚得知，本发明胶

料的特点在于这种胶料可在不影响滚动阻

力的情况下，明显提高刚性。

这都是根据参比胶料 1 的指数所判定

的。参比胶料 1代表我们常用的一种混合物，

在这种混合物中使用了两种比表面积不同

的炭黑为填料。

对参比胶料进行分析可得知只有在既

使用树脂混合物，又使用炭黑混合物的情况

下才能具备上述优势。

具体来说，参比胶料 2和参比胶料 3说

明了使用本发明树脂混合物，但只使用一种

炭黑不能明显改善刚性。参比胶料 4和参比

胶料 5说明了使用炭黑混合物，但只使用一

种树脂虽然可明显改善刚性，但却大大削弱

了滚动阻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参比胶

料 4 和参比胶料 5 虽然在刚性方面有所改

善，但仍然比本发明胶料 A的刚性更差。

译自世界专利

馆藏号 201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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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塑性塑料

田满 译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热塑性塑料。

背景技术

JP2001-106832-A 日本专利介绍的热塑

性塑料含有热可塑性树脂、｛6-［3-（3-叔

丁 基 -4- 羟 基 -5- 甲 苯 基 ） 丙 氧 基 ］

-2,4,8,10-四叔丁基二苯［d,f］［1,3,2］

二氧杂膦酸酯｝和炭黑，｛6-［3-（3-叔丁

基-4-羟基-5-甲苯基）丙氧基］-2,4,8,10-

四叔丁基二苯［d,f］［1,3,2］二氧杂膦酸

酯｝与炭黑两者的重量份数比为 1：0.83。

据专利文献介绍，另一种热塑性塑料也

含有热可塑性树脂、｛6-［3-（3-叔丁基-4-

羟基-5-甲苯基）丙氧基］-2,4,8,10-四叔

丁基二苯［d,f］［1,3,2］二氧杂膦酸酯｝

和炭黑，｛6-［3-（3-叔丁基-4-羟基-5-甲

苯基）丙氧基］-2,4,8,10-四叔丁基二苯

［d,f］［1,3,2］二氧杂膦酸酯｝与炭黑两

者的重量份数比为 1：1.67。

以往的热塑性塑料往往伴随热老化产

生的凝胶数量多，不一定能充分满足加工稳

定性的要求。

本发明的内容包括：

［1］热塑性塑料含有（A）热可塑性树

脂、（B）用下面式（Ⅰ）表示的化合物和（C）

炭黑。其中（C）与（B）的重量份数比为 2～

250:1。

式中，R
1
、R

2
、R

3
、R

4
、R

5
、R

6
、R

7
和 R

8

分别表示氢原子、碳数为 1～8 的烷基、碳

数为 5～8 的环烷基、碳数为 6～12 的烷环

烷基、碳数为 7～12的芳烷基或苯基；R
3
和

R
4
分别表示氢原子或碳数为 1～8 的烷基；

X1表示单键、硫原子或-CHR9-基，R9表示氢

原子、碳数为 1～8的烷基或碳数为 5～8的

环烷基；A
1
表示碳数为 2～8 的烷烃双基或

*-COR10-基，R10表示单键或碳数为 1～8 的

烷烃双基，*表示与-O-相结合；Y
1
和 Z

1
两者

中，某一方表示羟基、碳数为 1～8 的烷氧

基或碳数为 7～12的芳烷氧基，另一方表示

氢原子或碳数为 1～8的烷基。

［2］上述［1］项所述热塑性塑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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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是羟基，R7和 R8两者中至少一方是碳数为

3～8的烷基、碳数为 5～8的环烷基、碳数

为 6～12的烷环烷基、碳数为 7～12的芳烷

基或苯基。

［3］上述［1］或［2］项所述热塑性

塑料中，（A）是聚乙烯。

本发明的热塑性塑料伴随热老化产生

的凝胶数量少，加工稳定性优良。

＜（A）热可塑性树脂＞

所用的热可塑性树脂如下：

（1）聚乙烯，如高密度聚乙烯（HD-PE）、

低密度聚乙烯（LD-PE）或线型低密度聚乙

烯（LLDPE）；（2）聚丙烯；（3）甲基戊烯聚

合物；（4）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EEA

树脂）；（5）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树脂；

（6）聚苯乙烯类，如聚苯乙烯、聚（p-甲

基苯乙烯）或聚（α-甲基苯乙烯）；（7）丙

烯腈/苯乙烯共聚物（AS树脂）；（8）丙烯腈

/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 树脂）；（9）特

殊丙烯酸橡胶/丙烯腈/苯乙烯共聚物（AAS

树脂）；（10）丙烯腈/氯化聚乙烯/苯乙烯共

聚物（ACS 树脂）；（11）氯化聚乙烯、聚氯

丁二烯或氯化橡胶；（12）聚氯化乙烯基或

聚氯化次乙烯基树脂；（13）甲基丙烯酸酯

树脂；（14）乙烯/乙烯乙醇共聚物树脂；（15）

氟素树脂；（16）聚缩醛；（17）接枝化聚次

苯基醚树脂或聚次苯基亚硫酸酯树脂；（18）

聚氨甲基酸脂；（19）聚酰胺；（20）聚酯树

脂，如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或聚对苯二甲

酸丁二醇酯等；（21）聚碳酸酯；（22）聚丙

烯酸酯；（23）聚砜、聚醚醚酮或聚醚砜；（24）

芳族聚酯树脂；（25）二烯丙基邻苯二酸酯；

（26）硅酮树脂；（27）1,2-聚丁二烯；（28）

聚异戊间二烯；（29）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

（30）丁二烯/丙烯腈共聚物；（31）乙烯/

丙烯共聚物；（32）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共聚物。上述树脂既可单独使用，

也可混合使用。上述树脂以采用聚乙烯（例

如 HD-PE、LD-PE、LLDPE）和/或聚丙烯等聚

烯烃为宜，最好是聚乙烯。

对热可塑性树脂的制造方法没有特殊

规定。例如可以采用自由基聚合反应所得产

物，也可以用含有周期表上第Ⅳb 族第Ⅴb

族第Ⅵb族或第Ⅷ族金属的催化剂进行聚合

反应所得产物。含有这类金属的催化剂，可

以是由一个以上配合基（例如π键或σ键）

配位的氧化物、卤化物、醇氧化物、酯、带

芳基的金属络合物。这类金属络合物既可以

直接使用，也可以放在氯化镁、氯化钛、氧

化铝或氧化硅等载体上使用。例如在制造聚

烯烃时，最好采用齐格勒-纳塔催化剂、金

属茂催化剂或菲利普催化剂等。

＜（B）式（Ⅰ）所示化合物＞

含碳素 1～8 个的烷基，例如甲基、乙

基、正丙基、异丙基、正丁基、异丁基、仲

丁基、叔丁基、正戊基、异戊基、正己基、

正庚基和正辛基等。

含碳素 5～8个的环烷基，例如环戊基、

环己基、环庚基和环辛基等。

含碳素 6～12个的烷环烷基，例如甲基

环戊基、甲基环己基、甲基环庚基和甲基环

辛基等。

含碳素 7～12个的芳烷基，例如戊烷基、

苯乙基、苯丙基、三苯甲基、萘甲基和萘乙

基等。

含碳素 1～8 个的烷烃联基，例如亚甲

基、亚乙基、三亚甲基、四亚甲基、五亚甲

基、六亚甲基、异亚丙基、异亚丁基、２-

甲基三亚甲基、异亚戊基、异亚己基、异亚

辛基和２-乙基亚乙基等。

含碳素 5～8 个的环烷烃联基，例如环

亚戊基、环亚己基、环亚庚基和环亚辛基等。

含碳素 1～8个的烷氧基，例如甲氧基、

乙氧基、正丙氧基、异丙氧基、正丁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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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丁氧基、仲丁氧基、叔丁氧基、正戊氧基

和正辛氧基等。

含碳素 7～12 个的芳烷氧基，例如戊烷

氧基、苯乙氧基、苯丙氧基、三苯甲氧基、

萘甲氧基和萘乙氧基等。

式（Ⅰ）所示化合物中，特别适用的是

｛6-［3-（3-叔丁基-4-羟基-5-甲苯基）丙

氧基］ -2,4,8,10-四叔丁基二苯［ d,f］

［1,3,2］二氧杂膦酸酯｝[以下简称（Ｂ-

１）]、｛6-［3-（3，5-二叔丁基-4-羟苯基）

丙氧基］-2，4,8，10-四叔丁基二苯［d,f］

［1,3,2］二氧杂膦酸酯｝、｛6-［3-（3，5-

二叔丁基-4-羟苯基）丙氧基］-4,8-二叔丁

基-2,10-二甲基-12H-二苯［d,g］［1,3,2］

二氧杂亚膦酸酯｝、｛6-［3-（3，5-二叔丁

基-4-羟苯基）丙酰氧基］-4,8-二叔丁基

-2,10-二甲基-12H-二苯［d,g］［1,3,2］二

氧杂亚膦酸酯｝等，最好的是｛6-［3-（3-

叔丁基 -4-羟基 -5-甲苯基）丙氧基］

-2,4,8,10-四叔丁基二苯［d,f］［1,3,2］

二氧杂膦酸酯｝。

式（Ⅰ）所示化合物（B）与热可塑性

树脂（A）的重量份数比为 0.001～1:100，

以 0.01～ 0.5:100 为宜，较好是 0.03～

0.5:100，最好是 0.03～0.3:100。

＜（C）炭黑＞

可使用的炭黑例如热裂黑、炉黑、乙炔

黑和 Ketjen炭黑等。炭黑（C）与热可塑性

树脂（A）的重量份数比为 0.01～5:100，最

好是 0.3～5:100。炭黑（C）与式（I）所示

化合物（B）的重量份数比为 2～250:1，以

3～250:1 为宜，较好是 3～60:1，最好是

15～60:1。

相对于一份重量的式（Ⅰ）所示化合物

（B）而言，炭黑（C）的使用重量不低于 2

份，（B）和（C）并用，就能充分提高加工

稳定性，而重量份数不超过 250份，炭黑数

量就不会过剩，从而更容易加工热可塑性树

脂（A）。

本发明的热塑性塑料可以含有无机颜

料、防氧化剂、中和剂、润滑剂、防带电剂、

阻燃剂和交联剂等成分。

＜无机颜料＞

可用的无机颜料，如二氧化钛、氧化锌、

红色氧化铁、碳酸钙或氢氧化铝等。

＜防氧化剂＞

可用的防氧化剂［（不同于式（Ⅰ）所

示化合物（B）］），如磷系防氧化剂（D）、酚

系防氧化剂或离子系防氧化剂等。

＜（D）磷系防氧化剂＞

可用的磷系防氧化剂（D），如下面式

（Ⅱ）～（Ⅳ）所示的化合物：

［式（Ⅱ）中，R
11
和 R

12
分别表示氢原

子、碳元素 1～8个烷基、碳元素 5～8个的

环烷基、碳元素 6～12 个的烷环烷基、碳元

素 7～12 个的芳烷基或苯基。碳元素 1～8

个烷基、碳元素 5～8个的环烷基、碳元素

6～12 个的烷环烷基、碳元素 7～12 个的芳

烷基或苯基与式（Ⅰ）所示基团相同。］

［式（Ⅲ）中，R
13
、R

14
、R

15
和 R

16
分别

表示氢原子、碳元素 1～8个烷基、碳元素

5～8个的环烷基、碳元素 6～12个的烷环烷

基、碳元素 7～12个的芳烷基或苯基。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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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分别表示 0～2之间的整数。当 m等于 2时，

两个 R
13
既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当 n 等

于 2时，两个 R
15
既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碳元素 1～8个烷基、碳元素 5～8个的环烷

基、碳元素 6～12 个的烷环烷基、碳元素 7～

12个的芳烷基或苯基与式（Ⅰ）所示基团相

同。］

［式（Ⅳ）中，R
17
和 R

18
分别表示氢原

子或甲基。］

式（Ⅱ）～（Ⅳ）所示的化合物中，特

别适用的是三（2,4-二叔丁基苯基）磷酸酯

（以下简称 D-1）、双（2,4-二叔丁基苯基）

季戊四醇基二磷酸酯、双（2,6-二叔丁基-4-

甲苯基）季戊四醇基二磷酸酯、双（2,4-二

叔三甲基苯基）季戊四醇基二磷酸酯或四

（2,4-二叔丁基苯基）-4,4-联苯二亚磷酸

酯。

磷系防氧化剂（D）与热可塑性树脂（A）

的重量份数比小于 1:100，最好不超过 0.3：

100。

＜酚系防氧化剂和离子系防氧化剂＞

可用的酚系防氧化剂和离子系防氧化

剂，如 2,6-二叔丁基-4-甲基酚、正十八烷

基 3-（3,5-二叔丁基-4-羟苯基）丙酸酯、

季戊四醇基四 3-（3,5-二叔丁基-4-羟苯基）

丙酸酯、三甘醇双 3-（3-叔丁基-5-甲基-4-

羟苯基）丙酸酯、1,3,5-三甲基-2,4,6-三

（3,5-二叔丁基-4-羟苯甲基）苯、三（3,5-

二叔丁基-4-羟苯甲基）异氰酸酯（以下简

称 AO-1）、1,3,5-三（4-叔丁基-3-羟基-2,6-

二甲基苯甲基）-1,3,5-三嗪-2,4，6-（1H、

3H、5H）-三胺硝噻唑（以下简称 AO-2）、3,9-

双（2-（3-（3-叔丁基-4-羟基-5-甲基苯基）

丙酰氧基）-1,1-二甲基乙基）-2,4,8,10-

均四氧螺环［5,5］十一烷、2,2-亚甲基双

（6-叔丁基-4-甲基酚）、4,4-亚丁基双（6-

叔丁基-3-甲基酚）、4,4-硫代双（6-叔丁基

-3-甲基酚）、2-叔丁基-6-（3-叔丁基-2-羟

基-5-甲基苯甲基）-4-甲基苯丙烯酸酯、2-

（1-（2羟基-3,5-叔戊基苯）乙基）-4,6-

二叔戊基苯丙酸酯、二烷基（C12-18）3,3-硫

代二丙酸酯、季戊四醇四（3-月桂基硫代丙

酸酯）等。

＜光稳定剂＞

可用的光稳定剂，如双（2，2，6，6-

四甲基-4-哌啶基）癸二酸酯、琥珀酸二甲

基-1-（2-羟乙基）-4-羟基-2，2，6，6-四

甲基哌啶缩聚物（以下简称 H-1）、聚｛［6-

（1，1，3，3-四佳佳丁基）氨基-1，3，5-

三嗪-2,4-二基］［（2，2，6，6-四甲基-4-

哌啶基）亚氨基］六甲撑［（2，2，6，6-四

甲基-4-哌啶基）亚氨基］｝（以下简称 H-2）、

2-羟基-4-正辛基苯酰苯、2-（3-叔丁基-2-

羟基-5-甲苯基）苯并三唑、2-（3-叔丁基

-2-羟基-5-甲苯基）-5-氯苯并三唑、2,4-

二叔丁基-3,5-二叔丁基-4-羟基苯甲酸酯

纤维等。

＜中和剂＞

可用的中和剂，如合成水滑石、天然水

滑石或氢氧化钙等。

＜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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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润滑剂，如石蜡、聚乙烯石蜡、

硬脂酸、硬脂酸丁酯、硬脂酸醇、硬脂酸钾

或硬化蓖麻油等。

＜防带电剂＞

可用的防带电剂，如属阳离子系的伯铵

盐、叔铵盐、季铵盐或吡啶衍生物等，属阴

离子系的硫酸化油、皂碱、硫酸化酯油、硫

酸化酰胺油、烯烃的硫酸化酯盐、脂肪醇硫

酸酯盐类、烷基硫酸酯盐、脂肪酸乙烯磺酸

盐、烷基萘磺酸盐、烷基苯磺酸盐、琥珀酸

酯磺酸盐或磷酸酯盐等，属非离子系的多价

醇的部分化脂肪酸酯、脂肪醇的氧化乙烯加

成物、脂肪酸的氧化乙烯加成物、脂肪酰胺

或脂肪酸酰胺的氧化乙烯加成物、烷基酚的

氧化乙烯加成物、多价醇的部分化脂肪酸酯

的氧化乙烯加成物或聚乙二醇等。

＜阻燃剂＞

可用的阻燃剂，如氢氧化铝、氢氧化镁、

水滑石、臭氧系阻燃剂、三氧化锑、聚磷酸

系阻燃剂、碳酸镁、碳酸钙、二氧化硅、滑

石、沸石或粘土等。

＜交联剂＞

可用的交联剂，如 2,5-二甲基正己烷、

2,5-二氯过氧化物、2，5-二甲基-2,5-二（叔

丁基过氧化）己烷、3二叔丁基过氧化物、

叔二枯基过氧化物、2,5-二甲基-2,5-双（叔

丁基过氧化）己烷、2,5-二甲基-2,5-二（叔

丁基过氧化）己烷、3,5-二甲基-2,5-9 叔丁

基过氧化）己烷、2,5-二甲基-2,5-二-（叔

丁基过氧化）己烷、4,4´-双（叔丁基过氧

化）二异丙苯、二枯基过氧化物、叔丁基二

枯基过氧化物、α，α'-双（叔丁基过氧化

异丙基）苯、αα'-双（叔丁基过氧化）二

异丙基苯、正丁基-4，4-双（叔丁基过氧化）

丁烷、2，2-双（叔丁基）丁烷、1,1-双（叔

丁基过氧化）环己烷、1,1-双（叔丁基）

3,3,5-三甲基环己烷、1,1-二（叔丁基过氧

化）-2-甲基环己烷、2,2-二［4,4-二-（叔

丁基过氧化）环己基］丙烷、叔丁基过氧化

苯甲酯纤维、苯甲酰基过氧化物、叔己基过

氧化异丙基单碳酸酯、叔丁基过氧化马来酸

酯、叔丁基过氧化-3,5,5-三甲基烟酸酯、

叔丁基过氧化月桂酸酯、叔丁基过氧化异丙

基单碳酸酯、叔丁基过氧化-2-乙基己基单

碳酸酯、叔己基过氧化苯甲酸酯纤维等。这

些交联剂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以上

合并使用。

＜制造方法＞

可用于制造本发明热塑性塑料的装置，

如滚筒式搅拌机、亨舍尔混合机或超级混合

机等混合机，单轴式或多轴式挤塑机，捏炼

机或班佰里密炼机等。

本发明热塑性塑料的制法是，将热可塑

性树脂、式（Ⅰ）所示化合物和炭黑等配料

用滚筒式搅拌机、亨舍尔混合机或超级混合

机等混合机预先均匀混合后，再用单轴式或

多轴式挤塑机熔融混炼造粒，或者用捏炼机

或班佰里密炼机等熔融混炼后，接着用挤出

机造粒。

＜用途＞

本发明的热塑性塑料伴随热老化产生

的凝胶数量少，加工稳定性优良。本发明的

热塑性塑料可用于制造电线被覆材料、汽车

零部件、船舶零部件、电气电子零件用材料

和电气绝缘零部件等

实施例

下面参照实施例和对比例详细说明本

发明，但本发明并非受限于这些示例。除非

另有说明，示例中的份数均已重量为准。

实施例 1

将 100 份聚乙烯（住友化学公司产品，

LDPE F-218）、0.1 份｛6-［3-（3-叔丁基-4-

羟基-5-甲苯基）丙氧基］-2,4,8,10-四叔

丁基二苯［d,f］［1,3,2］二氧杂膦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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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和 3份炭黑用实验室磨浆机（型号

4C-150，东洋精机公司制造）在 180℃氮气

下，以 50转/分的速度进行混炼，通过胶凝

时间来测定实验室磨浆机的力矩达到最大

值的时间。胶凝时间越长，伴随热老化产生

凝胶的数量就越少，加工稳定性就越优良。

测定结果如表 1所示。

实施例 2～4和对比例 1～3除了按表 1

所示变动（B-1）和炭黑的数量外，其余做

法与实施例 1相同。

由表 1可见，本发明的热塑性塑料确实

伴随热老化产生凝胶的数量较少，加工稳定

性优良。

表 1

（B-1）

（份）

炭黑

（份）

相对于 1份（B-1）的炭黑含量

（份）

胶凝时间

（分）

实施例 1 0.1 3 30 27.7

实施例 2 0.05 3 60 20.0

实施例 3 0.15 3 20 34.8

实施例 4 0.2 3 15 54.1

对比例 1 0.05 0.083 1.67 13.7

对比例 2 0.15 0.125 0.83 19.9

对比例 3 0.01 3 300 13.7

译自日本专利

馆藏号 2015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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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用橡胶胶料及含有功能化弹性体

和预处理白炭黑的橡胶胶料（待续）

言信 译

发明范围

本发明涉及橡胶胶料及含有这种橡胶

胶料的轮胎胎面。组成这种橡胶胶料的功能

化弹性体含有与白炭黑（特别是沉淀法白炭

黑）反应的功能团和预疏水白炭黑，特别是

沉淀法白炭黑。

发明背景

轮胎等各种橡胶制品用橡胶胶料通常

至少含有一种以二烯基为基础的弹性体。其

中，橡胶胶料可通过一些补强填料进行补

强，譬如至少含有炭黑和沉淀白炭黑，即表

面含有羟基的不定形合成二氧化硅。

通常认为白炭黑具有亲水性，可促进橡

胶胶料中填料的相互作用（如白炭黑粒子与

沉淀白炭黑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可抑制橡

胶胶料中填料与聚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如

白炭黑与以二烯基为基础的弹性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这样便可激发白炭黑粒子在橡

胶胶料中的分散性。

通常，亲水性白炭黑都是通过二氧化硅

偶联剂偶合到以二烯基为基础的弹性体中。

二氧化硅偶联剂的一部分（譬如烷氧基硅烷

部分）可与白炭黑表面的羟基（如硅烷醇基）

反应，另一部分（如含硫部分）可与橡胶胶

料中的二烯基弹性体相互作用。众所周知，

白炭黑的这种偶联作用可提高橡胶胶料的

补强性。

在将亲水性白炭黑加入到橡胶胶料前，

至少用烷基硅烷、烷氧基硅烷和上述含有烷

氧基硅烷的硅烷偶联剂中的一种对亲水性

白炭黑进行预疏水处理，使其与白炭黑上的

羟基反应可减小填料间的相互作用力。因

此，用烷基硅烷对白炭黑表面的部分羟基进

行预处理，这种烷基硅烷不会与二烯基聚合

物耦合。由于预处理也含有白炭黑偶联剂，

所以预处理白炭黑可通过白炭黑表面所含

偶联剂直接与二烯基弹性体反应，而不需要

在橡胶胶料中添加白炭黑偶联剂。行业内已

熟知通过预处理或预疏水白炭黑可更好地

促进橡胶胶料内填料与聚合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力。

使用功能化二烯基弹性体可提高填料

与聚合物间的相互作用力，这种功能化二烯

基弹性体的功能团会与白炭黑表面的羟基

反应。这样，弹性体上的功能团会与白炭黑

表面的羟基反应，从而使其偶联到橡胶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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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二烯基为基础的功能化弹性体上。因

此，就促进白炭黑偶联到橡胶胶料中以二烯

为基础的弹性体而言，添加白炭黑偶联剂可

有可无。

很容易想象到经白炭黑偶联剂预处理

过的预处理白炭黑可提高橡胶胶料中填料

与聚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橡胶胶料中所含

的功能化二烯基弹性体的功能团会与预处

理白炭黑上的羟基反应。

但，也容易想象到预处理白炭黑表面的

部分羟基会与白炭黑偶联剂和疏水化烷基

硅烷基反应。因此，橡胶胶料中功能化二烯

基弹性体上的功能团将与白炭黑上所剩无

几的游离羟基相互竞争。这些游离羟基可明

显改变或减小功能化聚合物与已处理白炭

黑表面的有效反应能力，可有效减小橡胶胶

料中白炭黑偶联剂的密度。这种橡胶胶料既

含有预处理白炭黑，也含有功能化二烯基聚

合物。

因此，本发明涉及的橡胶胶料含有功能

化弹性体，这种弹性体上的功能团旨在与白

炭黑补强剂上的羟基反应以便将白炭黑偶

联到弹性体上，从而提高白炭黑对弹性体的

补强。其中，白炭黑偶联剂对白炭黑的预疏

水（预处理）使得可用羟基大幅减少。其中，

白炭黑偶联剂所含烷基硅烷或烷氧基硅烷

可与白炭黑上的羟基反应。

因此，本发明尤其涉及含有这种功能化

弹性体和白炭黑的橡胶胶料，并且这种白炭

黑最好是沉淀法白炭黑，且在加入到橡胶胶

料前需进行预疏水处理。

也需要了解沉淀白炭黑通常为亲水性

白炭黑，这样才不会与二烯基弹性体和含有

二烯基弹性体的橡胶胶料相混合。这种亲水

性沉淀白炭黑粒子通常会因为橡胶胶料内

粒子间的相互吸引力而聚集在一起，这可以

提高填料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填料与弹性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才能使亲水性沉淀

白炭黑与橡胶胶料间不能有效混合。

因此，有必要对这类亲水性白炭黑进行

疏水（譬如预疏水）处理，使其与弹性体更

相容，从而提高填料与弹性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进而有效地与二烯基弹性体相混合。

由于白炭黑偶联剂可与橡胶胶料内白

炭黑的羟基反应，所以用白炭黑偶联剂等各

种烷氧基硅烷化合物可疏水化亲水性白炭

黑。此处也可以使用白炭黑偶联剂之外的烷

氧基硅烷化合物。

或者，可用各种以烷氧基硅烷基为基础

的白炭黑偶联剂、非白炭黑偶联剂的烷氧基

硅烷或两者的混合物对亲水性白炭黑进行

预处理，以达到疏水化作用，使白炭黑在添

加到橡胶胶料前更具疏水性。譬如，可参见

美国专利 US-A-5,698,619。

一方面我们已了解到，在加入到未硫化

橡胶胶料前，用烷氧有机硫醇基硅烷和烷基

硅烷（如烷氧基硅烷）的混合物对白炭黑进

行预疏水可明显降低所得硫磺硫化橡胶胶

料的低应变刚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同

含有功能化弹性体的橡胶胶料（其中，橡胶

胶料内的白炭黑为原位疏水，而不是在添加

到橡胶胶料前进行预疏水）相比，将应变下

的储存模量（G'）降低到 50%以下。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怎样增强（提高）

含功能化弹性体和预疏水白炭黑的橡胶胶

料的低应变硬度特性的评估方法。下面将列

出几种在不明显损害实验室特性（如胎面胶

料的滚动阻力）的情况下提高低应变硬度的

方法。

本评估的第一实施例就是在含功能化

弹性体的橡胶胶料中加入亲水性沉淀白炭

黑以在橡胶胶料中得到两个白炭黑基团，即

预疏水白炭黑和亲水性白炭黑（白炭黑未经

预疏水）的混合物，其中功能化弹性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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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团首先与亲水性白炭黑上的羟基反应，

之后与疏水性（经预疏水处理后白炭黑上剩

余的羟基）白炭黑上剩余的羟基反应（橡胶

胶料中不添加白炭黑偶联剂）。

通过该实施例我们发现含有预疏水白

炭黑的新型补强网状结构适用于含功能化

弹性体的橡胶胶料，尤其是用这种橡胶胶料

制得的轮胎胎面。这是由于功能化弹性体是

唯一粘合亲水性白炭黑的粘合结构，在不依

赖弹性体上的功能团的情况下，没有偶联剂

将弹性体与白炭黑相粘合。

根据以往的经验，各种橡胶胶料及由这

些橡胶胶料制得的轮胎含有双相白炭黑，是

预疏水白炭黑和白炭黑的混合物，这些白炭

黑可借助所添加的白炭黑偶联剂在橡胶胶

料内原位疏水。

譬如，可参见美国专利 US-A-4,474,908、

US-A-5,780,538 、 US-B-6,127,468 、

US-B-6,573,324和 US-A-2005/0009955。但，

在上述第一实施例中，与亲水性白炭黑和疏

水性白炭黑的逐步作用与以往的实践严重

不符。

本评估的第二实施例就是在含功能化

弹性体的橡胶胶料中加入亲水性沉淀白炭

黑（未经预疏水处理）和白炭黑偶联剂以在

橡胶胶料中得到两个白炭黑基团，即预疏水

白炭黑和亲水性白炭黑的混合物，其中功能

化弹性体上的功能团首先与预疏水白炭黑

上的羟基反应，之后与亲水性白炭黑上的羟

基反应，其中白炭黑偶联剂可与预疏水白炭

黑和所添加的亲水性白炭黑上的羟基反应。

通过该实施例我们发现含有与预疏水

白炭黑反应的白炭黑偶联剂和亲水性白炭

黑组合物的新型补强网状结构适用于含功

能化弹性体的橡胶胶料，尤其是用这种橡胶

胶料制得的轮胎胎面。

本评估的第三实施例是混合短纤维补

强体和第一实施例或第二实施例的功能化

弹性体以便能在完全保持胶料硫化物理特

性的情况下提高橡胶胶料的低应变硬度，这

样才能改善轮胎的滚动阻力，即减小滚动阻

力。根据以往的经验，短纤维补强体可用于

各种橡胶胶料，包括轮胎胎面用橡胶胶料。

但，如此使用短纤维严重背离了短纤维在含

有功能化弹性体和预疏水白炭黑的橡胶胶

料混合物中的最初应用。

这样就可设想在这种混合橡胶胶料中加

入亲水性白炭黑，如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所述。

这样就可得到一种橡胶胶料，这种胶料所含

功能化弹性体能粘合添加有短纤维的预疏水

白炭黑（譬如在加入到密炼机前进行预处理

的沉淀白炭黑）和亲水性白炭黑（未经预处

理过）的复合物。这些短纤维可以是单根纤

维，也可以是多根纤维的短切线。这些短纤

维可能至少含有一种天然和合成纤维，如至

少含有尼龙、芳纶、聚酯、人造纤维、纤维

素和棉中的一种。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