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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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

言信 译

（接上期）

本发明的第四个实施例是在上述第一、

第二和第三实施例的任意一个橡胶胶料中

加入原位生成的树脂以得到亚甲基供体和

亚甲基受体混合物。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橡胶胶料中原位生成的亚甲基供体和亚甲

基受体组成的树脂产品可用于各种橡胶制

品中，包括胎面用橡胶。但，我们认为，在

上述第一、第二和第三实施例中加入这种树

脂产品完全背离了以往的做法。美国专利

USA-3,517,722 举例说明了亚甲基供体和亚

甲基受体体系。亚甲基供体如六甲撑四胺和

六甲氧基甲基蜜胺。亚甲基受体如间苯二

酚、间苯二酚单苯甲酸酯、酚醛腰果油树脂、

多羟基酚氧树脂和活性酚醛/甲醛树脂。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

评价在不同实施例的橡胶胶料中加入至少

一种下列物质或多种物质的混合物，以确定

对低应变刚度的影响，希望能达到提升的作

用，增大其回弹性，其中橡胶胶料含功能化

二烯基弹性体和预疏水白炭黑。当橡胶胶料

用于轮胎胎面时，我们希望能保持或改善

（减小）滚动阻力，尤其是下列混合物：

（A）按序添加的亲水性沉淀白炭黑和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的混合物

（B）按序添加的亲水性沉淀白炭黑和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的混合物及白炭黑偶联

剂

（C）不管有无亲水性沉淀白炭黑和有

无白炭黑偶联剂的情况下，以离散短纤维分

散体存在的短纤维补强体

（D）不管有无亲水性沉淀白炭黑、有

无炭黑偶联剂或有无离散短纤维的情况下，

以橡胶胶料中原位生成的亚甲基供体和亚

甲基受体组成的树脂产物。

在本发明中，“份”是指每 100 重量份

弹性体中所含物质或助剂的重量份。除非另

作说明，否则“橡胶”和“弹性体”可互换。

除非另作说明，否则“固化”和“硫化”可

互换。

发明概要及实施

本发明涉及橡胶胶料及含有该胶料的

轮胎。

根据本发明的这一优选方面，橡胶胶料

含有（以 100 重量份橡胶为基准，phr）：

(A)100 份至少以一种二烯基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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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体，包括

（1）至少一种功能化二烯基弹性体，

或

（2）至少一种功能化二烯基弹性体和

至少一种非功能化二烯基弹性体的混合物，

其中所提到的功能化二烯基弹性体的含量

大于 50wt%，以及

（B）30～120份补强填料，包括

（1）沉淀白炭黑，或

（2）沉淀白炭黑和橡胶补强炭黑的混

合物，其中最多含 65 份橡胶补强炭黑，提

到的沉淀白炭黑包括：

（a）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在加入到橡

胶胶料前进行疏水处理的沉淀白炭黑），也

可以根据需要，和/或在橡胶胶料中加入白

炭黑偶联剂，

（b）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和亲水沉淀白

炭黑的混合物，也可根据需要在橡胶胶料中

加入白炭黑偶联剂，其中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在加入到橡胶胶料前经下列物质处理以达

到疏水化的目的：

（i）至少一种烷基硅烷和烷氧基硅烷，

特别是烷氧基硅烷，或

（ii）至少一种烷基硅烷和烷氧基硅烷

（尤其是烷氧基硅烷）的混合物，另外至少

还包括一种有机烷氧甲硅烷基多硫化物和

有机巯基烷氧基硅烷，或

（iii）至少一种有机烷氧甲硅烷基多

硫化物和有机巯基烷氧基硅烷，其中可根据

需要在橡胶胶料内对亲水性沉淀白炭黑进

行原位疏水处理：

（iv）至少一种烷基硅烷和烷氧基硅

烷，特别是烷氧基硅烷，或

（v）至少一种烷基硅烷和烷氧基硅烷

（尤其是烷氧基硅烷）的混合物，另外还包

括烷氧基硅烷和至少一种有机烷氧甲硅烷

基多硫化物和有机巯基烷氧基硅烷，或

（vi）至少一种有机烷氧甲硅烷基多硫

化物和有机巯基烷氧基硅烷，其中额外的二

烯基弹性体至少含有一种聚合物（至少是异

戊二烯和 1,3-丁二烯的一种）和共聚物（苯

乙烯和至少一种异戊二烯和 1,3-丁二烯的

共聚物），其中功能化弹性体至少含有一种

功能化顺 1,4-聚乙戊二烯弹性体（功能化

IR）、功能化顺 1,4-聚丁二烯弹性体（功能

化 BR）、功能化苯乙烯/丁二烯共聚弹性体

（功能化 SBR）、功能化异戊二烯/丁二烯共

聚弹性体（功能化 IBR）和功能化苯乙烯/

异戊二烯/丁二烯（功能化 SIBR）及锡偶合

有机溶剂溶液，该溶液由至少一种乙戊二烯

和 1,3-丁二烯及苯乙烯构成的弹性体与至

少一种乙戊二烯和 1,3-丁二烯制得，其中弹

性体的功能团可与沉淀白炭黑上的羟基反

应。

在一实施例中，所提到的橡胶胶料另外

至少还含有一种添加剂，这种添加剂至少含

有一种以下物质：

（A）短纤维补强体，及

（B）亚甲基供体和亚甲基受体组成的

树脂产品，非功能化二烯基弹性体的典型实

例包括顺 1,4-聚乙戊二烯（天然及合成橡

胶，尤其是天然橡胶）、1,4-聚丁二烯（尤

其是顺 1,4-聚丁二烯）和

（A）在沉淀白炭黑上与羟基反应的胺

基功能团，或

（B）硅氧烷功能团，包括与沉淀白炭

黑上的羟基反应的链端硅氧烷基，或

（C）胺基和与沉淀白炭黑上羟基反应

的硅氧烷功能团的混合物，或

（D）巯基和与沉淀白炭黑上羟基反应

的硅氧烷功能团的混合物，或

（E）亚胺基和与沉淀白炭黑上羟基反

应的硅氧烷功能团的混合物，或

(F)与沉淀白炭黑反应的羟基功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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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G)与沉淀白炭黑上的羟基反应的环氧

基，或

(H)与沉淀白炭黑上的羟基反应的羧

基。

在一实施例中，所提到的功能化弹性体

所含功能团含有：

就功能化弹性体而言，胺类功能化 SBR

弹 性 体 的 典 型 实 例 如 美 国 专 利

US-B-6,936,669 提到的链中功能化 SBR 弹

性体。

氨基-硅氧烷功能化 SBR 弹性体和与之

相连的一种或多种氨基-硅氧烷基组成的混

合物如 JSR 公司生产的商标名为 HPR255 的

产品和美国专利 US-A-2007/0185267所提到

的氨基-硅氧烷功能化 SBR 弹性体。

世界专利 WO-A-2007/047943 列出了端

基经硅烷-硫化物功能化的苯乙烯/丁二烯

弹性体的典型实例。

羟基功能化 SBR 弹性体的典型实例如

Asahi公司生产的 Tufdene3330。

环氧基功能化 SBR弹性体的典型实例如

Asahi公司生产的 TufdeneE50。

譬如，本发明还介绍了轮胎胎面用沉淀

白炭黑补强橡胶胶料的制备方法，至少包括

两个准备性的非生产性混炼步骤和一个生

产性的混炼步骤。其中，以 100 重量份橡胶

（phr）为基准。

（A）在密炼机内（温度为 135～175℃），

至少在一个准备性的非生产混炼步骤中混

合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和橡胶胶料，其中这种

橡胶胶料至少含有一种包含功能化弹性体

的共轭二烯基弹性体。

（B）从密炼机内除去含预疏水沉淀白

炭黑的橡胶胶料，（使橡胶胶料之后冷却到

40℃以下）；

（C）在不添加亲水沉淀白炭黑用硅烷

疏水剂的情况下，在密炼机内，在同一混炼

步骤或至少在随后不同的准备性非生产混

炼步骤（在准备性非生产混炼步骤之后添加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中混合亲水沉淀白炭黑

和含有预疏水沉淀白炭黑的橡胶胶料以得

到一种橡胶胶料，这种胶料含有两个白炭黑

基团，是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和亲水性沉淀白

炭黑的混合物。

其中，在加入到橡胶胶料前至少用一种

疏水剂疏水化预疏水白炭黑，这种疏水剂含

有烷氧基硅烷、有机硅氧烷硅基多硫化物和

有机巯基烷氧基硅烷。

譬如，本发明还介绍了轮胎胎面用沉淀

白炭黑补强橡胶胶料的制备方法，至少包括

一个准备性的非生产性混炼步骤和一个生

产性的混炼步骤。其中，以 100 重量份橡胶

（phr）为基准。

（A）在密炼机内（温度为 135～175℃），

至少在一个准备性的非生产混炼步骤中混

合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和橡胶胶料，其中这种

橡胶胶料至少含有一种包含功能化弹性体

的共轭二烯基弹性体。

（B）在不添加亲水沉淀白炭黑用硅烷

疏水剂的情况下，在密炼机内，在加入预疏

水白炭黑前或后，在同一非生产性混炼步骤

或不同非生产性混合步骤中混合亲水性沉

淀白炭黑和含有预疏水沉淀白炭黑的橡胶

胶料以得到一种橡胶胶料，这种胶料含有两

个白炭黑基团，是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和亲水

性沉淀白炭黑的混合物。

其中，在加入到橡胶胶料前至少用一种

疏水剂疏水化预疏水白炭黑，这种疏水剂含

有烷氧基硅烷、有机硅氧烷硅基多硫化物和

有机巯基烷氧基硅烷。

实际上，可按如下列举方式混合亲水性

沉淀白炭黑和至少一种含有功能化弹性体

的二烯基弹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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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加入前或加

入后，在同一非生产性混炼步骤中，或

（B）在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加入后，在

单独的非生产性混炼步骤中，或

（C）在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加入后，在

单独的非生产性混炼步骤和两者间额外的

单独的非生产性混炼步骤中，或

（D）在随后单独的生产性混炼步骤中，

其中向橡胶胶料中加入了硫磺和硫磺硫化

剂。

实际上，如前所述，本发明预疏水亲水

性沉淀白炭黑用疏水剂至少是烷基硅烷、烷

氧基硅烷、有机硅氧基硅基多硫化物和有机

巯基烷氧基硅烷，或者是烷氧基硅烷和有机

硅氧烷硅基多硫化物或有机巯基烷氧基硅

烷中的一种所组成的混合物。

实际上，有机烷氧甲硅烷基多硫化物的

代表性试例包括双（3-三烷氧甲硅烷丙基）

多硫化物，在其多硫桥中平均有 2～4 个硫

原子，或 2～2.6 个硫原子，或 3.2～3.8 个

硫原子。双（3-三烷氧甲硅烷丙基）多硫化

物含有双（3-三乙氧甲硅烷丙基）多硫化物。

实际上，烷氧基硅烷的代表性试例的通

式（I）如下：

式中 R为饱和烷基，含有 1～18个，最

好是含有 1～8 个碳原子，如甲基、乙基、

异丙基、n-丁基和十八烷基，n为 1～3，Z

为烷氧基，用(R1O) —表示，其中 R1 为饱

和烷基，含有 1～3 个碳原子，如甲基、乙

基和异丙基，最好至少含有甲基和乙基当中

的一种基团。

通式（I）所示烷氧基硅烷的代表性实

例可以是三甲氧基甲基硅烷、二甲氧基二甲

基硅烷、甲氧基三甲基硅烷、三甲氧基丙基

硅烷、三甲氧基辛基硅烷、三甲氧基十六基

硅烷、二甲氧基二丙基硅烷、三乙氧基甲基

硅烷、三乙氧基丙基硅烷、三乙氧基辛基硅

烷和二乙氧基二甲基硅烷。

因此，烷氧基硅烷上的烷氧基可与沉淀

白炭黑聚集体表面所含羟基（如硅烷醇）反

应。

在本发明实践过程中，橡胶胶料除含有

功能化弹性体外还含有各种共轭二烯基弹

性体。这类二烯基弹性体可以是（至少含有

异戊二烯和 1,3-丁二烯中的一种的）聚合

物、（苯乙烯和至少含有一种共轭二烯烃的）

共聚物和锡耦合有机溶液聚合所制弹性体

中的至少一种，其中，共聚物中的共轭二烯

烃含有异戊二烯和 1,3-丁二烯。

这类弹性体的代表性试例包括天然顺

1,4-聚异戊二烯橡胶、合成顺 1,4-聚异戊二

烯橡胶、顺 1,4-聚丁烯橡胶、高乙烯基聚丁

二烯橡胶（乙烯基 1,2 含量为 10～90%的）、

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SBR）橡胶（含水乳

液或有机溶液聚合所制共聚物），包括有机

溶剂聚合所制 SBR（其乙烯基 1,2-含量占聚

丁二烯衍生部分的 10～90%，聚苯乙烯含量

占共聚物的 10～60%），苯乙烯/高反式 1,4-

丁二烯共聚橡胶（其中反式-1,4 含量占聚丁

二烯衍生部分的 40～80%），苯乙烯/异戊二

烯/丁二烯三元共聚橡胶，丁二烯/丁腈橡

胶，苯乙烯/异戊二烯共聚物和异戊二烯/丁

二烯共聚橡胶，3,4-聚异戊二烯橡胶和反式

1,4-聚丁二烯橡胶。

这类弹性体的代表性试例还包括有机

溶液聚合所制锡或硅耦合弹性体，譬如锡或

硅耦合苯乙烯/丁二烯共聚。

譬如，在苯乙烯/1,3-丁二烯单体在有

机溶剂溶液内发生共聚反应时，加入锡偶联

剂可制得苯乙烯/丁二烯的锡耦合共聚物。

本专业的技术人员都熟知苯乙烯/丁二烯共

聚物的耦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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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耦合弹性体而言，通常希望在

锡耦合弹性体中至少有 50%甚至更多（60～

85%）的 Sn（锡）键键合到苯乙烯/丁二烯共

聚物的丁二烯单元以得到锡-二烯键，如丁

二烯键。

可用多种方法得到锡-二烯键，譬如可

按顺序将丁二烯加入到共聚系统中，或使用

改性剂改变苯乙烯和/或丁二烯的竞聚率。

弹性体偶联可用各种锡化合物，尤其是

有机锡化合物。这类化合物的代表实例包括

三氯烷基锡、二氯二烷基锡，得到了各种锡

耦合苯乙烯/丁二烯共聚弹性体变异体。虽

然也可以使用一氯三烷基锡，但它只能得到

单一的锡端基共聚物。

美国专利 US-A-5,064,901 介绍了锡改

性或耦合弹性体，如苯乙烯/丁二烯共聚弹

性体。

本发明沉淀白炭黑可用各种市售不定

形合成沉淀白炭黑（沉淀白炭黑）。可用 BET

和 CTAB比表面积来表征这类白炭黑的特性。

这类白炭黑的代表性试例包括 PPG工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商标名为 Hi-Sil、牌号为 210、

243 的白炭黑，罗迪亚公司生产的牌号为

Zeosil 1165MP 和 Zeosil 165GR 的白炭黑，

赢创公司生产的牌号为 VN2和 VN3的白炭黑

以及 Huber 公司生产的牌号为 Zeopol 8745

和 Zeopol 8715 的白炭黑。

熟知本行业的技术人员都知道可用本

行业常用方法混炼橡胶胶料，譬如将各种硫

磺硫化组分橡胶与各种常用的添加剂（如硫

磺等硫化剂、催化剂、阻凝剂及促进剂、操

作油等加工助剂、含有增稠树脂和增塑剂的

树脂、填料、颜料、脂肪酸、氧化锌、蜡、

抗氧化剂和抗臭氧剂、胶溶剂和补强材料）

相混合。

除非另作说明，否则本发明不考虑上述

添加剂的用法及用量。本发明更主要考虑的

还是轮胎胎面用橡胶胶料，包括胎面行驶

面，这种橡胶胶料含有两个白炭黑基团，是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和亲水沉淀白炭黑与功

能化弹性体的混合物，这种功能化弹性体的

功能团可与沉淀白炭黑上的羟基（如硅烷

醇）反应。

熟知本技术的专业人员都知道采用各

种方法制备、成形、模压和硫化轮胎。

通过以下试例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除

非另作说明，否则份数和百分比都以重量

计。

实例 1（参比和比较橡胶试样）

本发明进行了多个实验以评测在含有

功能化弹性体的橡胶胶料内，使用亲水性白

炭黑混合物（在加入了白炭黑偶联剂的情况

下，在班伯里混炼机等密炼机内原位疏水的

沉淀白炭黑）的结果和使用预疏水白炭黑

（如没有加入亲水性白炭黑或加入白炭黑

偶联剂）的结果。

该试例就如何得到轮胎胎面用橡胶胶

料提出了一些问题，降低低应变硬度可明显

改善胎面用橡胶胶料的滚动阻力，但这可能

又会给轮胎的干湿操控性带来负面影响。

这是因为功能化弹性体上的功能团将

与沉淀白炭黑上的羟基相反应。

橡胶胶料 A（参比橡胶试样）表示在添

加了白炭黑偶联剂的情况下，在含有功能化

SBR（苯乙烯/丁二烯橡胶）聚合物和非功能

化 PBD（顺 1,4-聚丁二烯橡胶）聚合物的橡

胶胶料中添加亲水性沉淀白炭黑。试样 B（比

较橡胶试样）表示在不添加任何白炭黑偶联

剂的情况下，在同试样 A相同的聚合物共混

物中加入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将弹性体与沉淀白炭黑填料和白炭黑

偶联剂（如需加入）在 160℃下，在密炼机(班

伯里混料机)内混炼 4分钟以制得橡胶胶料、

橡胶试样 A和橡胶试样 B。至少，混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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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两个非生产性混炼步骤(NP)。随后，在

密炼机(班伯里混料机)内，在生产性混炼步

骤（P）中混合橡胶胶料和硫磺硫化包（即

硫磺和硫磺硫化促进剂）2分钟，直到温度

降低到 115℃。每个混炼步骤后从密炼机中

移走橡胶胶料并在每个非生产性混炼步骤

间和最终生产性混炼步骤前将橡胶胶料冷

却到 40℃以下。

下表 1列出了参比橡胶试样 A和比较橡

胶试样 B的基本配方。除非另作说明，否则

表 1 所列份数都以每 100 重量份橡胶为基

准。

表 1

第一非生产性混炼步骤（NP1） 重量份（phr）

功能化 SBR 弹性体
1

60

天然顺 1,4-聚异戊二烯橡胶
2

40

疏水化（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3 0和 84

亲水性（非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4

80和 0

操作油、助剂及蜡 22

偶联剂 5 6.4 和 0

抗降解剂
6

2

炭黑、添加的橡胶助剂
7

3

脂肪酸 8 2

氧化锌 3和 0.5 (橡胶试样 B)

生产性混炼步骤（P）

硫磺 1.5

促进剂
9

2.9 和 4.2 (橡胶试样 B)
1
锡耦合溶液聚合制得的苯乙烯/丁二烯弹性体，该弹性体含有与沉淀白炭黑上的羟

基反应的链端硅氧烷功能团；
2顺 1,4-聚乙戊二烯天然橡胶（TRS20）；
3
PPG 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Agilon 400 预疏水（预处理）沉淀白炭黑，含有巯基烷

氧基硅烷和烷基硅烷（如烷氧基硅烷）的混合物；
4罗迪亚公司生产的 Zeosil 1165MP 亲水性（非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5
赢创公司的偶联剂 Si-266，双（3-三乙氧基硅烷丙基）多硫化物，在多硫桥中平

均有 2～2.6 个连接硫原子；
6胺类抗降解剂；
7
ASTM 命名为 N299 的橡胶补强炭黑；

8
主要含有硬脂酸、棕榈酸和油酸；

9亚磺酰胺和胍类硫磺硫化促进剂。

下表 2给出了根据表 1基础配方所制得

的橡胶胶料（在此为参比橡胶试样 A和比较

橡胶试样 B）的硫化特性和各种物料特性。

橡胶试样在 170℃下硫化 12 分钟后测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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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应变值、热回弹性和硬度。

表 2

原料（份）
试样

参比试样 A 比较试样 B

功能化 SBR弹性体 60 60

亲水性（未预疏水）白炭黑 80 0

预疏水白炭黑 0 84

白炭黑偶联剂 6.4 0

特性

轮胎胎面预定加工特性，100°C,11Htz (RPA)1下的硫化储存模量(G')1

1%应变（MPa） 5116 1300

10应变（MPa） 2145 1070

轮胎胎面滚动阻力预定特性(回弹值越高，Tanδ值越低，更利于减小滚动阻力)

回弹性（100℃） 58 64

Tanδ（100℃，10%应变，11Hz） 0.17 0.12

轮胎胎面预定湿滑特性

回弹性（0℃） 9.7 9.3

轮胎胎面预定特性, 耐磨性(磨耗率越低越好)

Grosch 磨耗 2,中等,mg/km 126 85

撕裂强度 3,(脱落附着力)N

95°C下测试 82 56
1
橡胶加工分析仪（RPA）测试所得数据；

2
Grosch 磨耗率-LAT-100 磨耗仪所测数据，测量每千米磨耗掉的橡胶量，mg/km。当测

试橡胶试样通过旋转磨盘（如 HB Schleifmittel 有限责任公司制造）给定距离时，在

恒定荷载（牛顿）下，将所测橡胶试样放在滑移角上。实际上，低磨耗程度的测试条件

为荷载 20牛顿，滑移角 2°，7500 米下的磨盘速度为 40km/hr；中等磨耗程度的测试条

件为荷载 40牛顿，滑移角 6°，1000 米下的磨盘速度为 20km/hr；高磨耗程度的测试条

件为荷载 70牛顿，滑移角 12°，250 米下的磨盘速度为 20km/hr；超高磨耗程度的测试

条件为荷载 70牛顿，滑移角 16°，500 米下的磨盘速度为 20km/hr。
3
撕裂强度（脱落附着力）测试所得数据，确定两橡胶胶料试样间的界面粘结。具体来

说就是在 95℃下，用 Instron 拉伸强度试验机将一橡胶胶料沿直角从另一橡胶胶料中扯

成未撕裂的测试试样，并且橡胶胶料的两端拉成 180°，然后记录下拉力。

从表 2可看出在有功能化 SBR弹性体存

在的情况下，含有预疏水白炭黑的比较试样

B 在回弹性和 Tanδ方面都有明显改善，这

说明了如果轮胎胎面选用这种胶料，轮胎的

滚动阻力会有明显改善。

相比之下，同样的含有预疏水白炭黑和

功能化 SBR的比较试样 B在 1%和 10%应变下

的低应变硬度明显减小，这说明了会明显削

弱干湿操作性能。这样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

是如何改性比较试样 B，也就是说在保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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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轮胎滚动阻力的同时也能改善干湿操作

性。以下试例将给出为达成上述目的所选用

的原料和所采用的各种方法。

实例 II

进行了多个实验以评测在胶料（橡胶胶

料试样）中不加入白炭黑偶联剂的情况下，

在密炼机（班伯里混炼机）内向预疏水（预

处理）沉淀白炭黑中加入亲水、未进行预处

理的沉淀白炭黑的作用。参比橡胶试样 C含

有 84份预处理白炭黑，而橡胶试样 D、E和

F除含有 84份预处理白炭黑外，还分别含有

5、10和 15 份未处理，在此为亲水性沉淀白

炭黑。

该试例表明在不添加白炭黑偶联剂的

情况下，通过添加不同量的未处理沉淀白炭

黑（在此为亲水性沉淀白炭黑）来增大含预

处理（预疏水）沉淀白炭黑的胶料的低应变

硬度。下列试例成功说明了在对滞后性没有

显著影响的情况下可增大低应变硬度。橡胶

胶料的滞后性较低有助于改善轮胎的滚动

阻力。

下表 3列出了橡胶胶料（橡胶混合物）

的基本配方，除非另作说明，否则表中的份

数和百分比都以重量计。

表 3

第一非生产性混炼步骤（NP1） 重量份（phr）

功能化 SBR橡胶
1

60

天然橡胶
2

40

亲水性（非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3

0,5,10,15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4

84,84,84,84

除非另作说明，否则所用助剂可用试例

I的表 1所用助剂。

下表 4列出了根据表 3所得橡胶胶料的

硫化特性和其它物理特性。170℃下硫化橡

胶试样 12 分钟，测试其应力-应变值、热回

弹性和硬度。

表 4

原料（份）
试样（份）

C D E F

功能化 SBR弹性体 60 60 60 60

亲水性（非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0 5 10 15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84 84 84 84

白炭黑偶联剂 0 0 0 0

特性

轮胎胎面预定加工特性，100°C,11Htz (RPA)
1下的硫化储存模量(G')

1

1%应变（MPa） 1220 1367 1599 2338

10应变（MPa） 1000 1076 1183 1489

轮胎胎面滚动阻力预定特性(回弹值越高，Tanδ值越低,更利于减小滚动阻力)

回弹性（100℃） 63 60 59 59

Tanδ（100℃，10%应变，11Hz） 0.121 0.118 0.114 0.091

轮胎胎面预定湿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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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性（0℃） 7.3 7.6 7.7 7.8

轮胎胎面预定耐磨性, 耐磨性(磨耗率越低越好)

Grosch 磨耗 2,中等,mg/km 53 59 65 74

撕裂强度 3, (脱落附着力) N

95°C下测试 61 72 55 64
1,2,3测试步骤如试例 I所示。

从表 4 可知在胶料（橡胶试样）D、E

和 F中加入少量未处理沉淀白炭黑（在此为

亲水性沉淀白炭黑），可通过回弹性和 Tan

δ物理特性说明橡胶试样（胶料）C,参比胶

料的低应变硬度明显增大，但对滞后性的影

响很小。

添加少量亲水性沉淀白炭黑可改善低

应变硬度（对提高轮胎胎面的干湿操作性）

至关重要，因此通过预处理沉淀白炭黑（预

疏水沉淀白炭黑）改善橡胶胶料的低滞后性

显得尤为重要。

实例 III

进行了多个实验以评测在胶料（橡胶胶

料试样）中加入白炭黑偶联剂的情况下，在

密炼机（班伯里混炼机）内向疏水（预处理）

沉淀白炭黑中加入亲水、未进行预处理的沉

淀白炭黑的作用。胶料（橡胶试样）G（参

比胶料）含有 84 份预处理沉淀白炭黑（预

疏水沉淀白炭黑），而胶料（橡胶试样）H

含有 63份疏水、预处理沉淀白炭黑和 20份

未进行预处理的沉淀白炭黑（在此为添加的

亲水性沉淀白炭黑）和 1.6 份偶联剂。胶料

（橡胶试样）I含有 42份预疏水、预处理沉

淀白炭黑和 40 份所添加的未进行预处理的

沉淀白炭黑（在此为添加的亲水性沉淀白炭

黑）和 3.2 份偶联剂。所有胶料（橡胶试样）

共含有 80份白炭黑。

该试例表明我们企图在添加偶联剂的

情况下，通过添加不同量的未处理沉淀白炭

黑（亲水性沉淀白炭黑）来增大含预处理（预

疏水）沉淀白炭黑的胶料的低应变硬度。该

方法成功说明了在对滞后性没有显著影响

的情况下可增大低应变硬度。橡胶胶料的滞

后性较低有助于改善轮胎的滚动阻力。

下表 5给出了橡胶试样第一非生产性混

炼步骤阶段胶料的基本配方，表中份数以重

量计。

表 5

第一非生产性混炼步骤（NP1） 重量份（phr）

功能化 SBR橡胶 1 60

天然橡胶
2

40

亲水性（非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3

0,20,40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4 84,63,42

白炭黑偶联剂
5

0,1.6,3.2

除非另作说明，否则所用助剂可用试例

I的表 1所用助剂。

下表 6给出了根据表 5基础配方所制得

的橡胶胶料的硫化特性和各种物料特性。橡

胶试样在 170℃下硫化 12 分钟后测试其应

力-应变值、热回弹性和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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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原料（份）
试样（份）

G H I

功能化 SBR弹性体 60 60 60

亲水性（非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0 20 40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84 63 42

白炭黑偶联剂 0 1.6 3.2

特性

轮胎胎面预定加工特性，100°C,11Htz (RPA)
1下的硫化储存模量(G')

1

1%应变（MPa） 1399 1803 2585

10应变（MPa） 1112 1341 1713

轮胎胎面滚动阻力预定特性(回弹值越高，Tanδ值越低，更利于减小滚动阻力)

回弹性（100℃） 64 66 65

Tanδ（100℃，10%应变，11Hz） 0.117 0.104 0.112

轮胎胎面预定湿滑特性

回弹性（0℃） 8.8 8.8 9

耐磨性, (磨耗率越低越好)

Grosch 磨耗
2
,中等,mg/km 99 107 117

撕裂强度 3
,(脱落附着力) N

95°C下测试 57 66 59
1,2,3测试步骤如试例 I所示。

从表 6可知在实验胶料（橡胶试样）H

和 I中加入未处理沉淀白炭黑（亲水性沉淀

白炭黑）和偶联剂，可通过回弹性和 Tanδ

值看出胶料（橡胶试样）G（参比胶料）的

低应变硬度显著增大，而对滞后性没有影响。

改善橡胶胶料的低应变硬度（对提高轮

胎胎面的干湿操作性）至关重要，因此通过

预处理沉淀白炭黑（预疏水沉淀白炭黑）改

善橡胶胶料的低滞后性显得尤为重要。

实例 IV

进行了多个实验以评测在含有功能化

弹性体的橡胶胶料中加入原位形成（在橡胶

胶料内形成）的亚甲基受体和亚甲基供体树

脂产物和以下物质的作用：

（A）预处理（预疏水）沉淀白炭黑的

混合物，或

（B）预处理（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白炭黑偶联剂和未处理过的沉淀白炭黑（亲

水沉淀白炭黑）的混合物。

橡胶胶料（橡胶试样）J（参比试样）

含有 84 份预处理（疏水）沉淀白炭黑，而

胶料（橡胶试样）K含有 84份预处理（疏水）

沉淀白炭黑和 1.75 份原位形成的亚甲基受

体和亚甲基供体树脂产物，胶料（橡胶试样）

L 含有 84 份预处理（疏水）沉淀白炭黑和

3.5 份树脂产物。胶料（橡胶试样）M含有

63份预处理（亲水）沉淀白炭黑和 20份未

处理的（亲水）沉淀白炭黑和 1.6 份偶联剂。

胶料（橡胶试样）N除含有 3.5 份树脂产物

外，其它类似于胶料（橡胶试样）M。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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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料（橡胶试样）共含有 80份沉淀白炭黑。

下表 7给出了橡胶试样第一非生产性混

炼步骤阶段胶料的基本配方，表中份数以重

量计。

表 7

第一非生产性混炼步骤（NP1） 重量份（phr）

功能化 SBR橡胶 1 60

天然橡胶 2 40

亲水性（非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3 0,0,0,20,20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4 84,84,84,63,63

白炭黑偶联剂 5 0,0,0,1.6,1.6

树脂产物（亚甲基供体/受体）10 0/0, 1/0.75, 2/1.5, 0/0, 2/1.5

除非另作说明，否则所用助剂可用试例 I表 1所用助剂。
10
亚甲基受体为活性酚醛/甲醛树脂，系 SI 集团生产的 HRJ-15873，亚甲基供体为六甲

氧甲基三聚氰胺树脂，系 Cyrez公司生产的 Cyrez CRA100。

下表 8给出了根据表 7基础配方所制得

的橡胶胶料的硫化特性和各种物料特性。橡

胶试样在 170℃下硫化 12 分钟后测试其应

力-应变值、热回弹性和硬度。

表 8

原料（份）
试样

J K L M N

功能化 SBR弹性体 60 60 60 60 60

亲水性（非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0 0 0 20 20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84 84 84 63 63

白炭黑偶联剂 0 0 0 1.6 1.6

树脂（亚甲基供体/受体） 0/0 1/0.75 2/1.5 0/0 2/1.5

特性

轮胎胎面预定加工特性，100°C,11 Htz (RPA)1下的硫化储存模量(G')1

1%应变（MPa） 1262 1422 1470 1613 2054

10应变（MPa） 1066 1141 1159 1277 1423

轮胎胎面滚动阻力预定特性(回弹值越高，Tanδ值越低，更利于减小滚动阻力)
回弹性（100℃） 63 64 63 62 61

Tanδ（100℃，10%应变，11Hz） 0.124 0.115 0.117 0.109 0.130

轮胎胎面预定湿滑特性

回弹性（0℃） 9.1 9.3 9.3 8.6 9.5

耐磨性, (磨耗率越低越好)
Grosch磨耗 2, 中等, mg/km 92 100 107 93 118

撕裂强度 3, (脱落附着力) N
95°C下测试 55 60 57 67 63
1,2,3测试步骤如试例 I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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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 言信 译

第 12 页 共 20 页

从表 8可以看出加入原位形成的亚甲基

受体和亚甲基供体树脂产物（示例为胶料

（橡胶试样）K 和 L）或使用未处理（亲水

性）沉淀白炭黑和硅烷偶联剂及原位形成的

树脂产物（示例为胶料（橡胶试样）N）可

明显增大胶料（橡胶试样）J（参比胶料）

的低应变硬度，而通过回弹性和 tanδ物理

特性可看出对滞后性没有影响。

改善橡胶胶料的低应变硬度（对提高轮

胎胎面的干湿操作性）至关重要，因此通过

预处理沉淀白炭黑（预疏水沉淀白炭黑）改

善橡胶胶料的低滞后性显得尤为重要。

实例 V

进行了多个试验以评价在密炼机（班伯

里）中的预处理（预疏水）沉淀白炭黑内加

入短纤维的作用。胶料（橡胶试样）O（参

比胶料）含有 84 份预处理（疏水）沉淀白

炭黑，而胶料（橡胶试样）P和 Q分别含有

2份和 4份离散短纤维。所有胶料（橡胶试

样）共含有 80份沉淀白炭黑。

下表 9 列出了橡胶试样 O、P 和 Q 的基

本配方，其中除非另作说明，否则表中所列

份数都以每 100重量份橡胶为基准。

表 9

第一非生产性混炼步骤（NP1） 重量份（phr）

功能化 SBR橡胶
1

60

天然橡胶
2

40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4

84,84,84

商标名为 Kevlar的短芳纶纤维 0,2,4

除非另作说明，否则所用助剂可用试例

I表 1所用助剂，此外在胶料（橡胶试样）P

和 Q中加入了 2份和 4份短纤维。

下表 10 给出了根据表 7 基础配方所制

得的橡胶胶料的硫化特性和各种物料特性。

橡胶试样在 170℃下硫化 12 分钟后测试其

应力-应变值、热回弹性和硬度。

表 10

原料（份）
试样（份）

O P Q

功能化 SBR弹性体 60 60 60

亲水性（非预处理）沉淀白炭黑 0 5 10

预疏水沉淀白炭黑 84 84 84

短切纤维 0 2 4

特性

轮胎胎面预定加工特性，30°C,10Htz (ARES)下的硫化储存模量(G')
1

1%应变（MPa） 2263 2629 3022

10应变（MPa） 1725 1985 2232

轮胎胎面滚动阻力预定特性(回弹值越高，Tanδ值越低，更利于减小滚动阻力)

回弹性（100℃） 69 5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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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δ（100℃，10%应变，11Hz） 0.097 0.114 0.109

轮胎胎面预定湿滑特性

回弹性（0℃） 9.6 9.8 11.2

耐磨性,(磨耗率越低越好)

Grosch 磨耗 2, 中等, mg/km 98 90 106

撕裂强度 3,(脱落附着力)N

95°C下测试 54 49 28
1,2,3除 ARES 应力硬度测试外，其它测试步骤如试例 I所示。

从表 10 可以看出在含有预处理（在此

为预疏水）沉淀白炭黑的胶料（橡胶试样）

中加入短纤维（Kevlar 纤维）可明显增大胶

料（橡胶试样）O（参比胶料）的低应变硬

度（1%应变下的模量 G'），通过回弹性和 Tan

δ可看出滞后性有所影响。

改善橡胶胶料的低应变硬度（对提高轮

胎胎面的干湿操作性）至关重要，因此通过

预处理沉淀白炭黑（预疏水沉淀白炭黑）改

善橡胶胶料的低滞后性显得尤为重要。

译自欧洲专利

馆藏号 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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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烯衍生物（待续）

唐昆 译

摘要

富勒烯衍生物的部分结构式如下式（1）

所示：

其中 R为单价基团，r代表 0～4间的整

数，特别是含有 1～4个结构式如（1）所示

的富勒烯衍生物。这种富勒烯衍生物可用于

开路电压较高的有机光电转换元件，因此适

用于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或有机光敏器件。

因此，这种富勒烯衍生物极其有用。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富勒烯衍生物及由此制得

的有机光电转换元件。

背景技术

已经检验了具有电荷（电子、空穴）转

移特性的有机半导体材料在有机光电转换

元件（有机太阳能电池、光敏传感器等）方

面的应用，譬如已经检验了使用富勒烯衍生

物的有机太阳能电池。譬如，富勒烯衍生物

如 [6,6]-苯基 C61-丁酸甲酯（以下简称

[60]-PCBM），可参见《先进功能化材料》2003

年第 13卷第 85页所著富勒烯衍生物。

发明概要

然而，含[60]-PCBM 的有机光电转换元

件的不足之处在于这样的有机光电转换元

件不一定有足够的开路电压（Voc）。

本发明涉及具有高 Voc（开路电压）的

有机光电转换元件。

也就是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富勒烯衍生

物，其部分结构如式（1）所示，其中 R 为

单价基团，r为 0～4间的整数。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下面将详细说明本发明。本发明富勒烯

衍生物的部分结构如式（1）所示。式中 R

为单价基团，具体来说包括烷基、烷氧基、

芳基、卤素原子、杂环原子、用式（3）表

示的基团或含有酯基结构的基团。

用 R表示的烷基通常含有 1～20个碳原

子，可为线状烷基或支链状烷基或环状烷基

（环烷芳基）。烷基的特定试例包括甲基、

乙基、丙基、异丙基、丁基、异丁基、叔丁

基、仲丁基、3-甲丁基、戊基、己基、2-乙

基己基、庚基、辛基、壬基、癸基和月桂基。

就单价基而言，烷基内的氢原子可用卤原子

代替。这样，特定的试例包括单价卤甲基、

二卤甲基、三卤甲基和五卤乙基。氟原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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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的卤原子。氢原子被氟原子代替的烷

基的特定试例包括三氟甲基、五氟乙基、全

氟丁基、全氟己基和全氟辛基。

用 R表示的烷氧基通常含有 1～20个碳

原子，可为线状烷氧基或支链状烷氧基或环

状烷氧基。特定的烷氧基试例包括甲氧基、

乙氧基、丙氧基、异丙氧基、丁氧基、异丁

氧基、仲丁氧基、叔丁氧基、戊氧基、己氧

基、环己氧基、庚氧基、辛氧基、2-乙基己

氧基、壬氧基、癸氧基、3,7-二甲基辛氧基

和十二烷氧基。就单价基而言，烷氧基中的

氢原子可由卤原子代替。氟原子是最适合的

卤原子。氢原子被氟原子代替的烷氧基的特

定试例包括三氟甲氧基、五氟乙氧基、全氟

丁氧基、全氟己氧基和全氟辛氧基。

用 R表示的芳基是一种芳环烃族物，通

常含有 6～60个碳原子。芳基的替代物试例

包括含有１～20 个碳原子的线状烷基或支

链状烷基，或含有 3～20个碳原子的环状烷

基（环烷基），含有线状、支链状或环状烷

基（含有 1～20个碳原子）和卤原子的烷氧

基。芳基的特定试例包括苯基、C1-C12烷氧

基苯基（C1-C12意味着碳原子数量为 1～12

个）、C1-C12烷基苯基、1-萘基和 2-萘基，含

有 6～20 个碳原子的芳基较适宜，C1-C12烷

氧基苯基和 C1-C12烷基苯基更适宜。氟原子

是最适合的卤原子。

用 R表示的卤原子试例包括氟原子、氯

原子、溴原子和碘原子。

用 R表示的杂环基试例包括噻吩基、吡

啶基、呋喃基、哌啶基、喹啉基、异喹啉基

和吡咯基。单价芳族杂环基较为理想。

用 R表示的具有酯结构的基团包括从丁

酸甲酯中去除一个氢原子的基团、包括从丁

酸丁酯中去除一个氢原子的基团、包括从丁

酸异丙酯中去除一个氢原子的基团以及从

3-乙基噻吩丁酯中除去一个氢原子的基团。

具有酯结构的基团的化学式如式（4）

所示：

式中 S 代表 0～10 的整数，q 代表 0～

10的整数。

用 R 表示的单价基可以是化学式（3）

表示的基团。从富勒烯衍生物的溶解度来

看，R最好是用化学式（3）表示的基团：

式中 m 代表 1～6的整数，n代表 1～4

的整数，p代表 0～5的整数。如果出现了多

个--(CH2--)m--O--结构，那么 m值在数值上

可以相等，或互不相同。

在式（3）中，从原料的有效性来看，m

最好为 2。从电荷转移特性来看，ｐ最好为

０～３的整数。

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最好有１～４个

结构式如（1）所示的结构。从合成的容易

度来看，富勒烯衍生物最好有１～２个结构

式如（１）所式的结构。

在本发明的富勒烯衍生物中，Ｃ60富勒

烯衍生物的特定试例包括以下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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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化合物中，Ｃ60环表示含有 60

个碳原子的富勒烯环。

在本发明的富勒烯衍生物中，Ｃ70富勒

烯衍生物的特定试例包括以下化合物。

在上述化合物中，Ｃ70环表示含有 60

个碳原子的富勒烯环。

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最好是用式（2a）

或（2b）表示的富勒烯衍生物。

式（2a）中，环 A 表示含有 60 个碳原

子及以上的富勒烯骨架，R和 r具有如上所

述的相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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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2b）中，环 A 表示含有 60 个碳

原子及以上的富勒烯骨架，R和 r具有如上

所述的相同意义，R和 r可能相同或不同。

在式（2a）和（2b）中，从原料的有效

性来看，环 A最好为 C60 富勒烯或 C70 富勒

烯。

用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生产的有机光

电转换元件可提高光电转换效率。

可通过亚胺阳离子和富勒烯的 1,3-偶

极环加成反应合成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其

中亚胺阳离子是甘氨酸衍生物和乙醛通过

去碳酸基所得亚胺而制得。

在此所用甘氨酸衍生物的试例包括 N-

甲氧甲基甘氨酸和 N-（2-（2-甲氧基乙氧基）

乙基）甘氨酸。在 1mol 的富勒烯中，甘氨

酸衍生物的用量通常为 0.1～10mol，最好为

0.5～3mol。另一种原料——乙醛包括下式

（5）所示乙醛。

在 1mol 的富勒烯中，乙醛的用量通常

为 0.1～10mol，最好为 0.5～4mol。

通常在溶剂中合成本发明富勒烯衍生

物。所用溶剂就合成反应而言，应呈惰性，

如甲苯、二甲苯、己烷、辛烷和氯苯。溶剂

的用量通常占富勒烯重量的 1～10万倍。

譬如，在反应中，甘氨酸衍生物、乙醛

和富勒烯可混合在溶剂中，然后再加热，反

应温度通常为 50～350℃。反应时间通常为

30～50小时。

加热后，将反应物冷却到室温，在降低

压力的情况下，用旋转蒸发器将溶剂蒸发

掉，然后分离所得固体，用硅胶柱层析法进

行净化，这样就能得到富勒烯衍生物。

由于具有式（1）所含苯并环丁烯结构

的化合物具有热交联性，所以本发明富勒烯

衍生物可通过加热交联。从增大有机光电转

换元件的热稳定性来看，本发明富勒烯衍生

物最好通过加热交联。

由于富勒烯衍生物可同电子给体化合

物一起用在有机光电转换元件中，所以本发

明也介绍了一种含有富勒烯和电子给体化

合物的混合物。

电子给体化合物最好为聚合复合物，如

聚乙烯咔唑及其衍生物、聚硅烷及其衍生

物、聚硅氧烷衍生物（侧链或主链上含有芳

族胺）、聚苯胺及其衍生物、聚噻吩及其衍

生物、聚吡咯及其衍生物、聚苯亚乙烯及其

衍生物、聚噻吩乙炔及其衍生物或聚芴及其

衍生物。

从转换率来看，电子给体化合物最好为

一种聚合复合物，其重复结构单元是从含有

式（10）和（11）所示重复单元的基团中选

取。最好，聚合复合物的重复单元含有式

（10）所示重复结构单元。



富勒烯衍生物（待续） 唐昆 译

第 18 页 共 20页

式中 R
6
、R

7
、R

8
、R

9
、R

10
、R

11
、R

12
、R

13
、

R
14
、R

15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代表氢基、

烷基、烷氧基或芳基。

在式（10）中，如果 R
6
、R

7
为烷基，那

么这些特定的试例包括与上述 R所用相同的

烷基。如果 R6、R7为烷氧基，那么这些特定

的试例包括与上述 R所用相同的烷氧基。如

果 R
6
、R

7
为芳基，那么这些特定的试例包括

与上述 R所用相同的芳基。

从转换效率来看，在式（10）中，R
6
、

R
7
中至少有一个以含有 1～20个碳原子的烷

基为宜，最好是含有 4～8个碳原子的烷基。

在式（11）中，如果 R
8
～R

15
为烷基，那

么这些特定的试例包括与上述 R所用相同的

烷基。如果 R8～R15为烷氧基，那么这些特定

的试例包括与上述 R所用相同的烷氧基。如

果 R
8
～R

15
为芳基，那么这些特定的试例包括

与上述 R所用相同的芳基。

从单体合成的容易度来看，在式（11）

中，R
10
～R

15
最好为氢原子。从转换效率来看，

R8、R9以含有 1～20 个碳原子的烷基，或者

是以含有 6～20个碳原子的芳基为宜，最好

为含有 5～8 个碳原子的烷基或含有 6～15

个碳原子的芳基。

以 100 重量份电子给体化合物为基准，

本发明混合物所含富勒烯衍生物为 10～

1000重量份，最好为 50～500 重量份。

本发明也涉及有机光电转换元件，这种

有机光电转换元件包括一对电极和一个电

层。其中至少有一个电极是透明的或者半透

明的，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层含有本发明富勒

烯衍生物。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也可用作电

子受体化合物和电子给体化合物，最好是用

作电子受体化合物。

下面将介绍有机光电转换元件的工作

原理。电子受体化合物和/或电子给体化合

物可吸收透明或半透明电极的入射光能量

以形成激发子，在激发子内，电子和空穴相

结合。因此，当所形成的激发子移动和到达

异质结界面（异质结界面处电子受体化合物

和电子给体化合物相互接近）时，由于界面

处各化合物 HOMO 能量和 LUMO 能量有所不

同，所以电子和空穴相互分离，这样就会产

生能独立运动的电荷（电子和空穴）。这样，

通过分别移动到电极可提取产生的电荷并

用作电能（电流）。

本发明有机光电转换元件的特定试例

最好为：

1.有机光电转换元件（含有一对电极和

两个电层。其中至少有一个电极是透明的或

者半透明的，含有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的第

一电层为两电极之间的电子受体化合物，第

二电层含有电子给体化合物，与第一层相

连）；

2.有机光电转换元件（含有一对电极和

至少一个电层。其中至少有一个电极是透明

的或者半透明的，至少有一个含有本发明富

勒烯衍生物的电层充当电子受体化合物，在

两电极之间还应有电子给体化合物；

3.有机光电转换元件（含有一对电极和

两个电层。其中至少有一个电极是透明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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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半透明的，两电极之间的第一电层通过加

热交联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而得，第二层含

有电子给体化合物，与第一层相连）；

4.有机光电转换元件（含有一对电极和

至少一个电层。其中至少有一个电极是透明

的或者半透明的，至少一个位于两电极之间

的电层，该电层是通过加热交联含有富勒烯

衍生物和电子给体化合物的本发明复合物

所得。

由于含有多个异质结界面，所以首选第

二有机光电转换元件。本发明的有机光电转

换元件在至少其中一个电极和含有本发明

富勒烯衍生物的电层之间还可以增加一电

层。这样的电层试例包括转移空穴或电子的

电荷转移层。

在第二有机光电转换元件中，以 100 重

量份电子给体化合物为基准，含有富勒烯衍

生物和电子给体化合物的有机层中富勒烯

衍生物的含量以 10～1000 重量份为宜，最

好为 50～500 重量份。

在第二有机光电转换元件中，用含有富

勒烯衍生物和电子给体化合物的复合物可

制得含富勒烯衍生物和电子给体化合物的

有机层。

本发明有机光电转换元件所用含有富

勒烯衍生物的电层最好由含有富勒烯衍生

物的有机薄膜组成。有机薄膜的厚度一般为

1nm～100μm，以 2nm～1000nm 为宜，以

5nm～500nm为佳，最好为 20nm～200nm。

上述第 3种和第 4种有机光电转换元件

中通过交联富勒烯衍生物而得到的电层的

制备方法是将含有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和

溶剂的溶液涂覆在其中一个电极（阴极或阳

极）上以形成一个有机层，然后再加热该有

机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将含有本发明组合

物和溶剂的溶液涂覆在其中一个电极上以

形成有机层，然后再加热该有机层。在这些

有机光电转换元件中，交联富勒烯衍生物而

得到的电层充当的是活性层。

交联富勒烯衍生物所形成的电层可由

含有交联富勒烯衍生物的有机薄膜制得。有

机薄膜的厚度一般为 1nm～100，以 2nm～

1000nm 为宜，以 5nm～500nm为佳，最好为

20nm～200nm。

本发明有机光电转换元件通常在基质

上。如果形成有机基质层，那么构成基质的

这种材料可形成电极，但不能引起化学变

化。构成基质的材料包括玻璃、塑料、聚合

物膜和硅树脂。如果是非透明基质，反方向

的电极（即离基质较远的电极）呈透明状或

半透明状。

透明状或半透明状电极材料的试例包

括导电金属氧化薄膜和半透明金属薄膜。具

体来说，用导电材料生成的膜（如 NESA）含

有氧化铟、氧化锌、氧化锡或氧化铟锡（ITO）

或氧化铟锌，这种复合物还含有金、铂、银

或铜。其中，最好使用 ITO、氧化铟锌和氧

化锡。电极的生产方法包括真空沉积法、溅

射法、离子镀法和电镀法。

聚苯胺及其衍生物和聚噻吩及其衍生

物等的有机透明导电膜可用作电极材料。

在一组电极中，其中一个电极的电极材

料最好选用功函数较小的材料。功函数较小

的材料制成的电极可以呈透明状或非透明

状。这类材料包括金属（如锂、钠、钾、铷、

铯、镁、钙、锶、钡、铝、钪、钒、锌、钇、

铟、铈、钐、铕、铽和镱，两个或多个上述

金属的合金体，一个或多个上述金属的合金

体及金、银、铂、铜、镁、钛、钴、镍、钨

和锡中一个或多个金属的合金体）、石墨和

石墨层间化合物。合金体试例包括镁-银合

金、镁-铟合金、镁-铝合金、铟-铝合金、

锂-铝合金、锂-镁合金、锂-铟合金和钙-铝

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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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和含有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的电

层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层。缓冲层用材料包括

氟化铝、碱土金属卤化物等碱金属和氧化钛

等氧化物。如果使用无机半导体，那么可使

用呈微粒状的粒子。

有机薄膜的制备方法没有特殊限定，可

以从含有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的溶液中制

取薄膜。我们对从溶液中形成薄膜所用溶剂

并未特别限制，只要所用溶剂能溶解本发明

富勒烯衍生物即可。这类溶剂包括烃类溶

剂，如甲苯、二甲苯、均三甲苯、四氢化萘、

十氢化萘、双环己基烷、丁基苯、仲丁苯和

叔丁苯；卤化饱和烃类溶剂，如四氯化碳、

氯仿、二氯甲烷、二氯乙烷、氯丁烷、溴丁

烷、氯戊烷、溴戊烷、氯己烷、溴己烷、氯

代环己烷和溴代环己烷；卤化不饱和烃类溶

剂，如氯苯、二氯苯和三氯苯；其它醚类溶

剂，如四氢呋喃和四氢吡喃。通常，溶解富

勒烯衍生物的溶剂的浓度为 0.1wt%。

溶液还可以含有聚合复合物。溶液中所

用溶剂的特定试例包括上述溶剂。从聚合复

合物的溶解度来看，以选用芳族烃较为合

适，最好选用甲苯、二甲苯和均三甲苯。

可采用涂覆法从溶液中形成薄膜，如旋

涂法、铸造法、微凹印涂布法、凹印涂布法、

棒式涂布法、辊涂法、线棒式涂布法、浸涂

法、喷涂法、丝网印刷法、柔版印刷法、胶

印法、喷墨印刷法、点胶法、喷嘴涂布法和

毛细管涂层法。在这些方法中，最好选用旋

涂法、柔版印刷法、喷墨印刷法和点胶法。

用从透明或半透明电极映射出的太阳

光等光线照射有机光电转换元件可在电极

间产生光电动势，这样才能运转有机薄膜太

阳能电池。也可以用多个有机薄膜太阳能电

池结合成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组合件。

在电极间施加电压的状况下，当光线从

透明或半透明电极中辐射出来时，产生的光

电流可以运转充当有机光敏件的光电转换

元件。也可以用多个有机光敏件组合的有机

光敏件充当有机图像传感器。

实例

下面将通过以下实例详细说明本发明，

但并不局限于此。

就合成用试剂和溶剂而言，可使用市售

产品，或在有干燥剂的情况下经过蒸馏净化

的产品。可使用 Frontier Carbon 公司生产

的 C60富勒烯。用 JEOL有限公司制造的 MH500

可测量 NMR 光谱，四甲基硅烷（TMS）可用

作内标。用岛津公司制造的 FT-IR8000 可测

量红外线吸收光谱。用 BRUKER 公司制造的

AutoFLEX-T2 可测量 MALDI-TOF MS光谱。

实例 1

合成富勒烯衍生物 A

合成苯甲基[2-(2-羟乙氧基)乙胺基]

醋酸酯

[第一步]

在配有分离器的双颈烧瓶中加入溴代

乙 酸 （ 20.8g,150mmol ）、 苯 甲 醇

（ 16.2g,150mmol ）、 对 甲 苯 磺 酸

（258mg,1.5mmol）和苯（300ml），然后在

120℃下脱水缩合 24小时。在减小压力的情

况下，用蒸发器蒸馏去除溶剂，然后用硅胶

柱层析法（己烷/乙酸乙酯=10/1,5/1）进行

净化以得到定量的黄色油状产物，二溴乙酸

苄酯（34.3g，150mmol）。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