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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胶料中苯乙烯含量较高的

丁苯橡胶

唐昆 译

发明范围

本发明主要涉及橡胶胶料，尤其是含丁

苯共聚物（苯乙烯含量较高）的橡胶胶料及

其橡胶制品和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就一些橡胶制品而言，至少其部分橡胶

胶料应具有高刚度和/或硬度。行业内熟知

的几种提高橡胶胶料刚度的方法包括：增大

补强填料的填充量、使用补强树脂和/或增

大硫化剂的填充量。因为这样会增大橡胶胶

料间的交联，增大硫化橡胶胶料的刚性。

同样有经验的技工都知道，出于某些原

因，轮胎设计者通常都会对其设计的轮胎的

某些特性有所妥协。通常，改变轮胎的设计

以改善一种特性往往都会损害轮胎的另一

种特性。在通过增大补强填料或硫化剂的填

充量，或通过补强树脂来提高硫化橡胶胶料

的刚度时，硫化和未硫化橡胶胶料在想要达

到的理想刚度和其它特性间就会有所折中。

实际上，增大填充量会增大粘度、降低未硫

化橡胶胶料的焦烧性能、降低硫化橡胶胶料

的伸长率和撕裂性能。

包括轮胎工业在内的橡胶工业正在寻

求新的原料和创新轮胎结构以解决目前所

出现的折中问题。

发明概要

本发明的特定实施例包括由橡胶胶料

组成的轮胎组分，这种橡胶胶料以交联橡胶

胶料为基准，每 100 重量份（phr）橡胶含

有 100 份必需的不饱和二烯橡胶、30～150

份补强填料和 2～50份高苯乙烯丁苯共聚添

加剂（其中苯乙烯的含量为 50～90wt%）。另

外，橡胶胶料还含有硫化橡胶胶料用硫化系

统。

在一些实施例中，丁苯共聚添加剂中苯

乙烯的含量为 55～80wt%。因为所得硫化橡

胶胶料的刚度较高，所以本发明特定实施例

的轮胎组分包括轮胎胎圈部分和轮胎胎面

部分（包括冬季轮胎胎面）。

特定实施例的详细说明

本发明的特定实施例包括含有高苯乙

烯含量的丁苯共聚物橡胶胶料，这种橡胶胶

料适用于制备橡胶制品，尤其是具有高刚度

的橡胶制品。加入到这类橡胶胶料的丁苯共

聚物的特点在于苯乙烯含量较高，即苯乙烯

含量至少占 5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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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我们还发现在橡胶胶料

中加入高苯乙烯的丁苯共聚物，在不减小硫

化橡胶胶料粘结特性的情况下，橡胶胶料的

硫化刚度有所提高，而如果通过增大补强填

料或硫化剂的填充量，或通过加入补强树脂

来提高胶料的刚度时，通常相应地会减小粘

结特性。此外，当门尼粘度减小、焦烧时间

增大的情况下，橡胶胶料的未硫化特性也有

所改善。

在本文中“二烯弹性体”和“橡胶”为

同义词，可相互交替使用。

本文所介绍的橡胶胶料适用于多种橡

胶制品，包括轮胎元件、胶管和传送带等。

由于这些橡胶胶料在硫化时的刚度较高，所

以这些橡胶胶料尤其适用于制造具有理想

高刚度特性的轮胎构件，如胎圈部分，譬如

三角胶、胎圈外护胶和胎圈包布。胎圈就是

固定轮胎帘线（从胎圈延伸到胎圈）的钢丝

圈。这些橡胶胶料也适用于制造轮胎胎面，

包括轮胎翻新用翻新橡胶。这些胶料也适用

于对刚度要求较高，但对温度要求不高的轮

胎胎面，如冬季轮胎或雪地防滑轮胎和农用

轮胎。

在本文中，橡胶胶料内所含高苯乙烯丁

苯共聚添加剂是苯乙烯和丁二烯的共聚物。

在橡胶工业中最常用的就是 SBR 橡胶，也就

是苯乙烯和丁二烯的共聚物。通常，这些共

聚物是由以下两种工艺的一种制得的——

生产 E-SBR 的乳化法和生产 S-SBR 的溶液

法。只要苯乙烯含量在本发明范围内，那么

这两种工艺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生产高苯乙

烯含量丁苯共聚物，这种共聚物可用作本发

明所介绍的橡胶胶料的添加剂。

应当注意的是轮胎工业中常用的 SBR橡

胶的含量通常一般为 25wt%苯乙烯，甚至高

达 45wt%。如果苯乙烯含量超过该值，那么

橡胶的“弹性”开始下降，橡胶的刚性变得

更大。因此，通常轮胎制造业不使用苯乙烯

含量更高的 SBR。

就本文所介绍的橡胶胶料而言，作为添

加剂的高苯乙烯含量丁苯共聚物，苯乙烯含

量至少为 50wt%，或 50wt～90wt%。在特定

的实施例中，苯乙烯含量一般为 55wt%～

80wt%，60wt～80wt%或 60wt～75wt%。添加

到橡胶胶料的丁苯共聚物含量为 2～50份，

也可以是 5～50份，10～40份，5～40份，

5～30份或 10～30 份。

应当注意的是高苯乙烯含量丁苯共聚

添加剂在本发明的橡胶胶料中是作为独立

的添加剂存在的，而不是橡胶胶料中橡胶组

分的一种。因此，橡胶组分包括所有添加到

胶料中的弹性材料，而不是高苯乙烯含量丁

苯共聚添加剂。换句话说，本发明介绍的所

有橡胶胶料含有 100 份橡胶，但在这 100 份

中不包括高苯乙烯含量丁苯共聚添加物。

本发明介绍的橡胶胶料中所含的有用

的弹性体包括高不饱和二烯弹性体。二烯弹

性体或橡胶是指至少部分（即均聚物或共聚

物）源于二烯单体的弹性体（这种弹性体含

有两个双碳-碳键，共轭与否都可以）。这种

必须的不饱和二烯弹性体是指至少部分源

于共轭二烯单体的二烯弹性体，其中二烯源

（共轭二烯）的含量大于 15mol%。

因此，譬如，丁基橡胶、丁腈橡胶或二

烯共聚物和三元乙丙橡胶（EPDM）型α烯烃

共聚合物或乙酸乙酯型共聚物等的共二烯

弹性体不在上述定义内，可以特别将其定义

为“必要的饱和型”二烯弹性体（二烯源的

单位含量很低或非常低，即小于 15mol%）。

本发明的具体实例不包括必要的饱和二烯

弹性体。

在必要的不饱和二烯弹性体范围内，高

饱和二烯弹性体特别是指二烯源（共轭二

烯）单位含量大于 50mol%的二烯弹性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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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具体实例不仅没有包括必要的饱和

二烯弹性体，还没有包括高度不饱和的必要

的不饱和二烯弹性体。

适用于本发明具体实例的橡胶弹性体

包括高不饱和二烯弹性体，如聚丁二烯

（BR）、聚异戊二烯（IR）、天然橡胶（NR）、

丁二烯共聚物、异戊二烯共聚物及这些弹性

体的混合物。聚异戊二烯包括合成顺 1,4-

聚异戊二烯，其特性在于顺 1,4 键的量超过

90mol%或 98mol%。

适用于本发明具体实例的橡胶弹性体

属于共聚物，包括丁苯共聚物（SBR）、丁二

烯-异戊二烯共聚物（BIR）、异戊二烯-苯乙

烯共聚物（SIR）和异戊乙烯-丁二烯-苯乙

烯共聚物（SBIR）及其混合物。需要明确的

是，这些共聚物中苯乙烯的含量小于 50wt%，

或小于 40wt%，小于 30wt%或 20～45 wt%。

应当注意的是任何高度不饱和弹性体

可作为功能化弹性体用在具体实例中。在端

接弹性体之前，将弹性体与适宜的功能剂反

应可达到功能化。典型的功能剂包括，但不

限于，金属卤化物、非金属卤化物、烷氧基

硅烷、含亚胺的化合物、酯-羧酸盐金属络

合物、烷基酯-羧酸盐金属络合物、乙醛或

酮、酰胺、异氰酸盐、异硫氰酸盐、亚胺和

环氧化物。熟知本专业的技术人员都知道这

些功能化弹性体。在一些特定实施例中可以

只使用一种或多种功能化弹性体作为橡胶

组分，而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可以将一种或多

种这些功能化弹性体与一种或多种非功能

化高度不饱和弹性体混合使用。

除了橡胶组分和高苯乙烯含量丁苯共

聚添加剂外，本发明橡胶胶料中还含有补强

填料。传统的补强填料如炭黑和白炭黑。熟

知本专业的技术人员都知道任何补强填料

都要么单独应用在橡胶胶料中，要么同其它

补强填料一起应用在橡胶胶料中。在本发明

橡胶胶料的特定实施例中，必要的填料为炭

黑。

炭黑属于一种有机填料，广泛应用于橡

胶配合领域中。在具体实施例中，本发明方

法生产的橡胶胶料的炭黑含量为 30～150

份，或 40～150 份，50～100 份，20～60份。

有利的是，如本文所述，加入高苯乙烯含量

丁苯共聚添加剂在减小炭黑含量的基础上，

仍然可以保持硫化橡胶胶料的理想刚度。这

样通过减小炭黑折中的不利影响（即硫化后

的粘合性较差以及生胶状态下的加工性较

差）可进一步提高添加剂的有利影响。

任何适宜给定用途的炭黑都可以使用。

譬如，可使用轮胎胎面常用的 HAF、ISAF 和

SAF 类炭黑。譬如，炭黑的非限制性试例包

括 N115、N134、N234、N299、N326、N330、

N339、N343、N347、N375和 600 系列炭黑，

包括，但不限于 N630、N650 和 N660 炭黑。

如上所述，白炭黑也可用作补强填料。

譬如，根据硫化橡胶胶料的理想特性，白炭

黑可以是任何补强白炭黑，包括任何沉淀或

气相法白炭黑，其 BET 和 CTAB 比表面积都

小于 450m
2
/g，或在 30～400m

2
/g间。本文所

介绍的橡胶胶料的具体实例可以包括 CTAB

为 80～ 200m2/g、 100～ 190m2/g、 120～

190m
2
/g 或 140～180m

2
/g 的白炭黑。根据

AFNOR-NFT-45007 标准，CTAB 比表面积为外

比表面积。

高分散性沉淀白炭黑（称作 HDS）适用

于本文橡胶胶料的具体实例，其中“高分散

性白炭黑”是指任何有卓越抗凝聚能力的白

炭黑，能分散在弹性基板中的白炭黑。这可

以通过在薄块部分的电子或光学显微镜中

观察到。譬如，高分散性白炭黑包括 Akzo

公司生产的 Perkasil KS430、德固萨公司生

产的 BV3380、罗迪亚公司生产的 Zeosil

1165 MP和 1115 MP、PPG 公司生产的 Hi-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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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和 Huber 公司生产的 Zeopol 8741 或

8745。

如果将白炭黑添加到橡胶胶料中，那么

也需要向橡胶胶料中加入适量的硅烷偶联

剂。硅烷偶联剂是一种含硫有机硅化合物，

可在混炼过程中与白炭黑上的硅醇基反应，

可在硫化过程中与弹性体反应以改善硫化

橡胶胶料的各种特性。适宜的偶联剂能在无

机填料和二烯弹性体间形成足够的化学和/

或物理键，且至少为双功能键，譬如，其简

式为“Y-T-X”，式中，Y代表能与无机填料

进行物理和/或化学键合的功能团（“Y”功

能团），譬如，在偶联剂的硅原子和无机填

料的表面羟基（譬如，白炭黑的表面硅羟基）

间能形成这种功能键；X代表能通过硫原子

与二烯弹性体进行物理和/或化学键合的功

能团（“X”功能团）；T代表二价有机基团，

可连接 Y和 X。

任何含有硫磺的有机硅化合物都可用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在硅烷分子中含有两个

硅原子的硅烷偶联剂试例包括 3,3'-双（三

乙氧基硅丙基）二硫化物和 3,3'-双（三乙

氧基-硅丙基）四硫化物（称为 Si69）。这两

种硅烷偶联剂分别为 X75-S 和 X50-S，都为

德固萨公司产品。根据德固萨公司的报告，

X50-S 的分子量为 532g/mol，X75-S 的分子

量为 486g/mol。这两种市售产品包括按重量

比 50-50 与 N330 炭黑相混合的活性组分。

在硅烷分子中含有两个硅原子的适宜硅烷

偶联剂试例还包括 2,2'-双（三乙氧硅烷乙

基）四硫化物、3,3'-双（三-叔-丁氧-硅烷

丙基）二硫化物和 3,3'-双（二-叔-丁基甲

氧硅烷丙基）四硫化物。在硅烷分子中只有

一个硅原子的硅烷偶联剂的试例包括 3,3'

（三乙氧硅烷丙基）二硫化物和 3,3'（三乙

氧-硅烷丙基）四硫化物。在一定范围内可

改变硅烷偶联剂的含量。通常，硅烷偶联剂

的添加量一般占橡胶胶料中所添加白炭黑

总重量的 7～15wt%，或 8～12wt%，或 9～

11wt%。

本发明介绍的橡胶胶料的具体实例可

以不含操作油，或含有极少量的操作油，譬

如小于等于 5份。操作油通常都是从石油中

提取，可以划分为石蜡类操作油、芳族操作

油或环烷操作油，包括 MES 和 TDAE 油。操

作油还包括植物基油，如葵花籽油、菜籽油

和蔬菜油。本发明介绍的橡胶胶料还包括丁

苯橡胶等弹性体，这种弹性体充有一种或多

种这类操作油，但这类油在具体实例的橡胶

胶料中的含量不超过橡胶胶料内弹性体总

量的 10份。

除上面已经介绍到的复合物外，本发明

介绍的橡胶胶料还含有轮胎制造用二烯橡

胶胶料的部分组分或所有组分，如增塑剂、

着色剂、防护剂，包括抗氧化剂和/或抗臭

氧剂、硫化延迟剂（譬如基于硫磺或过氧化

物的硫化系统）、硫化促进剂、硫化活化剂

及增量油等。

如有必要，还可以加入一种或多种传统

的非补强填料，如粘土、皂土、滑石、白垩

或高岭土。

就具体实例而言，最好硫化系统以硫磺

和促进剂为基准，但也可以使用其它硫化

剂。在有硫磺存在的情况下，凡是能充当弹

性体硫化促进剂的复合物都可以使用，尤其

是从含有以下物质的基团中选取的复合物，

包括 2-二苯并噻唑（简写为"MBTS"）、N-环

己基-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简写为"CBS"）、

N,N-二环己基-2-苯并噻唑亚磺酰胺（简写

为"DCBS"）、N-叔丁基-2-苯噻唑磺酰胺（简

写为"TBBS"）、N-叔丁基-2-苯噻唑-磺酰亚

胺（简写为"TBSI"）以及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最好，主要的促进剂可选用磺酰亚胺。

另外，硫化系统可能还包括各种辅助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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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剂或硫化活化剂，如氧化锌、硬脂酸和胍

基衍生物（尤其是二苯胍）。

本发明实施例用橡胶胶料可用熟知的

技术在适宜的混炼机中制备。通常，混炼分

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在高温下进行热机械加

工，紧接着的第二步是在低温下进行机械加

工。

第一步，有时简称为“非生产”步骤，

包括用班伯里混料机完全混炼各种助剂，但

不包括硫化剂。在适宜的捏炼装置（如密炼

机）中，在对混合物进行机械作用和高剪切

作用前，通常达到的最高温度为 120～190℃。

将混合物冷却后，在低温下完成第二步

的机械加工。有时称作“生产”步骤，这最

后的步骤包括用开炼机等适宜的装置，将硫

化剂掺入到橡胶胶料中。在温度足够低（即

低于混合物的硫化温度，这样才能防止过早

硫化）的情况下，在适宜的时间段内（通常

为 1～30分钟，或 2～10分钟），加入硫化剂。

橡胶胶料可加工成多种制品，如轮胎元

件。譬如，轮胎胎面可由众多胎面带形成，

进而再形成轮胎的一部分，可通过挤压，再

在模具中硫化等方式直接在轮胎胎体上成

形。也可形成一些其它元件，如轮胎的胎圈

部分或胎侧，之后将这些元件与绿色轮胎一

起组装，并硫化。

另外可通过以下实例详细说明本发明。

下述内容也评价了本发明实例中胶料的各

项特性。

根据 ASTM 标准 D1646 测试了胶料的门

尼塑度（ML1+4）。通常，未硫化状态下，可

在圆筒状外壳中模压胶料，然后加热到

100℃。预热 1分钟后，转子的运转速度为

2rpm，运转 4分钟后，测试维持该运转的转

矩。门尼塑度用“门尼单位”（MU，1MU=0.83

牛顿米）表示。

130℃下，根据 ASTM 标准 D1646测试焦

烧性能。通常，在测试温度下，当粘度升高

到最小粘度之上的门尼单位设定值时，测试

门尼焦烧。

23℃下，根据 ASTM 标准 D412，在哑铃

测试试样上测试 10%（MA 10）和 100%（MA 100）

下的伸长模量（MPa）。调节循环后进行第二

次伸长测试。根据测试试样的最初横截面

积，进行割线模量（MPa）测试。

23℃下，根据 ASTM标准 D412，在 ASTM

C测试试样上测试拉伸性能，拉伸性能用扯

断伸长率（%）和相应的伸长应力（MPa）表示。

从硫化样板上切割下来的厚度约为

2.5mm 的测试试样可测定其撕裂性能。测试

前，在测试试样中形成切口（垂直于测试方

向）。用 Instron 5565 Uniaxial 测试系统

可测试扯断力和扯断伸长率。压出机机头速

度为 500mm/min。试样的测试温度为 23℃。

实例 1

该实例说明了将高苯乙烯含量丁苯共

聚添加剂加入到橡胶胶料中可更好地处理

在提高低应变刚度的同时，尽量减小对加工

性和粘合性的影响。

表 1给出了所制橡胶配方中各组分的含

量。第一配方（W1）不含补强树脂、无多余

的炭黑或任何高苯乙烯含量丁苯共聚添加

剂。在其它配方（W2、W3）中，炭黑的含量

比 W1 配方中的炭黑含量更高，并且在配方

(W4、W5)中，还在基础配方（W1）中加入了

甲醛-酚醛树脂以提高刚度。就补强树脂而

言，在六次甲基四胺中加入树脂可充当交联

亚甲基供体。

在配方 F1～F3 中，除了另外添加了高

苯乙烯含量丁苯共聚添加剂以提高刚度外，

其余组分同 W1 的相同。丁苯共聚添加剂中

苯乙烯的含量为 63wt%，为墨西哥 Negromex

S.A. de C.V.工业公司商标名为 EMULPRENE

260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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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配方的橡胶组分中天然橡胶和 SBR

的混合比为 50-50。将炭黑 N326 加入到各配

方中充当补强填料。添加剂包括抗降解剂，

硫化系统包括硫磺、促进剂、硬脂酸和氧化

锌。

在准备各配方时，除硫磺和促进剂（如

有需要，还包括六次甲基四胺）外，将所有

原料加入到班伯里混炼机中直到混合均匀。

然后，从混料机中取出混合物，并传送到压

模机中冷却。

然后在冷却混合物中加入硫磺和促进

剂（如有需要，还包括六次甲基四胺），直

到完全混合，并在压模机上加工。然后根据

上述测试步骤测试产品的各项特性。150℃

下，硫化产品 25分钟以测试其硫化特性。

如表 2结果所示，在配方 W2 和 W3 中，
增加炭黑含量的确提高了低-应变刚度（MA
10），但这样却损害了门尼粘度、焦烧性能、
拉伸性能和撕裂性能。同样地，在配方 W4
和 W5 中，添加补强树脂的确能提高低-应变
刚度（MA 10），但这样却损害了门尼粘度、
焦烧性能、拉伸性能和撕裂性能。

表 1 配方

W1 W2 W3 W4 W5 F1 F2 F3

组分

NR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SBR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N326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甲醛树脂 10 20

六次甲基四胺 1.5 3

SBRT添加剂，63wt%苯乙烯 10 20 30

添加剂 3 3 3 3 3 3 3 3

硫化包 7 7 7 7 7 7 7 7

表 2 物理特性

W1 W2 W3 W4 W5 F1 F2 F3

未硫化特性

门尼特性 ML 1+4 64 73 86 72 76 61 59 59

焦烧，130℃，min 13 11 9 7 5 16 18 20

硫化特性

MA10,MPa 5.5 6.3 7.5 10.4 16.8 6.7 8.3 10.0

MA100,MPa 2.2 2.5 3.1 2.5 3.3 2.2 2.4 2.6

伸长应力, Mpa 25 22 24 20 15 26 24 25

扯断伸长率,% 542 469 433 527 426 580 560 583

抗撕裂力,23℃，N/mm 63 68 71 51 38 74 73 54

抗撕裂应变,23℃，% 228 217 192 210 129 270 256 220

译自美国专利

馆藏号 201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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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水炭黑中间传送元件

向晴 译

传送带等中间传送介质含有与炭黑进

行化学键合的氟化聚合物。

发明背景

本文介绍的是中间传送元件，更具体地

来说介绍的是静电照相（如静电印刷，包括

数码静电印刷、静电成像）机或装置和打印

机中传送显影图像的中间传送元件。在一些

实施例中选用了几种中间传送元件，其中所

含表面改性疏水炭黑随即分散在聚酰胺等

聚 合 溶 液 中 ， 可 参 见 申 请 号 为 Nos.

12/129,995, 12/181,354 和 12/181,409 的

美国专利。譬如，可用氟化聚合物改性炭黑，

具体来说可用聚（1,1,1,3,3,3-六氟异丙基

丙烯酸酯）改性炭黑。

本发明传送带（ITB）等中间传送元件

具有以下优点，如表面改性炭黑具有卓越的

初级粒径和聚集体粒径、良好的尺寸稳定

性、良好的导电性、具有配方多样性（同含

有未改性炭黑的 ITB 相比）、为了延长使用

周期，具有良好的 ITB 湿度不敏感性、在聚

合溶液中具有卓越的分散性、具有较低的、

可接受的表面摩擦性以及较经济、简单的

ITB配方。

在常用的静电照相重现装置中，可将待

复制的光图像以静电潜像的形式记录在光

敏元件上，然后用验电热塑树脂粒子和着色

剂使潜像可见。通常，用含有干显影剂混合

物或液态显影剂物质的显影剂混合物与静

电潜像相接触可完成显影。干显影剂混合物

通常含有载体粒剂，且着色粒子通过摩擦静

电粘附在载体粒子上。液态显影剂由液态载

体和分散在其中的着色粒子组成。将显影材

料提前与静电潜像相接触，着色剂粒子以图

像方式沉降在显影材料之上。随后，将显影

图像传送到复印件上。将显影图像传送到中

间传送涂覆织物、传送带或传送件上，随后

再将显影图像从中间传送件传送到永久基

板上，且传送效率较高。通常，随后可将着

色图像固定或附着在本身就属于光敏元件

的载体上，或者固定或附着在普通纸等其它

载体上。

在静电照相印刷机中，通过成像元件和

中间传送元件间的电势差可静电传送着色

图像。基本上应将着色粒子传送到中间传送

元件上并将其固位。这样，最终传送到图像

接收基板上的图像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如果

传送大部分或全部包含图像的着色剂粒子

时，着色剂传送率基本为 100%，图像传送表

面几乎不残留着色剂。

中间传送元件的优点众多，譬如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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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适中的情况下可提高输出速率，可根据

一种或多种组成色的同步显影和根据一个

或多个传送站，在着色系统中提高最终着色

图像配准，增加所选基板数量。但，用中间

传送元件的不足之处在于，着色粒子和传送

元件间可能存在电荷交换，所以通常需要多

个传送步骤。电荷交换最终可降低着色传送

的完整性，降低图像接收基板上的图像分辨

率，可导致图像退化。如果图像为彩色图像，

那么着色传送和着色退化可影响图像质量。

在一些实施例中，中间传送元件的电阻

率需在满足充分传送的电阻范围内。也希望

中间传送元件具有可控电阻率，其中电阻基

本不受湿度、温度、偏压场和操作时间的影

响。另外，可控电阻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建

立静电传送偏压场。而且，在发生空气击穿

时，可控电阻对于中间传送元件也非常重要。

美国专利 No. 6,397,034 试图采用多种

方法以控制中间传送元件的电阻，譬如可在

中间传送元件外层加入离子添加剂和/或炭

黑等导电填料，该专利介绍了在聚酰亚胺中

间传送元件层中使用氟化碳填料。但，在氟

化聚合物表面出现或传送的未溶解的粒子

中使用这类填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会使聚

合物出现一些缺陷，从而导致电阻不均匀，

进而削弱抗静电性和机械强度。而且，ITB

表面的离子添加剂也会影响着色剂释放。此

外，聚合物中可能会有气泡，一部分可通过

肉眼观察，一部分可借助显微镜观察到，这

样就会削弱导电性和机械性，或使导电性不

均匀。

另外，离子添加剂本身对温度、湿度和

操作时间的变化也比较敏感。通常，这些敏

感因素也限制了电阻值所在范围。譬如，通

常当湿度从 20%增加到 80%的相对湿度时，

电阻率顶多减少 2个数量级。这就会限制操

作范围。

此外，这些系统中通常也会发生离子转

换。离子传送可导致电荷交换和传送不足，

进而降低图像分辨率，导致图像退化，从而

影响复印质量。在着色系统中，还存在着色

传送和着色退化等不良结果。反复使用后，

离子传送也增大了聚合物元件的电阻率。这

可以限制操作范围，最终填充在聚合物元件

中的离子将不能使用。

因此，希望提供一种可焊接中间传送元

件，这种传送元件具有卓越的传送能力，具

有卓越的湿度不敏感特性。这样得到的复印

质量较高，显影图像分辨率低的问题也得以

解决。也希望提供一种可焊接中间传送带，

这种传送带具有可焊接缝。这样，就可以在

不需要经历漫长的高温、高湿度调节步骤，

而生产一种不需要劳动密集型方式就能生

产的传送带。所谓劳动密集型方式指的是依

靠人工拼凑拼图切缝。

摘要

在一些实施例中介绍了一种中间传送

元件，这种元件中的基板含有经氟化聚合物

处理过的表面炭黑；传送介质含有的炭黑可

通过化学键合到氟化聚合物上；氟化聚合物

键合到炭黑表面的传送介质为聚（氟丙烯酸

烷基酯）或聚（氟甲基丙烯酸酯），其中烷

基含 1～28个碳原子，1～18个碳原子，1～

12个碳原子和 1～6个碳原子；传送介质中

的氟化聚合物可通过自由基聚合氟化单体

制得；中间传送带等中间传送元件的基板中

含有氟化聚合物处理炭黑，也就是说，其中

氟化聚合物粘结在炭黑表面；传送元件中的

氟化聚合物选取于热固聚酰亚胺、热塑聚酰

亚胺、聚碳酸酯、聚偏二氟乙烯、聚（对苯

二甲酸丁二酯）、聚（乙烯-共-四氟乙烯）

共聚物和这些物质的混合物；中间传送元件

中所选用的炭黑的 DBP吸收值为 10～500毫

升/克；中间传送元件中的表面处理炭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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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 比表面积为 100～500m2/g；中间传送元

件中的炭黑的 DBP 吸收值为 60～300 毫升/

克；中间传送元件中所选择的氟烷基单体产

生的聚会物的结构式为式 1，其中 Rf为氟烷

基，烷基含有 2～18个碳原子；中间传送元

件中的氟烷基单体用式 2 表示，其中 Rf 为

氟烷基，烷基含有 2～16个碳原子。

另外在本披露的一些实施例中还介绍

了在记录介质上形成图像的装置，其中记录

介质中的电荷保持表面用以接收其上的静

电潜像；将着色剂赋予电荷保持表面的显影

元件可完成静电潜像显影，可在电荷保持表

面形成显影图像；可焊接中间传送带可将显

影图像从电荷保持表面传送到基板和固定

元件上。

详细说明

本披露各方面都涉及到中间传送元件，

其中中间传送元件的基板含有氟化聚合表

面处理炭黑；传送介质中的炭黑通过化学键

合而键合到氟化聚合物上；在记录介质上形

成图像的装置，其中记录介质中的电荷保持

表面用以接收其上的静电潜像；将着色剂赋

予电荷保持表面的显影元件可完成静电潜

像显影，可在电荷保持表面形成显影图像；

中间传送带，将显影图像从电荷保持表面传

送到基板，其中中间传送带的基板含有键合

到炭黑上的氟化聚合物。

在一些实施例中，炭黑表面由石墨面组

成，且石墨面的边缘部分含有氧和氢，如式

3所示。用酸或臭氧进行氧化可得到炭黑表

面的基团，其中可从羧酸盐和苯酚等吸附或

化学吸附氧基。除主要的氧化反应和自由基

反应外，碳表面对多数有机反应化学基本上

呈惰性。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介绍的是通过自由 基聚合反应将氟化聚合物化学粘附在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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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炭黑表面。具体来说，就是在适宜的

溶剂中混合炭黑与氟化单体或氟化混合物。

在有催化剂、聚合引发剂和加热的情况下，

通过自由基聚合氟化单体可在炭黑表面得

到理想的氟化聚合物或共聚物。在聚合过程

中，多个聚合物链通过源自羧酸盐和苯酚等

吸附或化学吸附氧基而端接于炭黑表面，这

样就可使氟化聚合物化学粘接到炭黑表面。

炭黑的导电性取决于炭黑的多种特性，

如炭黑的比表面积和炭黑的结构。通常，比

表面积越高，结构越高，炭黑的导电性越强。

用 B.E.T 法可测量炭黑的比表面积。每单位

重量炭黑的氮吸附比表面积测量的是炭黑

的初级粒径。结构是一种复合特性，它是炭

黑的初级聚集体的形态特征。它既表征了含

有初级聚集体的初级粒子的数量，又表征了

初级聚集体的融合方式。高结构炭黑由多个

初级粒子组成的聚集体构成，且这些初级粒

子有相当多的支链结构。低结构炭黑由少量

初级粒子组成的致密聚集体构成。根据炭黑

内的孔隙，用 DBP 吸附值可测定结构。结构

越高，孔隙越多，DBP 吸附值也越高。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可进行改性的炭黑

实例可以是卡博特公司的 VULCAN®炭黑、

REGAL®炭黑和 BLACK PEARLS®炭黑。导电炭

黑 的 具 体 实 例 包 括 BLACK PEARLS®

1000(B.E.T 比表面积=343m
2
/g、DBP 吸附值

=105ml/g)、BLACK PEARLS®880(B.E.T.比表

面=240m
2
/g、DBP 吸附值=106ml/g)、BLACK

PEARLS®800(B.E.T.比表面积=230m2/g、DBP

吸附值=68ml/g)、BLACK PEARLS® L(B.E.T

比表面积=138m
2
/g、DBP 吸附值=61ml/g)、

BLACK PEARLS®570(B.E.T 比 表 面 积

=110m2/g、 DBP 吸附值 =114ml/g)、 BLACK

PEARLS®170(B.E.T.比表面积=35m
2
/g、DBP

吸附值=122ml/g)、VULCAN®XC72(B.E.T.比

表面积=254m2/g、DBP 吸附值=176ml/g)、

VULCAN®XC72R(VULCAN®XC72 的蓬松型 )、

VULCAN®XC605 、 VULCAN®XC305 、 REGAL®

660(B.E.T.比表面积=112m
2
/g、DBP 吸附值

=59ml/g) 、 REGAL®400(B.E.T. 比 表 面 积

=96m
2
/g 、 DBP 吸 附 值 =69ml/g) 和

REGAL®330(B.E.T.比表面积=94m2/g、DBP 吸

附值=71ml/g)。

用于生成含中间传送介质的氟化聚合

物的氟化单体实例包括氟丙烯酸烷基酯和

氟甲基丙烯酸酯，结构式如式 4所示，其中

Rf为氟烷基础，烷基含有 1～18个碳原子，

2～12个碳原子和 4～10个碳原子。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Rf的具体实例包括

1,1,1,3,3,3- 六 氟 异 丙 基 、

3,3,4,4,5,5,6,6,7,7,8,8,9,9,10,10,10-

十七氟癸基、3,3,4,4,5,5,6,6,7,8,8,8-十

二氟-7-(三氟甲基)辛基、2,2,2-三氟乙基、

2,2,3,3,3-五氟丙基、2,2,3,3,4,4,4-七氟

丁基、2,2,3,3,4,4,5,5,6,6,7,7-十二氟庚

基 、 2,2,3,3,4,4,5,5- 八 氟 戊 基 、

2,2,3,4,4,4- 六 氟 丁 基 、

3,3,4,4,5,5,6,6,7,7,8,8,8-十三氟辛基、

3,3,4,4,5,5,6,6,7,7,8,8,9,10,10,10- 十

六 氟 -9-( 三 氟 甲 基 ) 癸 基 、

3,3,4,4,5,5,6,6,7,7,8,8,9,9,10,10,11,

11,12,12,12- 二 十 一 氟 十 二 烷 基 、

3,3,4,4,5,5,6,6,7,7,8,8,9,9,10,10,11,

12,12,12-二十氟-11-(三氟- 甲基)十二烷

基及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本披露实施例所选具体氟丙烯酸烷基

酯和氟甲基丙烯酸酯包括 1,1,1,3,3,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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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 异 丙 基 丙 烯 酸 酯 、

3,3,4,4,5,5,6,6,7,7,8,8,9,9,10,10,10-

十 七 氟 癸 基 丙 烯 酸 酯 、

3,3,4,4,5,5,6,6,7,8,8,8-十二氟 -7-(三

氟甲基)丙烯酸辛酯、2,2,2-三氟乙基丙烯

酸乙酯、2,2,3,3,3-五氟丙基丙烯酸酯、

2,2,3,3,4,4,4- 七 氟 丁 基 丙 烯 酸 酯 、

2,2,3,3,4,4,5,5,6,6,7,7-十二氟庚基丙

烯酸酯、2,2,3,3,4,4,5,5-八氟戊基丙烯酸

酯、 2,2,3,4,4,4-六氟丁基丙烯酸酯、

3,3,4,4,5,5,6,6,7,7,8,8,8-十三氟辛基

丙 烯 酸 酯 、

3,3,4,4,5,5,6,6,7,7,8,8,9,10,10,10- 十

六 氟 -9-(三 氟甲 基 )癸 基丙 烯 酸酯 、

3,3,4,4,5,5,6,6,7,7,8,8,9,9,10,10,11,

11,12,12,12-二十一氟十二烷基丙烯酸酯、

1,1,1,3,3,3-六氟异丙基甲基丙烯酸酯、

2,2,2-三氟乙基甲基丙烯酸酯、2,2,3,3,3-

五氟丙基甲基丙烯酸酯、2,2,3,3,4,4,4-七

氟丁基甲基丙烯酸酯、2,2,3,3,4,4,5,5-八

氟戊基甲基丙烯酯、2,2,3,3-四氟丙基甲基

丙烯酸酯、2,2,3,4,4,4-六氟丁基甲基丙烯

酸酯、3,3,4,4,5,5,6,6,7,7,8,8,8-十三氟

辛 基 甲 基 丙 烯 酸 酯 、

3,3,4,4,5,5,6,6,7,7,8,8,9,10,10,10- 十

六氟-9-(三氟甲基)癸基甲基丙烯酸酯、

3,3,4,4,5,5,6,6,7,7,8,8,9,9,10,10,10-

十 七 氟 癸 基 甲 基 丙 烯 酸 酯 、

3,3,4,4,5,5,6,6,7,7,8,8,9,9,10,10,11,

11,12,12,12-二十一氟癸基甲基丙烯酸酯、

3,3,4,4,5,5,6,6,7,7,8,8,9,9,10,10,11,

12,12,12-二十氟-11-(三氟甲基)十二烷基

甲基丙烯酸酯、3,3,4,4,5,5,6,6,7,8,8,8-

十二氟-7-(三氟甲基)辛基甲基丙烯酸酯、

3,3,4,4,5,6,6,6-八氟-5-(三氟甲基)己基

甲基丙烯酸酯(所有产品都为 Aldrich 公司

产品)以及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在实施例中，生成含有中间传送介质

（如传送带）的氟化聚合物选用的氟丙烯酸

烷基酯和氟甲基丙烯酸酯单体的结构式如

下式 5所示。式中氟化聚合物粘接在炭黑表

面。市售氟丙烯酸烷基酯和氟甲基丙烯酸酯

单体如 E.I.DuPont 公司生产的 ZONYL®(氟

甲基丙烯酸酯，重均分子量为 534)和

ZONYL®TA-N (氟丙烯酸烷基酯，重均分子量

为 569)。

炭黑与氟化聚合物（如氟丙烯酸烷基酯

和氟甲基丙烯酸酯）的重量比为 1/100～

100/1、1/60～20/1、1/20～5/1、1/10～

1/100、1/5～50/1、1/5～2/1 或 1/4～30/1。

粘附聚（氟丙烯酸烷基酯）、聚（氟甲基丙

烯酸酯）或其共聚物的分子量据氟化单体含

量和引发剂含量而定。通常，氟化单体与引

发剂的比值越高，氟化聚合物的分子量越

大。

氟化聚合物分子量要适当，譬如重均分

子量可为 3000～ 50000、 5000～ 25000、

7000～15000、500～40000 等，而粘附氟化

聚合物的数均分子量为 500～40000、1000～

15000 和 2000～10000。

自由基聚合等聚合用催化剂或引发剂

的实例包括自由基聚合常用的热引发剂。根

据引发聚合所用的引发剂，在室温（25℃）～

高温（如 200℃）和 75℃～125℃下，加热

氟化单体和炭黑的混合物可完成聚合。加热

时，引发剂分子分解成自由基，引发含有氟

化成分的单体（如氟丙烯酸烷基酯和氟甲基

丙烯酸酯等适宜的氟化单体，具体来说就是

1,1,1,3,3,3-六氟异丙基丙烯酸酯）的聚

合。具体的引发剂实例包括 2,2´-偶氮双（2-

甲基丙腈）(AIBN)、1,1´-偶氮双（环己甲

腈）、过氧化二苯甲酰（BPO）、过氧化二异

丙苯、二叔戊基过氧化物、过氧化氢异丙苯、

2,5-双（叔丁基过氧）-2,5-二甲基己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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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苯甲酸特丁酯、叔丁基过氧化 2-乙基

已 基 碳 酸 酯 和 1,1- 双 ( 叔 丁 基 过 氧

基)-3,3,5-三甲基环己烷等。催化剂与易受

聚合的单体的重量比一般为 1/1000～1/1，

1/400～1/5，或 1/100～1/10。

式 5

引发剂实例如下式所示。



疏水炭黑中间传送元件 向晴 译

第 13 页 共 20 页

用作聚合介质的溶剂实例包括多种适

宜的溶剂，如 N-甲基吡咯烷酮（NMP）、二甲

基乙酰胺、二甲基甲酰胺和四氢呋喃等，其

中炭黑与溶剂之比为 1/10～ 1/500 或

1/20～1/100。

本实施例介绍的是氟化聚合物的化学

粘附，如通过游离基聚合反应而在碳（炭黑）

表面上形成的聚（1,1,1,3,3,3-六氟异丙基

丙烯酸盐），可通过下式说明。

式中，n为重复片段数量，如 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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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来说为 50～500，炭黑/氟化单体/BPO

的重量之比为 1/1/0.05，溶剂介质为 NMP，

通过加热完成聚合反应，譬如加热温度可以

达到 65℃～200℃、75℃～150℃、70℃～

100℃、80℃～90℃或更具体地来说在适宜

的时间段内（如 3～15小时，更具体地来说

为 8小时）为 80℃。通常通过各种材料（如

从聚酰胺母体中形成的聚酰胺酸溶液）可将

改性炭黑溶解于分散体中。用适宜的混炼方

法可得到均匀的氟化炭黑分散体，随后，可

用牵引杆涂覆法将这种分散体涂覆到玻璃

板上。充足的时间（20～180 分钟或 75～100

分钟）下，在高温（100℃～400℃，150℃～

300℃，170℃～200℃）状况下干燥玻璃板

上所得膜。干燥、冷却到室温后，将玻璃板

或单个玻璃板上的膜浸入到水中（18～23

小时），随后，从玻璃板中分离 50～150 微

米厚的膜，形成功能化中间传送元件。

改性炭黑混合物用适宜的聚酰胺酸溶

液包括快速固化的聚酰亚胺聚合物，如

Richard Blaine 公 司 的 VTEC®PI

1388,080-051,851,302,203,201和 PETI-5。

这些聚合物可以是热固聚酰亚胺，可在短时

间内（10～120 分钟，20～60 分钟），在适

宜的温度（具体来说是 180～260℃）下进行

硫化。其数均分子量为 5000～500000，或

10000～ 100000，重均分子量为 50000～

5000000 或 100000～1000000。就炭黑混合

物而言也可选择热固聚酰亚胺母体，其硫化

温度（300℃以上）高于 VTEC® PI聚酰亚胺

母体的硫化温度。这种热固聚酰亚胺母体包

括 Industrial Summit 技术公司生产的

PYRE-M.L® RC-5019、RC-5057、RC-5069、

RC-5097、RC-5053 和 RK-692；Unitech LLC

公司生产的 RP-46和 RP-50；美国 FUJIFILM

电子材料公司生产的 Durimide 100 和 E.I.

DuPont 公司生产的 KAPTON®HN、VN和 FN。

也可将本披露的导电、疏水改性氟化聚

合物炭黑组分掺入到热塑材料中，如聚酰亚

胺、聚碳酸酯、聚偏氟乙烯（PVDF）、聚对

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聚（乙烯与四氟

乙烯）共聚物和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具体的热塑聚酰亚胺实例包括 E.I.

DuPont 公司生产的 KAPTON，其结构式如下

所示

其中 x等于 2，y等于 2，m和 n未 10～

300；以及 West Lake 塑料公司生产的

IMIDEX，其结构式如下所示，式中 z等于 1，

q为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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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传送元件还包含有其它组分，如一

些导电组分和导电聚合物，如聚苯胺。在一

些实施例中，聚苯胺组分的粒径相对较小，

一般为 0.5～5、1.1～2.3、1.2～2、1.5～

1.9或 1.7 微米。

ITB 等传送元件用聚苯胺的具体实例包

括 Panipol Oy公司生产的 PANIPOL® F和木

质磺酸接枝聚苯胺，其结构式如下所示。

在本披露的一些实施例中，中间传送元

件为可焊接元件，属于元件接缝，如传送带，

更具体来说可通过超声焊接接缝。

本披露中间传送元件的表面电阻为

10
9
～10

13
，或 10

10
～10

12
Ω/sq。中间传送可

焊接元件的方块电阻率为 109～ 1013，或

10
10
～10

12
Ω/sq。

中间传送带等中间传送元件可用于印

刷系统和复印系统，包括静电复印。譬如，

本披露的中间传送元件可掺入到多成像系

统，其中在成像中心的成像鼓或感光鼓上形

成传送的每个图像，然后在显影中心对每个

图像进行显影，并传送到中间传送元件上。

可在光导体上形成这些图像，然后完成显影

并传送到中间传送元件上。在可选用的另一

种方法中，可在光导体或感光鼓上形成图

像，然后完成显影并传送到中间传送元件

上。在一实施例中，多图像系统是一种彩色

复印系统，其中在感光鼓上形成待复印图像

的颜色，并进行显影、传送到中间传送元件

上。

当调色剂潜像从感光鼓传送到中间传

送元件后，在热和压力作用下，中间传送元

件可与纸等图像接收基板相接触。然后，传

送中间传送元件上的调色剂图像，并以图像

形式将其固定在纸等基板上。

本文图像系统和其它已知图像和印刷

系统的中间传送元件可呈纸状、网状、带状

（包括环形带、环形带缝软带）、胶辊、胶

片、箔、胶条、线圈、圆筒、鼓、环形条和

圆盘。中间传送元件可由单层组成，也可由

多层组成，如 2～5 层。中间传送元件的周

长，尤其是中间传送元件用于片状或带状结

构时，其周长一般为 250～2500mm、1500～

2500mm、2000～2200mm，对应的宽度为 100～

1000mm、200～500mm 或 300～400mm。

下面将详细介绍具体的实施例。这些实

例旨在说明，不局限于所用材料、条件或工

艺参数。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份数都以

固体总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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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I

用聚（1,1,1,3,3,3-六氟异丙基丙烯酸

酯）处理炭黑表面：

将 5g卡博特公司生产的 VULCAN®XC72R

炭黑（BET 比表面积为 254m
2
/g、DBP 吸收值

为 176ml/g）、5gAldrich 化学公司生产的

1,1,1,3,3,3-六氟异丙基丙烯酸酯和 0.25g

引发剂（BPO）在 250ml的 NMP 中混合。80℃

下，加热 8小时完成炭黑表面 1,1,1,3,3,3-

六氟异丙基丙烯酸酯的游离基聚合。然后，

过滤所得混合物，用 500ml 的 THF 冲洗所得

固体 2 次。50℃下，在真空状态下干燥聚

（1,1,1,3,3,3-六氟异丙基丙烯酸酯）化学

粘附到炭黑表面所得的表面改性炭黑 23 小

时。然后，用所得表面改性炭黑制备中间传

送带。

改性炭黑的 XPS测量说明了碳原子百分

率为 97.26，氧原子百分率为 1.66，硅原子

百分率为 0.12，硫原子百分率为 0.21，氟

原子百分率为 0.74。而，未改性过的类似炭

黑的 XPS 测量说明了碳原子的百分率为

99.48，氧原子百分率为 0.37，硫原子的百

分率为 0.15，氟原子的百分率为 0。

比较实例 1

用未改性炭黑制备 ITB：

将卡博特公司生产的 VULCAN® XC72R

炭黑（BET 比表面积为 254m
2
/g、DBP 吸收值

为 176ml/g）和 Richard Blaine 公司生产的

聚酰胺酸溶液（VTEC® PI 1388，NMP 中 PI

的固体含量为 20wt%）相混合。在比较试例

1（A）中 CB/PI=5.5/94.5，在比较试例 1（B）

中 CB/PI=6/94，在比较试例 1（ C）中

CB/PI=6.5/93.5。用 2mm 的不锈钢丸，在

160rpm 下球磨约 23 小时，然后用牵引杆涂

覆方法将所得均匀分散体涂覆在玻璃板上。

100℃下干燥每个胶片 20 分钟，然后在

204℃下再将玻璃板上剩下的物质多干燥 20

分钟。在干燥、冷却到室温（约 23～25℃）

后，将每个玻璃板上的胶片浸入到水中（约

23小时），然后自动从玻璃板上分离所得的

50微米厚的独立胶片。

试例 II

用聚（1,1,1,3,3,3-六氟异丙基丙烯酸

酯）改性炭黑制备 ITB：

将试例 I所述聚（1,1,1,3,3,3-六氟异

丙基丙烯酸酯）改性 VULCAN® XC72R 炭黑

（PHFIPA-CB）与 Richard Blaine 公司生产

的聚酰胺酸溶液（VTEC® PI 1388，NMP 中

PI 的固体含量为 20wt%）以重量比为 6/94

的情况相混合。用 2mm 的不锈钢丸，在

160rpm 下球磨约 23 小时，然后用牵引杆涂

覆方法将所得均匀分散体涂覆在每个玻璃

板上。100℃下干燥每个胶片 20分钟，然后

在 204℃下再将玻璃板上剩下的物质多干燥

20分钟。在干燥、冷却到室温后，将每个玻

璃板上的胶片浸入到水中（约 23小时），然

后自动从玻璃板上分离所得的 50 微米厚的

独立胶片。

表面电阻率的测定

用 高 阻 率 计 （ 三 菱 化 工 制 造 的

Hiresta-Up MCP-HT450），在 1000V、72 华

氏/22%的湿度下，在不同测试点平均测量四

次比较试例 1（A）、1（B）、1（C）和试例

II的 ITB装置的表面电阻，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1

表面电阻（Ω/sq）

比较试例 1（A） ＞10
14

比较试例 1（B） ＞10
14

比较试例 1（C） ＜10
8

试例 II 3.45×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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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大多数情况下，ITB 表面电阻

的适宜范围为 10
8
～10

13
Ω/sq。就比较 CB/

聚酰亚胺装置而言，所得 ITB 的功能同含有

氟化炭黑的 ITB 的功能不相同。另外，就比

较装置而言，CB填充量的少量改变会对表面

电阻带来不利影响，不管是导电性过强还是

导电性不足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因为所需的

CB填充量会固定在渗流曲线的垂直部分，这

就会出现制造稳定性的问题。相比较，试例

II 的 ITB 装置的表面电阻更适宜本披露的

疏水氟化 CB/PI。炭黑的氟化表面处理可提

高炭黑粒子的分散度，以达到卓越的分散

性。

接触角的测量

室温（23℃）下，用接触角测试系统

OCA(德国 Dataphysics 公司制造，型号：

OCA15)测量比较试例 1（B）和试例 II 中水

（去离子水）在 ITB 装置上的前进接触角。

至少进行十次测试，然后取其平均值，见表

2.

表 2

接触角

比较试例 1（B） 71°

试例 II 102°

在本披露中，同含未改性炭黑的比较试

例 1(B)ITB 装置相比，含有氟化聚合物改性

炭黑的 ITB 装置（试例 II）更具疏水性（接

触角约高出 3°）。

理论上，上述试例 II 疏水 ITB 装置的

湿度敏感度较低，因为试例 II 装置疏水，

因此同比较装置相比，其结构更稳定。众所

周知，当 ITB装置闲置时，水分容易沉积在

其上，尤其是聚酰亚胺 ITB 装置，这样就会

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如产生皱纹和印刷缺陷

等，这样就会影响从 ITB 装置传送的静电图

像的分辨率。

译自美国专利

馆藏号 201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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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复合材料、含炭黑的涂覆膜及其磁

记录介质（待续）

言 信 译

炭黑复合材料含有炭黑和以溶剂形式

存在的胺类化合物，其结构式如下。

式中，n为 2～4间的整数，U、V、X和

Y分别表示取代基，这些取代基至少含有一

个碳原子以及碳原子与取代基相结合的化

学键，W和 Z分别为氢原子或取代基。

发明背景

发明领域

本发明涉及炭黑复合材料，尤其是在溶

剂中炭黑能达到高分散状态的炭黑复合材

料。

此外，本发明还涉及从上述炭黑复合材

料中制得的含炭黑的涂覆膜及其磁记录介

质。

背景探讨

炭黑的应用领域较广，可在印刷油墨、

涂料、化妆品和电池等领域充当着色材料、

导电材料和填料等。在磁记录介质中，炭黑

被广泛添加到磁性层、非磁性层和底涂层等

以防止静电，减小摩擦系数，赋予磁带和磁

盘光阻性并增强覆膜强度。

如上所述，炭黑非常有用，可用于众多

领域。但，其高阶结构（称为“结构”）在

溶剂中具有聚集性。粒子越小，上面所提到

的特性就越明显，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

题。譬如，在颗粒磁记录介质中，如果炭黑

在涂层液中聚集，那么就会大大降低涂覆、

干燥涂层液所得磁性层的涂覆光滑度。如果

炭黑在印刷油墨中聚集，那么就会导致颜色

不规则，色调下降。

因此，我们尝试使用各种方法提高炭黑

在溶剂中的分散性，如日本专利 No.

4,239,629 和 No.3,646,507。

由于炭黑的应用范围较广，所以一直以

来都需要提高炭黑的分散率（防止聚集）。

但，形成这种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

提高炭黑的分散率并不容易。譬如，在不必

需要较高的涂覆光滑度（高密度记录所需）

的磁记录介质中，通过传统的方法可在磁记

录场分散炭黑。

发明概要

本发明一方面介绍一种复合材料（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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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其中炭黑在溶剂中的分散度较

高。在参考文献 1（美国专利 No.4,239,629）

中，含有二胺基的胺类化合物可降低炭黑的

分散度。根据参考文献 1所述内容，含有叔

氨基的二元胺可充当炭黑分散剂。

相比之下，本发明的发明者更加深入地

进行了研究。因此，他们发现虽然在参考文

献 1中对含有二胺基的胺类化合物的使用并

未有正面叙述，但下式 1所示含有二胺基的

胺类化合物可提高炭黑在溶剂中的分散度。

式 1

下面将详细介绍。在含有二胺基的胺类

化合物中存在少量与氮原子相连的取代基

的位阻现象，容易形成化学键和发生相互作

用。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降低了炭黑在溶剂中

的分散度，如参考文献 1所述。

相比之下，式 1所示二元胺的结构特点

在于氮原子上的取代基表观较高。因此，所

赋予的位阻现象可抑制形成不必要的化学

键和相互反应，从而不会降低分散性。本发

明的发明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式 1所示二元

胺可提高炭黑在溶剂中的分散性。

本发明基于上述理论设计。

本发明的一方面涉及炭黑复合材料，这

种复合材料含有炭黑以及式 1所示以溶剂形

式存在的胺类化合物。

式中，n为 2～4间的整数，U、V、X和

Y分别表示取代基，这些取代基至少含有一

个碳原子以及碳原子与取代基相结合的化

学键，W和 Z分别为氢原子或取代基。

在一实施例的式 1中，W和 Z为取代基，

这些取代基至少含有一个碳原子以及碳原

子与取代基相结合的化学键。

在一实施例的式 1中，U、V、X、Y、W

和 Z为烷基。

在一实施例的式 1中，n为 2.

在一实施例中，上述炭黑复合材料另外

还含有树脂。

在一实施例中，树脂含有从聚亚胺酯共

聚物和乙烯共聚物中选取的基团。

在一实施例中，溶剂含有酮类溶剂。

在一实施例中，炭黑复合材料可用作磁

记录介质的涂覆材料，譬如可用于形成非磁

性层或磁记录介质的底涂层，或用于制备磁

记录介质。

在一实施例的式 1中，U、V、X、Y、W

和 Z为甲基。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含有炭黑的涂

覆膜，干燥上述炭黑复合材料就可得到这种

涂覆膜。

本发明还涉及到一种磁记录介质，这种

磁记录介质由磁性层和非磁性载体上的粘

合剂组成，磁性层含有铁磁粉。这种磁记录

介质的涂覆膜含有上述炭黑。

在一实施例中，含炭黑的涂覆膜是一种

非磁性层，这种非磁性层位于非磁性载体和

磁性层之间。

在一实施例中，含炭黑的涂覆膜是一种

底涂层，位于非磁性载体表面，与磁性层表

面相对。

本发明一方面介绍一种复合材料（炭黑

复合材料），其中炭黑在溶剂中的分散度较

高。上述炭黑复合材料可用于颗粒磁记录介

质和印刷油墨等用涂覆液体。

实施例详述

炭黑复合材料

本发明一方面介绍的炭黑复合材料含

有式 1所示，以溶剂形式存在的胺类化合物。

如上所述，在式 1所示胺类化合物中，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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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发明者认为二胺基中所含氮原子上的

高表观取代基说明了上述胺类化合物可提

高炭黑在溶剂中的分散性。

下面将详细介绍本发明的炭黑组合物。

本发明炭黑组合物所含胺类化合物是

一种含有下式 1所示二胺基的二元胺。

式 1

在式 1中，n为 2～4间的整数，从溶解

度来看，最好是 2或 3，以 2为佳。

在式 1中，U、V、X和 Y这些取代基（以

下简称“含碳取代基”）至少含有一个碳原

子以及碳原子与取代基相结合的化学键。也

就是说，在式 1中，与二胺基中的氮原子相

连的碳原子至少是一种仲碳原子（至少有两

个相邻的碳原子）。因此，式 1 中氮原子上

的取代基（——C(UVW)和——C(XYZ)）具有

高表观性，可赋予较高的位阻现象，这样便

能提高炭黑在溶剂中的分散性。

在式 1中，多个含碳取代基可以具有相

同的结构，也可以具体不同的结构。含碳取

代基包括二胺基结构、三胺基结构、醚结构、

羟基和乙烯基。也可以包括一些环状结构，

如五元环和六元环。

含碳取代基可以为线型饱和/不饱和烃

基，也可以为支链型饱和/不饱和烃基。上

述烃基可有其它取代基。这些取代基可以是

烷基（如含有 1～6个碳原子的烷基）、羟基、

烷氧基（如含有 1～6个碳原子的烷氧基）、

卤原子（如氟、氯和溴原子）和芳基（如苯

基）。如果存在取代基，那么“碳原子的数

量”就是指取代基之外的部分的碳原子数

量。

从提高分散性的角度看，烃基最好为烷

基，如含有 1～18 个碳原子的线型或支链型

烷基。烷基可取代，也可不取代。

烷基中的碳原子数一般为 1～10，以 1～

8 为宜，以 1～5 为佳，最好为 1～3。更理

想的情况是，含碳取代基一般为甲基或乙

基，最好为甲基。

在式 1 中，W和 Z为氢原子或取代基。

每个 W和 Z可能都含有二胺基结构、三胺基

结构、乙醚结构、羟基或乙烯基结构，可能

含有环状结构，如五元环或六元环。通过进

一步增大二胺基内键合到氮原子上的取代

基的表观密度而达到更好的分散性，至少 W

或 Z的其中一个应为较理想的取代基（含碳

取代基），这种取代基至少含有一个碳原子

以及取代基与之相结合的化学键。最好 W和

Z都为含碳取代基，也就是说，就二胺基内

与氮原子键合的碳原子最好为叔碳原子（有

三个相邻的碳原子）。就 W 和 Z 所示含碳取

代基而言，上面详细描述了 U、V、X和 Y所

示含碳取代基。

上述式 1所示胺类化合物的具体实例包

括下述二元胺。式 1所示胺类化合物可用常

规方法合成，可以选用市售产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