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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复合材料、含炭黑的涂覆膜及其磁

记录介质（续完）

言 信 译

（接上期）

在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中，对所含炭黑

并未作特别限制。可选用炭黑包括橡胶用炉

黑、橡胶用热裂炭黑、着色炭黑、导电炭黑

和乙炔炭黑等。就本发明用炭黑而言，可参

看炭黑协会编制的《炭黑手册》。

譬如，在颗粒磁记录介质中，炭黑可混

合到非磁性层以降低表面电阻 Rs和透射率，

达到理想的显微维氏硬度。将炭黑加入到非

磁性层中也可增大润滑作用。非磁性层用炭

黑的比表面积一般为 50～500m
2
/g，最好为

70～ 400m
2
/g， DBP 吸油值一般为 20～

400ml/100g，最好为 30～400ml/100g。非磁

性层所用炭黑的平均粒径一般为 5～80nm，

以 10～50nm为佳，最好为 10～40nm。

在颗粒磁记录介质的底涂层中加入微

粒状炭黑可降低底涂层的表面电阻和透光

率。就操作信号而言，由于许多磁记录装置

利用的是用磁带的透光性，所以在这些情况

下加入微粒炭黑非常有效。在底涂层用微粒

炭黑中，平均初级粒径最好为 5～30nm，比

表面积最好为 60～800m
2
/g，DBP 吸油值最好

为 50～130ml/100g,pH 值最好为 2～11。

颗粒磁记录介质的磁性层也可使用本

发明炭黑复合材料。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可

用作颗粒磁记录介质的涂覆材料，或通过加

入上述炭黑、式 1所示胺类化合物和其它各

种组分以制备涂覆材料。譬如，炭黑复合材

料可用作涂覆材料，形成颗粒磁记录介质的

非磁性层或底涂层，或制备这样的涂覆材

料。这样就会得到颗粒磁记录介质，其中非

磁性层或底涂层的炭黑分散度较高。

上述炭黑也可用作印刷油墨用颜料。含

有这类炭黑的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可用作

各种印刷用黑色油墨，如喷墨印刷、胶印印

刷和凹版印刷。

从进一步提高炭黑的分散性来看，式 1

的胺类化合物的用量一般占 100重量份炭黑

的 1～50重量份，最好为 1～20重量份。基

于相同的原因，在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中，

相对于 100 重量份炭黑而言，溶剂的总含量

一般为 100～5000重量份。

在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中可使用式 1所

示的一种胺类化合物，或两种或多种胺类化

合物的混合物。

从炭黑的高分散度和式 1所示胺类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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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角度来看，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中所含

溶剂为酮类溶剂，以占溶剂总重量的 50wt%

为宜，最好为 100%的酮类溶剂。酮类溶剂实

例中的酮可以是丙酮、甲基乙基酮、甲基异

丁酮、二异丁基酮、环己酮、异佛尔酮和四

氢呋喃等。除酮类溶剂外，还可以使用其它

溶剂，如乙醇类溶剂、乙醚类溶剂和酯类溶

剂。这些溶剂可单独使用，也可按一定比例

混合使用。

通常，酮类溶剂容易购买。而且，酮类

溶剂的沸点相对更低，更安全，也更容易加

工。因此，酮类溶剂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如磁记录领域、印刷领域和化妆品领域。含

有以酮类溶剂形式存在的溶剂的本发明炭

黑复合材料也可用于上述领域。

还可以用树脂（粘合剂）覆盖微粒子表

面以提高微粒子的分散性。.但，在本发明

炭黑复合材料中，在不使用树脂的情况下，

在含有式 1所示胺类化合物的情况下可提高

炭黑的分散性。具体来说，即使本发明炭黑

复合材料不含树脂，用动态光散射法测得的

液体内呈高分散性的炭黑的粒径小于或等

于 150nm，以小于或等于 70nm 为宜，最好小

于或等于 50nm。

在本文中，动态光散射法测得的液体内

的粒径表示的是一种指数，即炭黑在本发明

炭黑复合材料中的分散状况。该值越低，分

散得越好。用 Horiba 公司制造的 LB-SOO 动

态光散射粒径分析仪可完成动态光散射测

试。为提高测试准确度，可稀释待测液体以

测量液体内的粒径。在这样的情况下，为进

一步提高测量的准确度，最好使用待测液体

内所含溶剂作为稀释剂，最好使用同待测液

体相同的溶剂。

在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中加入树脂可

提高炭黑的分散率。通过加入树脂，炭黑可

达到极高的分散度，液体中粒径小于等于

50nm，甚至小于等于 40nm。不论使用树脂与

否，液体内粒径的最小值应为炭黑的初级粒

径或炭黑的平均初级粒径。

可使用的粘合树脂实例包括聚氨酯树

脂、聚酰胺树脂、氯乙烯树脂、丙烯酸树脂

（共聚苯乙烯、丙烯腈、甲基丙烯酸甲酯等

所得）、纤维树脂（如硝化纤维）、环氧树脂、

酚氧树脂和聚乙烯醇缩烷树脂（如聚乙烯醇

缩醛和聚乙烯醇缩丁醛）。其中，最好使用

乙烯共聚物和聚氨酯树脂。譬如，每 100 重

量份炭黑中树脂的用量可为 1～100 份。

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除含有上述树脂

外，另外还含有异氰酸盐化合物。异氰酸盐

化合物作为硫化剂可与树脂一起形成一种

交联结构，从而增强涂层强度。

可使用双功能或多功能异氰酸盐化合

物（聚亚安酯），最好使用三功能或多功能

异氰酸盐化合物（聚亚安酯）。在颗粒磁记

录介质中充当硫化剂的异氰酸盐化合物在

每 100 重量份树脂中含 5～100 重量份。

本发明的炭黑复合材料根据其用途还

可含有其它添加剂。

可用下列方法测出本发明中炭黑等粉

末状物质的平均粒径。

用 Hitachi 公司制造的型号为 H-9000

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在放大 100.000 倍的情

况下拍摄粒子并打印在总放大率为 500.000

倍的照相纸上以得到粒子的照片。从粒子照

片中选出目标粒子，用数字转换器追踪粒子

的等高线，用 Carl Zeiss 公司的 KS-400 图

像分析软件测定粒子的粒径。500 个粒子的

粒径。上述方法测得的粒径平均值可作为粉

状物的平均粒径。

本发明中粉状物的粒径（以下简称“粉

末粒径”）表示：（1）如果粉末呈针状、梭

形或柱状（高度大于底面最大外径），那么

就表示主轴长度；（2）如果粉末呈片状或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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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厚度或高度小于片状表面或底面的最大

外径），那么就表示片状表面或底面的最大

外径；（3）如果粉末呈球状、多面体或非特

定形状、不能根据形状确定主轴时，就表示

当量圆的直径。“当量圆的直径”根据圆形

投影法测得。就上述粉末粒径定义（1）而

言，平均粉末粒径是指平均主轴长度。就定

义（2）而言，平均粉末粒径是指平均孔板

直径，（最大外径/厚度或高度）的算术平均

值称作平均板率。就定义（3）而言，平均

粉末粒径是指平均直径（也称作平均粒径）。

粉末的平均粉末粒径是上述粉末粒径

的算术平均值，是通过上述方法测量 500 个

初级粒子计算而得。“初级粒子”是指非凝

聚的独立粒子。

同时或按一定顺序混合上述胺类化合

物、炭黑、溶剂和添加剂可制备本发明炭黑

复合材料。

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可用于对炭黑分

散度要求较高的各领域，如颗粒磁记录介

质、印刷用油墨、涂料、化妆品和电池等。

譬如，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可用作磁记录介

质的涂覆材料。这种涂覆材料可形成非磁性

层或底涂层。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涉及干燥本发明

炭黑复合材料所得含炭黑的涂覆膜。

上述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中炭黑在溶

剂中的分散度较高。因此，将上述材料涂覆

在载体上，再进行干燥以得到表面光滑的涂

覆膜。本发明涂覆膜的一实施例为底涂层、

非磁性层、磁性层和磁记录介质等。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到一种磁记录

介质，这种磁记录介质的磁性层含有铁磁

粉，非磁性载体上有粘合剂。非磁性载体含

有干燥上述本发明炭黑复合材料所得含炭

黑的涂覆膜。

本发明磁记录介质中的含炭黑涂覆膜

通常含有粘合剂（树脂）。上面已经详细介

绍了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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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实施例中，含炭黑的涂

覆膜为底涂层，在非磁性载体的反面。在另

一实施例中，含炭黑的涂覆膜是一种磁性

层。上面已经详细介绍了非磁性层、底涂层

和磁性层所含炭黑。

颗粒磁记录介质的非磁性层含有非磁

性粉末和粘合剂。如果颗粒磁记录介质的非

磁性层为含炭黑的涂覆膜，那么非磁性层所

含非磁性粉末的总量可以是炭黑或炭黑和

其它非磁性粉末之和。

在本发明磁记录介质的层构成中，非磁

性载体的厚度最好为 3～80μm。根据所用磁

头的饱和磁化等级、磁头缝隙长度和记录信

号带宽可优化磁性层的厚度。就高容量而

言，磁性层的厚度一般为 10～100nm，最好

为 20～80nm。至少应有一个磁性层。根据磁

性的不同，可将磁性层分为两个或多个。可

使用各种多层磁性层结构。非磁性层的厚度

一般为 0.6～3.0μm，以 0.6～2.5μm为宜，

最好为 0.6～2.0μm。底涂层的厚度一般小

于或等于 0.9μm，最好为 0.1～0.7μm。

如果本发明磁记录介质有非磁性层，那

么只要具有非磁性，非磁性层就会发挥其作

用。即使非磁性层有少量杂质或磁性材料，

本发明也将取得一定的效果，也可以将这类

结构看作基本等同于本发明磁记录介质。

“基本等同”一词是指非磁性层的剩余磁通

密度等于或小于 10mT（100G），矫顽磁性等

于或小于 7.96Ka/m（100 Oe）,最好剩余磁

通密度或矫顽磁性为零。

在本发明磁记录介质中，至少有一层为

上述含碳涂覆膜。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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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下述实例可详细说明本发明。但，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这些实例。

1.不含树脂的炭黑复合材料实例

实例 1

将 1.0 重量份下述炭黑和 0.03 重量份

二叔丁基乙二胺悬浮在含有 12 重量份甲乙

酮和 8重量份环己酮的溶液中。然后向该悬

浮液中加入 120g 0.1mmφ氧化锆珠子

（Nikkato 公司生产），然后再分散混合物

15小时以得到碳分散体。用下述方法可测得

分散粒子的直径（动态光散射法测得液体内

的粒径）为 35nm，约为初级粒径。根据上述

结果可确定上述胺类物质可提高炭黑在溶

剂中的分散度。

炭黑：#950，三菱化工公司生产；

平均初级粒径：18nm；

氮吸附法测得的比表面积：260 m
2
/g；

DBP 吸油值：79 mL/100 g（粉末状）；

pH：7.5

测量分散粒子的粒径的方法（动态光散

射法测试液体内粒子的粒径）

可使用与炭黑分散体所用有机溶剂相

同的有机溶剂，将固相组分的浓度稀释到

0.2wt%（固相组分为炭黑和胺类添加物的总

重量）。其中胺类添加剂包括下述含树脂系

统中所含树脂。

用 Horiba 公司制造的 LB-500 动态光

散射粒径分布测试装置测得的稀释溶液中

粒子的平均粒径为分散粒径。在没有聚集的

情况下，分散粒径越小，炭黑的分散性越好。

2. 含粘合剂树脂炭黑复合材料及涂覆

膜的实例和比较实例

实例 2

将 1.0 重量份实例 1所用炭黑、0.030

重量份二叔丁基乙二胺、0.41 重量份氯乙烯

树脂（Zeon 公司生产的 MR104）和 0.25 重

量份聚醚型聚氨酯悬浮在含有 12 重量份甲

乙酮和 8重量份环己酮的溶液中。然后向该

悬浮液中加入 120g 0.1mmφ氧化锆珠子

（Nikkato 公司生产），然后再分散混合物

15小时以得到炭黑分散体。用上述方法可测

得分散粒子的直径（动态光散射法测得液体

内粒子的粒径）为 30nm。

用间隙为 19μm的刮刀将上述炭黑分散

液涂覆在 Teijin 公司生产的 PEN 基底上，

然后在室温下干燥 30分钟以制得涂覆薄膜。

用下述方法测得的涂覆膜的平均粗糙度为

1.9nm。

表面粗糙度（涂覆膜的光滑度）的测试

方法

用 Zygo 公司制造的 New View 5022 通

用三维表面结构分析仪，在扫描长度为 5μm

的情况下，根据扫描白光干涉法可测试涂覆

膜的表面粗糙度。物镜为 20 倍，中间透镜

为 1.0 倍，测量视场为 260μm×350μm。用

HPF：1.65μm和 LPF：50μm过滤器过滤处

理测试表面以得到中心区平均表面粗糙度

Ra值。

比较实例 1～3

除了表１所列胺类物质的种类和用量

外，炭黑分散体和涂覆膜的制备和评测方法

同实例２所采用方法。

表１给出了上述结果。

胺类物质的反应活性评测

就环己酮和甲乙酮而言，用下述方法可

评价实例 1和实例 2所用胺类化合物的反应

活性。

称取等摩尔量的胺类化合物和溶剂（环

己酮或甲乙酮），混合后，在 50℃的烤炉中

放置 1小时。然后，从烤炉中取出，以 CDCl3

的形态溶解在重溶剂中，并用 NMR 测试。如

果在 NMR光谱中发现溶剂衍生型峰值和胺类

物质衍生型峰值之间存在峰值差异，那么就

可以确定存在反应活性。如果评测了胺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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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和溶剂的反应活性，实例 1和实例 2所

用胺类化合物对环己烷或甲乙酮没有反应

活性。

相比之下，在对比较实例 2和 3所用胺

类化合物进行相同评价后表明胺类化合物

对环己酮和甲乙酮具有反应活性。

表１

胺类物质类型 用量（重量份／１重量份炭黑） 分散粒径（nm）表面粗糙度 Ra（nm）

实例 2
0.030 30 1.9

比较实例 1
0.021 63 2.5

比较实例 2

0.033 59 2.7

比较实例 3
0.015 55 2.8

表 1 的结果说明了使用式（1）的胺类

化合物可提高炭黑在溶剂中的分散度。也说

明了这样可得到表面光滑度较好的含炭黑

的涂覆薄膜。式（1）所示胺类化合物与溶

剂的反应活性较差可归因于分散性有所提

高。

胺类物质的反应活性评测

3.磁记录介质的实例和比较实例

下述“份”数表示“重量份”。

实例 3

磁层用涂覆材料的配方

铁磁板式六角铁氧体粉末：100 份；

不包括氧的复合材料的摩尔比：

Ba/Fe/Co/Zn：1/9/0.2/1；

Hc：183 kA/m (2,300 Oe)，板直径：

25 nm，板比：3

BET 法测得的比表面积：80 m
2
/g

σs：50 A·m
2
/kg (50 emu/g)

聚氨酯（功能团：SO3Na，功能团浓度：

70eq/t）8份

氯乙烯树脂（功能团：——OSO3K，功能

团浓度：70eq/t）14份

油酸:0.2 份

2,3-萘二酚：6份

α-Al2O3（粒径：0.15μm）：5份

炭黑（粒径：100nm）：2份

环己酮：150份

甲乙酮：150份

硬脂酸丁酯：2份

硬脂酸：1份

硬脂酸酰胺：0.1份

非磁性层用涂覆复合材料的配方

炭黑：100份

DBP吸油值：100mL/100g

p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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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 法测得的比表面积：250m2/g

挥发物含量：1.5%

聚氨酯树脂（功能团：—SO3Na，功能团

浓度：70eq/t）20份

氯乙烯树脂（功能团：——OSO3K，功能

团浓度：70eq/t）30份

二叔丁基乙二胺：2份

环己酮：140份

甲乙酮：170份

硬脂酸丁酯：2份

硬脂酸：2份

硬脂酸酰胺：0.1 份

就磁性层用上述涂覆材料和非磁性层

用涂覆材料而言，在开炼机中混合所有组分

60 分钟，然后用氧化锆珠子（平均粒径：

0.5mm）在砂磨机中分散 720 分钟。之后用

平均孔径为 1μm 的过滤器过滤所得分散液

以制备磁性层和非磁性层用涂覆材料。

将非磁性层用涂覆材料涂覆在 1.5μm

的非磁性载体上，并在 100℃下进行干燥。

之后，立即用湿罩干法定量涂覆磁性层用涂

覆材料以得到厚度为 0.08μm的涂层，再在

100℃下进行干燥。在该过程中，如果没有

干燥磁性层，那么可用 300mT（3000 高斯）

的磁铁进行磁场定向。90℃下进行表面光滑

处理，线性压力为 300kg/cm，只含有金属辊

的七段砑光机的速率为 100m/min。

随后，在 70℃下热硫化处理 24 小时，

并将所得产物切割成 1/2 英寸宽以制备磁

带。

用上述方法测试所得磁带磁层的表面

粗糙度为 1.5nm。

比较实例 4

在比较实例 4中，除了在非磁性层用涂

覆材料中，用 2份二叔丁基乙二胺代替比较

实例 3用 2份胺类化合物外，可用相同的方

法制备磁带。也可用实例 3所用方法测得磁

层的表面粗糙度为 2.5nm。

磁层的表面粗糙度极大地影响着电磁

特性和操作稳定性。实例 3中磁层的表面光

滑度远远优于比较实例 4中磁层的表面光滑

度。这是因为非磁性粉末（炭黑）在位于磁

性层下的非磁性层中具有良好的分散性。

另外，用与上述非磁性层用涂覆材料的

配方也可以制得底涂层。根据上述实例结果

可得知炭黑在所形成的底涂层中具有很好

的分散性。

本发明材料可用于多种领域，如磁记录

领域、印刷领域及化妆品领域。

译自美国专利

馆藏号 201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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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多种补强树脂的橡胶胶料

唐昆 译

本发明涉及橡胶胶料，尤其涉及含多种

补强树脂的橡胶胶料。本发明还介绍了这种

橡胶胶料的制备方法及其橡胶制品。

背景技术

轮胎及其它橡胶制品的组成成分——

橡胶胶料，含有橡胶（如天然橡胶、合成橡

胶或两者的混合物）、填料、增塑剂、硫化

剂及其它能改善硫化橡胶胶料物理特性的

化学品。橡胶胶料中还可添加树脂。

树脂通常（但并不总是）为非挥发性的

固体有机物质，可以通过植物自然生成，也

可以通过合成石化材料或其它烃类物质获

取。用在橡胶胶料中，树脂可分为补强树脂

或增塑树脂。在橡胶胶料中添加增塑树脂可

改善橡胶胶料的塑性或加工性。除操作油

外，橡胶胶料中还可添加树脂，或者是替代

操作油以提高硫化橡胶胶料的物理特性。在

橡胶胶料中添加补强树脂可提高硫化橡胶

胶料的硬度。当补强树脂与交联剂反应或相

互反应时，这些补强树脂会同橡胶聚合物链

混合以形成三维网络，从而提高硫化橡胶胶

料的物理特性。这些树脂划分为亚甲基受体

系统/亚甲基供体系统，这些树脂通过缩合

反应以生成一种三维补强树脂网络。

发明概要

本发明的特定实施例包括本发明橡胶

胶料及由这种橡胶胶料制得的橡胶制品和

制备方法。这些实施例包括轮胎组件，其中

轮胎组件中的橡胶胶料以交联弹性体胶料

为基础。这种交联橡胶胶料含有高度不饱和

二烯弹性体和补强填料。其中，第一亚甲基

受体选自于 3-羟基二苯胺、4-羟基二苯胺或

两者的混合物。另外，这类橡胶胶料还含有

第二亚甲基受体和亚甲基供体。其中第二亚

甲基受体选自于酚醛树脂、二苯酚甲烷、二

苯酚乙烷、二苯酚丙烷、二苯酚丁烷、萘酚、

甲酚或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第一亚甲基受体与第二亚甲基受体的

重量比为 4:1～1:4，在特定的实施例中，第

二亚甲基受体为酚醛树脂。

本发明实施例方法包括轮胎组件的制

备方法，如将橡胶胶料与非生产胶料相混

合，这些橡胶胶料含有高度不饱和二烯弹性

体、补强填料、第一亚甲基受体（选取于 3-

对羟基二苯胺、4-对羟基二苯胺或两者的混

合物）和第二亚甲基受体（选取于酚醛树脂、

二苯酚甲烷、二苯酚乙烷、二苯酚丙烷、二

苯酚丁烷、萘酚、甲酚或这些物质的混合

物）。另外，这些方法还包括冷却非生产性

胶料，将亚甲基供体和硫化剂混入到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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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胶料中，将非生产性胶料转变为生产性胶

料。在特定的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将生

产胶料转化成轮胎组件。

通过下述实施例将详细了解本发明的

上述目的、特点及优点。

特定实施例的详细描述

本发明特定实施例中的橡胶胶料至少

含有两个不同的亚甲基受体，一个选取于 3-

对羟基二苯胺（3-HDPA）和/或 4-对羟基二

苯胺（4-HDPA），另一个选取于酚醛树脂。

这两种类型的亚甲基受体在橡胶胶料的亚

甲基受体/供体系统中都可充当亚甲基受体

组分。在这些系统中，亚甲基供体会与亚甲

基受体反应，通过缩合反应生成一种三维补

强树脂网络，以提高橡胶胶料的硬度。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还发现当第二亚甲

基受体与含有 4-HDPA 和/或 3-HDPA（作为亚

甲基受体系统/供体系统的一部分）的橡胶

胶料混合时会产生协同效应，这样在不明显

降低胶料的粘度或硫化粘结性的情况下，可

显著提高硫化橡胶胶料的硬度。

在本文中，“二烯弹性体”和“橡胶”

为同义词，可互换。

在本文中，“非生产性”胶料包括多种

橡胶胶料组分，但不含硫化剂或通常不含主

促进剂。“生产性”胶料是指在非生产性胶

料中加入硫化剂和主促进剂后的胶料。

在本文中，“HDP A”是 3-HDPA、4-HDPA

和两者的混合物的通称。

本文所介绍的橡胶胶料适用于多种橡

胶制品，包括轮胎组件、胶管和传送带等。

由于这些橡胶胶料在硫化时硬度较高，所以

这些橡胶胶料尤其适用于生产需要高硬度

特性的轮胎组件，如三角胶芯、胎圈外护胶

和加强层等胎圈部分和轮胎胎面，包括翻新

轮胎用翻新橡胶。

如前所述，本文所介绍的橡胶胶料在不

降低生胶粘度和硫化粘合特性的情况下可

提高硬度，这种橡胶胶料含有两种不同的亚

甲基受体。除 HDPA 外，橡胶胶料中还可加

入酚醛型第二亚甲基受体。

适宜的第二亚甲基受体包括酚类化合

物，为苯化合物和等效化合物的羟基化衍生

物的总称。该定义主要涉及一元酚，如苯酚

或羟基苯、双酚、多酚（聚羟芳烃）、取代

酚（如烷基酚或芳烷基酚），如双酚、二苯

酚基丙烷、二苯甲烷、萘酚、甲酚、t-丁基

酚、辛基酚、壬基酚、二甲苯、间苯二酚或

类似产品。

酚醛树脂尤其适用于第二亚甲基受体。

这些树脂为酚醛预聚体，通过缩合酚类化合

物和乙醛（尤其是甲醛）可以得到这种酚醛

预聚体。同其它亚甲基受体一样，酚醛树脂

（也称为“两步树脂”）需要用亚甲基供体

充当硫化剂以交联橡胶胶料内的酚醛树脂，

从而得到三维树脂网络结构。通常，硫化温

度在 100℃以上。

本文中橡胶胶料特定实施例的第二亚

甲基受体选取于酚醛树脂、二苯酚甲烷、二

苯酚乙烷、二苯酚丙烷、二苯酚丁烷、萘酚、

甲酚或这些物质的混合物。任何适用于此目

的的亚甲基受体在本发明橡胶胶料的特定

实施例中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

适宜的亚甲基供体可选取于六次甲基

四胺（HMT）、六甲氧基三聚氰胺甲醛（HMMM）、

甲醛、多聚甲醛、三聚甲醛、2-甲基-2-硝

基-1-丙醛、取代型三聚氰胺树脂（如 N-取

代氧甲基三聚氰胺树脂）、甘脲化合物（如

四甲氧甲基甘脲）、脲醛树脂（如丁醇醚化

脲醛树脂）或这些物质的混合物。在一些特

定的实施例中，亚甲基供体最好选用六次甲

基四胺（ HMT）、六甲氧基三聚氰胺甲醛

（HMMM）或这两者的混合物。

在一些特定的实施例中，本发明橡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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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 HDPA 和第二亚甲基受体的总含量为

2～30份，或 5～25 份、10～30份、10～20

份或 3～15份。在一些特定的实施例中，HDPA

与第二亚甲基受体的重量比为 4:1～1:4，或

2:1～1:2。正如前所述，HDPA可以 3-HDPA、

4-HDPA 或这两者的混合物的形式添加到橡

胶胶料中。3-HDPA 为圣克鲁斯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产品，4-HDPA 为新源国际有限公司产

品。

在橡胶胶料中加入亚甲基供体可更好

地与亚甲基受体发生交联，亚甲基供体的添

加量一般占橡胶胶料中亚甲基受体总重量

的 8～80wt%，或 10～60wt%、10～40wt%或

15～35wt%。在特定的实施例中，橡胶胶料

中亚甲基供体的添加量为 0.5～15 份或 1～

10份。在特定的实施例中，第一亚甲基受体

和第二亚甲基受体总重量与亚甲基供体的

重量比为 1:1～10:1。

在本文的橡胶胶料中，弹性体包括高度

不饱和二烯弹性体。二烯弹性体或橡胶是指

弹性体中至少有一部分（即均聚物或共聚

物）来源于二烯单体（不论共轭与否，这种

单体有两个碳碳双键）。

必要的不饱和二烯弹性体是指二烯弹

性体中至少有一部分源于共轭二烯单体，其

中二烯单元（共轭二烯）的含量大于 15mol%。

这样，丁基橡胶、丁腈橡胶或二烯烃共

聚物和 EPDM型α-烯烃共聚物或乙烯醋酸乙

烯共聚物等二烯弹性体并不在上述定义内，

我们可将其称为“必要的饱和”二烯弹性体

（二烯单元的含量低或非常低，即小于

15mol%）。本发明的特定实施例不含必要的

饱和二烯弹性体。

在必要的不饱和二烯弹性体范围内，高

度不饱和二烯弹性体是指二烯弹性体中二

烯单元（共轭二烯烃）的含量大于 50mol%。

本发明的特定实施例不仅不含必要的饱和

二烯弹性体，而且也不含必要的不饱和二烯

弹性体（高度不饱和）。

本发明特定实施例用适宜的橡胶胶料

包括高度不饱和二烯弹性体，如聚丁二烯

（BR）、聚乙戊二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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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戊二烯包括合成顺-1,4

聚乙戊二烯，其顺 -1,4 键的含量大于

90mol%，或者大于 98mol%。

本发明特定实施例用适宜的橡胶弹性

体可以是共聚物，包括丁苯共聚物（SBR）、

丁二烯-异戊二烯共聚物（BIR）、乙戊二烯-

本苯乙烯共聚物（SIR）和异戊二烯丁苯共

聚物（SBIR）及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应当注意的是任何高度不饱和弹性体

可在特定的实施例中充当功能化弹性体。在

与弹性体进行端接前，将弹性体与适宜的功

能剂反应可功能化弹性体。这些功能剂包

括，但不局限于，金属卤化物、准金属卤化

物、烷氧基硅烷、含亚胺的化合物、酯、羧

酸酯金属复合物、烷基羧酸酯金属复合物、

乙醛或酮、酰胺、异氰酸盐、异硫氰酸盐、

亚胺和环氧化物。本专业的技术人员都熟知

这些功能化弹性体的种类。在本发明的一些

特定实施例中可能只有一种或多种功能化

弹性体可用作橡胶胶料，在另一些实施例中

可能含有一个或多个与一种或多种非功能

化高度不饱和弹性体相混合的这些功能化

弹性体。

除橡胶组分和亚甲基受体/亚甲基供体

系统外，本发明橡胶胶料还含有补强填料。

补强填料包括炭黑和白炭黑。本专业技术人

员所熟知的补强填料都可以用在橡胶胶料

中，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在本文橡

胶胶料的特定实施例中，填料选用炭黑。

熟知本专业的技术人员都知道，炭黑这

种有机填料广泛应用于橡胶胶料领域。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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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实施例中，本方法所得到的橡胶胶料中

炭黑的用量为 40～150 份，或 50～100 份。

根据给定用途选用适宜的炭黑。HAF、

ISAF和 SAF 类炭黑通常都用在轮胎胎面中。

炭黑的非限制性实例包括 N115、N134、N234、

N299、N326、N330、N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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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硫化橡胶胶料的理想特性，本发明的特

定实施例可以使用任何补强白炭黑，如沉淀

白炭黑或气相白炭黑，其 BET 比表面积和

CTAB 比表面积都小于 450m2/g，或在 30～

400m
2
/g 之间。本发明橡胶胶料的特定实施

例中，白炭黑的 CTAB 比表面积为 80～

200m2/g，或 100～190m2/g，或 120～190m2/g

或 140～180m
2
/g。CTAB比表面积是根据 1987

年 11 月颁发的标准 AFNOR-NFT-45007 测定

的外比表面积。

本发明橡胶胶料的特定实施例中可使

用高分散性沉淀白炭黑（简称“HDS”），其

中“高分散性白炭黑”是指任何具有解聚能

力，能分散在弹性基质中的白炭黑。这可以

通过用电子或光学显微镜观察薄片判定。高

分 散性 白炭 黑 实例 包 括 Akzo 公 司的

Perkasil KS 430、德固萨公司的白炭黑

BV3380、罗迪亚公司的白炭黑 Zeosil 1165

MP 和 1115 MP、PPG 公司的白炭黑 Hi-Sil

2000 和 Huber 公司的白炭黑 Zeopol 8741

或 8745。

橡胶胶料加入白炭黑的同时也需要加

入一定量的硅烷偶联剂。硅烷偶联剂可以是

含硫磺的有机硅化合物，这种有机硅化合物

可在混炼期间与白炭黑上的硅烷醇基反应，

在硫化期间可与弹性体反应以得到性能有

所提高的硫化橡胶胶料。适宜的偶联剂就是

能在无机填料和二烯弹性体间形成较强的

化学和/或物理键。其中，二烯弹性体至少

有一双功能团，其结构简式为“Y-T-X”，其

中，Y代表能与无机填料发生物理和/化学键

合的功能团（“Y”功能团），譬如偶联剂的

硅原子与无机填料的表面羟基（OH）（如白

炭黑表面的硅醇烷基）间形成的键合；X代

表能通过硫原子与二烯弹性体发生物理和/

化学键合的功能团（“X”功能团）；T代表连

接 Y和 X的二价有机基。

任何含有硫磺的有机硅化合物都可用

于本发明。硅烷分子中含有两个硅原子的硅

烷偶联剂实例包括 3,3'-双（三乙氧基硅烷

丙基）二硫化物和 3,3'-双（三乙氧基硅烷

丙基）四硫化物（称作 Si69）。这些硅烷偶

联剂分别为德固萨公司的 X75-S 和 X50-S。

根据德固萨公司的产品报告，X50-S 的分子

量 为 532 g/mole ， X75-S 的 分 子 量 为

486g/mole。这两种产品都含有与 N330 炭黑

相混合的活性成分，炭黑与活性成分的重量

混合比为 50-50。硅烷分子中含有两个硅原

子的其它硅烷偶联剂实例包括 2,2'-双（三

乙氧基硅烷乙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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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烷分子

中只含有一个硅原子的硅烷偶联剂实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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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烷偶联剂

的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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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橡胶胶料特定实施例不含操作

油，或含少量操作油，最多不超过 5份。熟

知本专业的技术人员都知道操作油主要从

石油中提取，分为石蜡型操作油、芳香族操

作油或环烃型操作油，如 MES 和 TDAE 操作

油。除此之外，操作油还包括植物基操作油，

如向日葵油、菜籽油和植物油。本发明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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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料含有丁苯橡胶等弹性体，这种弹性体内

可掺入一种或多种上述操作油，但操作油的

含量应不超过橡胶胶料中弹性体总含量的

10份。

除上述化合物外，本发明的橡胶胶料另

外还包括轮胎制备用二烯橡胶胶料用其它

组分，如增塑剂、颜料、防护剂（含有抗氧

化剂和/或抗臭氧剂）、硫化阻滞剂、以硫磺

或过氧化物为基础的硫化系统、硫化促进

剂、硫化活化剂和增量油等。如有需要，还

可以添加一种或多种常用的非补强填料（如

粘土、皂土、滑石、白垩或高岭土）。

在一些特定实施例中，硫化系统最好以

硫磺和促进剂为基础，但也可以使用其它硫

化剂。本文所用硫化剂可使橡胶发生交联，

因此，只在生产性胶料中加入硫化剂，这样

才不会过早硫化。这类硫化剂包括硫磺和过

氧化物。在有硫磺存在的情况下，硫化弹性

体用促进剂选取于以下基团，2-巯基苯并噻

唑二硫化物（简称“MBTS”）、N-环己基-2-

苯并噻唑次磺酰胺（简称“CBS”）、N,N-双

环 己基 -2-苯 并噻 唑 次磺 酰胺（ 简称

“DCBS”）、N-叔丁基-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

（简称“TBBS”）、N-叔丁基-2-苯并噻唑次

磺酰亚胺（简称“TBSI”）及这些化合物的

混合物。最好使用磺胺型主促进剂。

另外，硫化系统还包括各种促进助剂或

硫化活化剂，如氧化锌、硬脂酸和胍基衍生

物（尤其是二苯胍）。

可在本专业技术人员熟知的混炼机中

生成本发明橡胶胶料。通常，使用两步连续

的生产方法进行混炼，第一步是在高温下进

行热机械混炼，第二步是在低温下进行机械

混炼。

第一步，有时称之为“非生产性”步骤，

包括彻底混炼（通常采用捏炼）胶料中的各

种组分，但不包括硫化系统和亚甲基供体。

在适宜的捏炼装置（如班伯里密炼机）中进

行第一步热机械混炼，通常，在机械作用前

和对混合物施加高剪切力前，最高温度应保

持在 120～190℃，这样才能很好地分散各组

分。

待混合物冷却后，在低温状态下进行第

二步机械混炼。有时将其称为“生产性”混

炼步骤。该步骤还包括在开炼机等适宜的装

置中将硫化系统和亚甲基供体加入到橡胶

胶料中。

为了防止过早硫化或树脂化交联，应在

温度足够低（即低于混合物的硫化温度和亚

甲基供体/受体系统的交联温度）的情况下，

在合适的时间段（通常为 1～30分钟或 2～

10分钟）内完成第二步混炼。

这种橡胶胶料可形成包括轮胎组件在

内的各种橡胶制品。譬如，可形成轮胎胎面

的胎面花纹或通过压出、模压等工艺直接形

成轮胎胎体。也可形成轮胎胎圈部分或胎侧

部分的其它组件，然后组装成绿色轮胎，并

进行硫化。

另外，通过以下实例可进一步说明本发

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这些实例。实例中

胶料的各项特性如下所述。

根据 ASTM 标准 D1646 测试胶料的门尼

塑性（ML1+4）。通常，未硫化状态下在圆柱

形箱体中模压橡胶胶料，并将胶料加热到

100℃。预加热 1分钟后，保持转速 2rpm，

并在 4分钟后测试转矩。门尼塑性用“门尼

单位”（MU，1MU=0.83 牛顿米）表示。

根据 ASTM 标准 D412，在 23℃下，测试

10%（MA 10）下哑铃状试片的伸长模量（MPa）。

在第二次伸长后测试伸长模量，即在调节循

环后进行测试。这些测试结果是以测试片的

初始横截面为基础的变形模量，单位为 Mpa。

根据 ASTM标准 D2240-97评测硫化后胶

料的肖氏硬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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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STM 标准 D412，23℃下测试 ASTM

C测试片的扯断伸长率（%）和相应的伸长应

力（MPa）。伸长指数是扯断伸长应力（N/mm）

与扯断伸长率（%）除以 100 后的乘积。

从厚度约为 2.5mm的硫化板中切割出测

试试样，再测试其撕裂性能。测试前，应在

垂直于测试方向的测试试样上切割切口。用

Instron 5565 单轴测试系统测量扯断力和

扯断伸长率。压出机机头速度为 500mm/min。

测试温度分别为 23℃和 100℃。撕裂指数是

撕裂力（N/mm）与扯断撕裂应力（%）除以

100后的乘积。

实例 1

该实例比较了以下几种橡胶胶料，包括

不含树脂系统的橡胶胶料（W1）、只含单个

树脂系统的橡胶胶料（W2～W4）、含树脂系

统混合物的橡胶胶料（F1～F2），树脂系统

为提高胶料硬度提供了协同效应。表 1给出

了橡胶胶料配方。4-HDPA 为新源国际有限公

司产品。

硫化包含有硫磺、促进剂和硫化活化

剂，如硬脂酸和氧化锌。

表 1 配方

W1 W2 W3 W4 F1 F2

组分

NR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炭黑，N326 70 70 70 70 70 70

酚醛树脂 6 3

双酚 A 6 3

4-HDPA 6 3 3

六次甲基四胺 1.5 1.5 1.5 1.5 1.5

6PPD 1.5 1.5 1.5 1.5 1.5 1.5

硫化包 12 12 12 12 12 12

未硫化特性

门尼 ML 1+4 77 90 82 77 83 76

硫化特性

MA10,MPa 9.5 18.1 18.7 18.7 22.1 23.0

肖氏硬度 A 75.6 84.2 84.6 84.5 87.1 87.9

伸长应力，MPa 25 17 16 21 22 20

扯断伸长率，% 356 242 248 337 320 317

伸长指数 89 41 40 71 70 63

撕裂力@23℃，N/mm 50 45 53 68 60 53

撕裂应力@23℃，% 115 89 103 136 112 106

撕裂指数@23℃ 58 40 55 92 67 56

就表 1所列各配方而言，将天然橡胶和 除硫磺、促进剂和六次甲基四胺之外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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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组分加入到班伯里混炼机中，直到完全

混合。然后从混料机中取出混合物并转移到

研磨机中待冷却。

待研磨机中的混合物冷却后加入硫化

包和六次甲基四胺，之后研磨生产性胶料一

定时间，直到组分完全混合。然后根据上述

测试步骤测试胶料的特性。在 150℃下硫化

25分钟测试产品的硫化特性。

如表 1 所列，含有 HDPA 和第二亚甲基

受体的两种配方的硬度要明显高于其它配

方的硬度。同样，肖氏硬度 A也明显增大。

我们也应当注意的是绿色橡胶胶料的门尼

粘度没有明显增大（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添加

树脂会提高硬度），粘合特性也没有明显减

弱。

实例 2

该实例比较了以下几种橡胶胶料，包括

含单个树脂系统的橡胶胶料（W5～W7）、含

树脂系统混合物的橡胶胶料（F3～F4），树

脂系统为提高胶料硬度提供了协同效应，胶

料所用 3-HDPA 为 Indspec 公司产品。表 2

给出了胶料配方及用量。

硫化包含有硫磺、促进剂和硫化活化

剂，如硬脂酸和氧化锌。

改性酚醛树脂 PN160 为 Cytec 公司产

品，间苯二酚酚醛树脂 B19 为 Indspec.公司

产品。

按实例 1的方法混合表 2所列配方，再

进行硫化、测试。表 2也给出了所测橡胶胶

料的物理特性。

同样，如表 2 的结果所示，含有 HDPA

和第二亚甲基受体的两种配方胶料的硬度

展现了混合树脂的协同效应。同本发明胶料

相比，从对应胶料的加权平均值可观察到协

同效应，即 W5和 W7的 MA 10加权平均值为

13.6MPa，而 F3 的 MA10 加权平均值为

14.4MPa。另外还可发现本发明配方的粘合

特性也有所提高。

表 2 配方

W5 W6 W7 F3 F4

组分

NR 100 100 100 100 100

炭黑，N234 50 50 50 50 50

改性酚醛 PN160 6 3

Penacolite B19 6 3

3-HDPA 6 3 3

六次甲基四胺 2 2 2 2 2

6PPD 2 2 2 2 2

硫化包 10.5 10.5 10.5 10.5 10.5

未硫化特性

门尼 ML 1+4 79 90 75 78 85

硫化特性

MA10,MPa 12.0 10.1 15.2 14.4 13.2

肖氏硬度 A 80.7 77.9 84.8 83.4 81.9

伸长应力，MPa 24.9 22.9 24.9 26.3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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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断伸长率，% 395 343 419 435 417

伸长指数@23℃ 98 79 104 114 108

撕裂力@23℃，N/mm 64 43 70 69 78

撕裂应力@23℃，% 146 105 165 166 173

撕裂指数@23℃ 93 45 116 115 136

撕裂力@100℃，N/mm 24 26 30 32 30

撕裂应力@100℃，% 74 83 86 98 92

撕裂指数@100℃ 17 22 26 31 27

译自世界专利

馆藏号 201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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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宽至少含有一种非导电聚合物的导

电炭黑复合材料的渗滤斜率（待续）

向晴 译

本发明涉及的热塑静电耗散材料（ESD）

含有热塑树脂相和分散在热塑树脂相中的

填料复合物。这种填料复合物含有导电炭黑

和非导电聚合物。本发明还介绍了这种静电

耗散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其制品。

发明背景

静电散射材料常用于敏感电子设备以

减小和/或预防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电荷聚

集。譬如，在半导体和汽车行业中，静电聚

集会给电子元件带来永久性损伤，近而带来

危害。

传统的静电散射材料是在聚合基质或

连续的聚合物相中使用导电炭黑等导电填

料而赋予静电耗散材料导电性。静电耗散材

料的表面电阻为 E6～E9(ohm/sq)。如图 1

所示，使用传统的材料，渗滤曲线（表面电

阻对填料填充量）较陡，这样就使能达到理

想表面电阻的填料浓度的范围较窄。这样，

浓度和/或导电填料填充量的幅度变动很小

都可能会给静电耗散特性带来较大的影响。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较稳定的静电耗散

材料，这种静电耗散材料可在各种胶料和不

同的加工条件下提供理想特性。本披露的各

实施例将予以说明。

发明概述

根据本发明目的，本发明介绍了改性静

电耗散材料。这种复合材料通常含有热塑聚

合物基质或连续的热塑聚合物相和分散填

料相，其中由填料系统或填料混合物组成的

分散填料相分布在热塑聚合物相中。填料系

统或填料混合物通常含有导电炭黑和非导

电聚合物。

在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本发明所涉及的

静电耗散材料含有

a）连续的热塑聚合物相；和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该填料相中

的填料混合物包括

i.导电炭黑；和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填料混合物的填充体积占复合材

料总体积的 7.4～10.5vol%，复合材料的表

面电阻为 10
6
ohm/sq～10

9
ohm/sq。

在另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本发明涉及的

静电耗散材料含有：

ａ）晶状连续热塑聚合物相和

ｂ）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这种分散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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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中的填料混合物含有

i.导电炭黑；和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填料混合物的填充体积占复合材

料总体积的 5.0～6.0vol%，复合材料的表面

电阻为 10
6
ohm/sq～10

9
ohm/sq。

在另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本发明涉及到

的静电耗散材料含有:

ａ）连续的热塑聚合物相和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该填料相中

的填料混合物包括

i：导电炭黑；和

ii：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混合物的公差值为+0.37～+1.0。

在另外的实施例中，本发明涉及的静电

耗散材料含有：

a）至少含有一种聚碳酸酯的连续热塑

聚合物相，和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该填料相中

的填料混合物包括

i：导电炭黑 ENSACO 250G；和

ii：至少一种从含有丙烯腈共聚物包封

的聚四氟乙烯和 MIPELON XM 221U 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基团中选取的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填料混合物的填充体积占复合材

料总体积的 7.4～10.5，非导电聚合物占填

料总填充量的 15～25wt%，复合材料的表面

电阻为 106ohm/sq～109ohm/sq。

在另外的示例性实施例中，本发明涉及

的静电耗散材料，含有：

ａ）含有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的连续晶

状热塑聚合物相和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该填料相中

的填料混合物含有

i：导电炭黑 ENSACO 250G；和

ii ： 超 高 分 子 量 聚 乙 烯 MIPELON

XM221U；

其中，填料混合物的填充体积占复合材

料总体积的 5.0～6.0vol%，非导电聚合物占

填料总填充量的 15～25wt%,复合材料的表

面电阻为 106ohm/sq～109ohm/sq。

在另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本发明涉及的

静电耗散材料，含有

a）至少含有一种从含有聚对苯二甲酸

二丁酯和聚碳酸酯的基团中选取的连续热

塑聚合物相；和

b）至少一种分散填料相，该填料相中

的填料混合物含有

i：导电炭黑 ENSACO 250G；和

ii：至少一种从含有丙烯腈共聚物包封

的聚四氟乙烯和 MIPELON XM 221U 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基团中选取的非导电聚合物；

其中非导电聚合物占填料总含量的

15～ 25wt%,混合物的公差值为 +0.37～

+1.0。

本发明同时还介绍了本发明复合材料

及其制品的制备方法。

在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本发明所涉及的

静电耗散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

骤：

a）准备热塑聚合物复合材料；

b）准备填料混合物，含有

i：导电炭黑；和

ii：非导电聚合物；

c）混合填料混合物与热塑树脂以得到

一种复合材料，

其中，填料混合物的填充体积占复合材

料总体积的 7.4～10.5vol%，复合材料的表

面电阻为 10
6
ohm/sq～10

9
ohm/sq。

在另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本发明所涉及

的静电耗散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几个

步骤：

a）准备晶状热塑聚合物材料；

b）准备填料混合物，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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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导电炭黑；和

ii）非导电聚合物；

c)混合填料混合物与热塑聚合物材料

以得到一种复合材料，

其中，填料混合物的填充体积占复合材

料总体积的 5.0～6.0vol%，复合材料的表面

电阻为 106ohm/sq～109ohm/sq。

在另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本发明所涉及

到的静电耗散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几

个步骤：

a）准备热塑聚合物材料；

b）准备填料混合物，含有

i：导电炭黑；和

ii：非导电聚合物；

c)混合填料混合物与热塑聚合物以得

到一种复合材料，

其中，混合物的公差值为+0.37～+1.0。

图纸简述

图 1为传统导电炭黑填充热塑树脂静电

耗散材料的渗滤曲线。

图 2为实例中本发明复合材料和几种比

较复合材料的表面电阻渗滤曲线，在这些实

例中，或只使用导电炭黑作填料，或使用导

电炭黑与三种不同等级的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UHMWPE”）混合物作为填料混合物，其

中含有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复合材料还含

有聚碳酸酯。

图 3为实例中本发明复合材料和一种比

较复合材料的表面电阻渗滤曲线，在这些实

例中，或只使用导电炭黑作填料，或使用丙

烯腈共聚物包封的聚四氟乙烯（“TSAN”）和

导电炭黑的混合物作填料混合物。

图 4为实例中本发明复合材料和一种比

较复合材料的表面电阻渗滤曲线，在这些实

例中，或只使用导电炭黑作填料，或使用导

电炭黑与 UHMWPE的混合物作为填料混合物，

其中含 UHMWPE 的复合材料含有聚对苯二甲

酸丁二酯（“PBT”）。

发明详述

本文中的“烷基”一词是指含有 1～24

个碳原子的支链型或非支链型饱和烃基，如

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正丁基、异

丁基、叔丁基、戊基、己基、庚基、辛基、

癸基、十四烷基、十六烷基、二十烷基和二

十四烷基等。“低级烷基”是指含有 1～6个

碳原子的烷基。

本文所用“烷氧基”一词是指一种通过

单个端基醚键键合的烷基键，也就是说“烷

氧基”可定义为-OR 基，其中 R为上述烷基。

“低级烷氧基”是指含有 1～6 个碳原子的

烷氧基。

本文中的“烯基”是指含有 2～24个碳

原子且结构式中至少有一个碳-碳双键的烃

基。(AB)C=C(CD)等不对称结构既包括 E 异

构体，又包括 Z异构体。这可以从结构式中

的不对称烯烃推论而出，或可用键 C明确表

示。

本文中的“炔基”是指含有 2～24个碳

原子且结构式中至少有一个碳-碳三键的烃

基。

本文中的“芳基”是指任何碳基芳族基，

包括，但不限于，苯基、萘基等。“芳族”

一词也包含“杂芳基”，是指至少在芳基环

内含有一个杂原子的芳基。杂原子包括，但

不限于，氮、氧、硫和磷。芳基可被取代，

也可不被取代。芳基可被一个或多个基团取

代，这些基团包括，但不限于，烷基、炔基、

烯基、芳基、卤化物、硝基、氨基、酯、酮、

乙醛、羟基、羧酸或烷氧基。

本文中的“环烷基”一词是指至少含有

三个碳原子的非芳族碳环。这些“环烷基”

包括，但不限于，环丙基、环丁基、环戊基

和环己基等。

“杂环烷基”是上述环烷基中至少有一



增宽至少含有一种非导电聚合物的导电炭黑复合材料的渗滤斜率（待续） 向晴 译

第 18 页 共 20页

个环上的碳原子被杂原子所替代的环烷基。

其中，杂原子，包括，但不限于，氮、氧、

硫或磷。

本文的“芳烷基”一词指的是含有与

芳香基相连的上述烷基、炔基或烯基的芳

基。譬如，这种芳烷基可以是苯甲基。

本文的“羟烷基”一词指的是至少有一

个氢原子被羟基取代的上述烷基、烯基、炔

基、芳基、芳烷基、环烷基、卤代烷基或杂

环烷基。

本文的“烷氧烷基”一词指的是至少有

一个氢原子被上述烷氧基取代的上述烷基、

烯基、炔基、芳基、芳烷基、环烷基、卤代

烷基或杂环烷基。

本文的“酯”一词指的是分子式为—C

（O）OA 的物质，其中，A 为上述烷基、卤

代烷基、烯基、炔基、芳基、杂芳基、环芳

基、环烯基、杂环烷基或杂环烯基。

本文的“碳酸基”一词是指分子式为

-OC(O)OR 的基团，其中 R为上述氢基、烷基、

烯基、炔基、芳基、芳烷基、环烷基、卤代

烷基或杂环芳基。

本文中“羧酸”的分子式为-C（O）OH。

本文中“乙醛”的分子式为—C（O）H。

本文的“酮基”一词是指分子式为

-C(O)R 的基团，其中 R为上述烷基、烯基、

炔基、芳基、芳烷基、环烷基、卤代烷基或

杂环芳基。

本文的“羧基”一词指的是分子式为 C=O

的基团。

本文“醚”的分子式为 AOA1，其中 A和

A
1
可以各自为上述烷基、卤代烷基、烯基、

炔基、芳基、杂芳基、环烷基、环烯基、杂

环烷基或杂环烯基。

本文“磺-氧基”的分子式为-S（O）2R、

-OS（O）2R、-OS（O）2OR，式中 R为氢基、

烷基、烯基、炔基、芳基、芳烷基、环烷基、

卤代烷基或杂环烷基。

在本文中，“数均分子量”一词或“Mn”

可相互交换使用，是试样中所有聚合物链的

统计平均分子量，其计算式为：

其中 Mi为链的分子量，Ni为该分子量下

链的数量。通过本专业所熟知的技术可确定

聚碳酸酯聚合物或聚碳酸酯-PMMA 共聚物等

聚合物的 Mn值。应当了解，Mn 为凝胶渗透

色谱法所测值，用聚碳酸酯标准标定。譬如，

在试样浓度为 1mg/ml 的情况下，用适宜的

流动相溶剂，利用交联苯乙烯-二乙烯苯柱

可完成凝胶渗透色谱法。

在本文中“重均分子量”或“Mw”可相

互交换使用，其计算式为：

其中 Mi为链的分子量，Ni为该分子量下

链的数量。同 Mn 相比，在确定对重均分子

量的影响时，Mw考虑了给定聚合物链的分子

重量。因此，给定聚合物链的分子量越大，

分子量对 Mw的影响越大。应当了解 Mw为凝

胶渗透色谱法所测值。在一些情况下，Mw

用凝胶渗透色谱法测定，用聚碳酸酯标准标

定。在试样浓度为 1mg/ml 的情况下，用适

宜的流动相溶剂，利用交联苯乙烯-二乙烯

苯柱可完成凝胶渗透色谱。

在本文中“聚合物分散指数”或“PDI”

可相互交换使用，其计算式为

PDI 值大于等于 1，但当聚合物链接近

链的平均长度时，PDI值保持不变。

文中聚碳酸酯包括共聚碳酸酯、均聚碳

酸酯和（共）聚酯碳酸酯。

“残留物”和“结构单元”在本文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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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的组分。

本文中的各种组分要么可从市售商品

中购买，要么可通过本专业技术人员所熟知

的方法生产。

如上所述，本披露介绍了改性静电耗散

材料。该材料通常含有热塑聚合物基质或连

续的热塑聚合物相及分散填料相，该分散填

料相由填料系统或分布在热塑聚合物相的

材料组成。这种填料系统或填料组分通常含

有导电炭黑和非导电聚合物。

同传统的静电耗散材料相比，在本披露

一实施例中，本披露的静电耗散材料具有相

对更稳定的渗滤曲线。在不希望受到本理论

束缚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含有导电炭黑和非

导电聚合物的填料组合物在临界填充条件

下形成了连续的导电网络，该临界值也称为

渗流阈值。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本发

明组合物具有相对较平稳的渗滤曲线，这样

可在保持理想的表面电阻的情况下制备含

有各种填料组合物的静电耗散材料。因此，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中，在材料的加工过程

中，即使填料组合物中填料填充量或填料分

布的少许改变或波动也不会明显影响本发

明静电耗散材料的性能。

譬如，本发明材料还可以具有理想的机

械特性、热学特性和/或形态特性。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本发明材料

的表面电阻（SR）为 106～109ohm/sq，包括

实例值 10
7
和 10

8
ohm/sq。表面电阻也可在上

述两个范围内。譬如，材料的表面电阻可为

107～108ohm/sq。

如上所述，本发明材料含有一种或多种

形成热塑聚合基质或连续热塑聚合相的热

塑聚合树脂。热塑聚合树脂包括，但不限于，

聚碳酸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聚酰胺、

聚碳酸酯-聚硅氧烷共聚物、聚苯硫醚、聚

缩醛、聚醚醚酮和聚酰亚胺。在另一实施例

中，本披露材料所用聚酰亚胺包括聚酰胺酰

亚胺、聚醚酰亚胺和聚苯并咪唑。在另一实

施例中，聚醚酰亚胺含有可熔融成型聚醚酰

亚胺。

本发明材料中可存在连续的热塑聚合

物相，其理想含量一般以占材料总重量的百

分比表示。譬如，本发明实施例中，热塑聚

合物相的含量占材料总重量的 5wt%～

95wt%，包括其它实例含量，如 10wt%、15wt%、

20wt%、25wt%、30wt%、35wt%、40wt%、45wt%、

50wt%、55wt%、60wt%、65wt%、70wt%、75wt%、

80wt%、85wt%和 90wt%。在另一实施例中，

热塑聚合物相可在上述范围值内。譬如，热

塑聚合物相的含量占材料总重量的 5wt%～

15wt%或 5wt%～20wt%，或 50wt%～85wt%。

在另一实施例中，本发明材料中可存在

连续的热塑聚合物相，其理想含量一般以占

材料总体积的百分比表示（vol%）。譬如，

本发明实施例中，热塑聚合物相的含量占材

料总体积的 5%～95vol%，包括其它实例含

量，如 10vol%、15vol%、20vol%、25vol%、

30vol%、35vol%、40vol%、45vol%、50vol%、

55vol%、60vol%、65vol%、70vol%、75vol%、

80vol%、85vol%和 90vol%。在另外的实施例

中，热塑聚合物相可在上述范围值内。譬如，

热塑聚合物相的含量占材料总体积的

5vol% ～ 15vol% 或 5vol% ～ 20vol% ， 或

50vol%～85vol%。

在另一实施例中，热塑聚合物基质或连

续的热塑聚合相可以为结晶基质或结晶相。

连续的结晶热塑聚合相可含有聚对苯二甲

酸丁二酯（PBT），包括美国 SABIC 创新塑料

公司的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在其它实施例中，连续的热塑聚合物相

至少含有一种聚碳酸酯聚合物。在其它实施

例中，连续的热塑聚合物相含有聚碳酸酯共

聚物。



增宽至少含有一种非导电聚合物的导电炭黑复合材料的渗滤斜率（待续） 向晴 译

第 20 页 共 20页

本文中的聚碳酸酯并不仅仅指特定的

聚碳酸酯或聚碳酸酯基团，而是指任何含有

重复碳酸基链的化合物。在一实施例中，聚

碳酸酯包括美国专利 No.7786246 中所述任

何一种或多种聚碳酸酯。

在一实施例中，聚碳酸酯聚合物可以是

脂肪族-二醇基聚碳酸酯。在另一实施例中，

聚碳酸酯聚合物含有从二羟基化合物衍生

而出的聚碳酸酯单元，譬如可以含有有别于

脂肪族-二醇基的双酚。在其它实施例中，

示例性的聚碳酸酯聚合物包括芳香族聚碳

酸酯。通常，在有一种或多种催化剂存在的

情况下，通过一个或多个芳族二羟基化合物

和碳酸二酯进行转酯化反应可制备芳香族

聚碳酸酯。

在一实施例中，适宜的双酚化合物的非

限制性实例包括：4,4'-二羟基联苯、1,6-

二羟基萘、2,6-二羟基萘、二(4-羟基苯)甲

烷、二(4-羟基苯)二苯甲烷、二(4-羟基

苯)-l-萘甲烷、l,2-二(4-羟基苯)乙烷、

l,l-二(4-羟基苯)-l-苯乙烷、2-(4-羟基

苯)-2-(3-羟基苯)丙烷、二(4-羟基苯)苯基

甲烷、2,2-二(4-羟基-3-溴苯)丙烷、1,1-

二(羟基苯)环戊烷、1,1-二(4-羟基苯)环己

烷、l,l-二(4-羟基-3-甲苯基)环己烷、l,l-

二(4-羟基苯)异丁烯、l,l-二(4-羟基苯)环

十二烷、反式-2,3-二(4-羟基苯)-2-丁烯、

2,2-二(4-羟基苯)金刚合金、(α,α'-二

(4-羟基苯)甲苯、二(4-羟基苯)乙腈、2,2-

二(3-甲基-4-羟基苯)丙烷、2,2-二(3-乙基

-4-羟基苯)丙烷、2,2-二(3-n-丙基-4-羟基

苯)丙烷、2,2-二(3-异丙基-4-羟基苯)丙

烷、2,2-二(3-叔-丁基-4-强基苯)丙烷、

2,2-二(3-t-丁基-4-羟基苯)丙烷、2,2-二

(3-环己基-4-羟基苯)丙烷、2,2-二(3-烯丙

基-4-羟基苯)丙烷、2,2-二(3-甲氧基-4-羟

基苯)丙烷、2,2-二(4-羟基苯)六氟丙烷、

l,l-二氯-2,2-二(4-羟基苯)乙烯、l,l-二

溴-2,2-二(4-羟基苯)乙烯、1,1-二氯-2,2-

二(5-苯氧基-4-羟基苯)乙烯、4,4'-二羟基

二苯甲酮、3,3-二(4-羟基苯)-2-丁酮、l,6-

二(4-羟基苯)-l,6-己二酮、乙二醇二(4-羟

基苯)乙醚、二(4-羟基苯)乙醚、二(4-羟基

苯)硫化物、二(4-羟基苯)亚砜、二(4-羟基

苯)砜、9,9-二(4-羟基苯)芴、2,7-二羟基

芘、6,6'-二羟基-3,3,3',3'-四甲基螺(双)

二氢化茚("螺二氢茚双酚")、3,3-二(4-羟

基苯)苯酞、2,6-二羟基二苯并-p-二氧岂、

2,6-二羟基噻蒽、2,7-二羟基酚黄素、2,7-

二羟基-9,10-二甲基吩嗪、3,6-二羟基二苯

并呋喃、3,6-二羟基硫芴和 2,7-二羟基咔唑

等，另外还包括由上述二羟基芳族化合物组

成的化合物。

在另一实施例中，示例性的双酚化合物

可包括 1,1-二(4-羟基苯)甲烷、1,1-二(4-

羟基苯)乙烷、2,2-二(4-羟基苯)丙烷(以下

简称“双酚 A”或“BPA”)、2,2-二(4-羟基

苯)丁烷、2,2-二(4-羟基苯)辛烷、l,l-二

(4-羟基苯)丙烷、1,1-二(4-羟基苯)正-丁

烷、2,2-二(4-羟基-1-甲苯基)丙烷、1,1-

二(4-羟基-叔-丁基苯)丙烷、3,3-二(4-羟

基苯)苯并[C]吡咯酮、2-苯基-3,3-二(4-羟

基苯)苯并[C]吡咯酮(“PPPBP”)和 9,9-二

(4-羟苯基)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