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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蒙脱土并用对 ＨＮＢＲ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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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ＨＮＢＲ／ＯＭＭＴ纳米复合材料的性能，在分析螺杆泵定子橡胶实际破坏形式的基础上，结合
各种检测手段研究炭黑的最佳加入份数以及炭黑／蒙脱土材料并用的效果．结果表明：炭黑 Ｎ３３０用量对材
料的硫化时间影响较小，但能显著提高门尼粘度和邵氏硬度；对ＨＮＢＲ／ＯＭＭＴ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阿克隆
磨耗性能及耐原油介质老化等性能进行测试发现，Ｎ３３０加入份数为４０ｐｈｒ时配方综合性能最优；交联密度
测试表明，蒙脱土的加入会影响过氧化物的交联作用，应适当增加过氧化物和助交联剂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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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杆泵定子橡胶多用于高温、高压、高腐蚀的
恶劣环境，受工作条件的影响其使用寿命一般较

短，迫切需要开发新型定子材料．传统的螺杆泵定
子材料为丁腈橡胶（ＮＢＲ），其耐油性能差，浸油
膨胀率达１５％［１］，耐臭氧、耐候和耐辐射性能较

差，满足不了密封要求［２］．氟橡胶由于价格昂贵
和工艺性较差，限制了其应用范围．聚丙烯酸酯橡
胶虽然耐热性高于丁腈橡胶，但是强度低、耐水

性、耐磨性差，弹性和耐油性也不够优越，特别是

工艺性差，应用范围比较狭窄［３］．氢化丁腈橡胶
（ＨＮＢＲ）通过对丁腈橡胶链段上丁二烯单元进行
选择氢化，将不饱和双键加氢反应生成饱和Ｃ—Ｃ
单键［４］．它既具有良好的耐油、耐臭氧［５］、耐磨和

耐化学品腐蚀性［６］，又具有良好的压缩永久变

形、耐热和耐低温性能，可用于制造苛刻条件下使

用的密封制品［７］．但 ＨＮＢＲ的生产工艺复杂，价
格较昂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在工业领域的

推广应用．



粘土与高分子的复合改善了聚合物的力学性

能、耐热性［８］、阻隔性［９－１１］、阻燃性［１２－１３］和生物

降解性等．ＯＭＭＴ能以纳米尺度分散在 ＨＮＢＲ基
体中，使气体或液体小分子在聚合物基中的扩散

必须绕过这些片层，增加了其在聚合物基体中的

扩散有限途径［１４－１５］，在有效延长橡胶材料使用寿

命的同时兼顾力学性能，这正是螺杆泵定子橡胶

材料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在实际应用中，尽管
ＯＭＭＴ对橡胶具有更为优异的补强作用［１６］，但实

际生产中必须加入炭黑，一方面为降低成本，另一

方面增强体系的性能．
　　本文研究炭黑 Ｎ３３０加入份数对橡胶工艺性
能、门尼粘度、力学性能、耐介质老化性能等的影

响，采用阿克隆磨耗研究了炭黑加入份数对橡胶

磨耗性的影响，并采用 ＳＥＭ分析 ＯＭＭＴ／炭黑并
用对材料耐磨耗性的影响．

１　实　验
１１　原材料

ＨＮＢＲ，牌号４３０７，丙烯晴质量分数为４３％，

门尼粘度 ＭＬ（１＋４）
１００℃：６２，残余双键质量分数小

于０７％，德国 Ｂａｙｅｒ公司产品．ＯＭＭＴ，牌号为
１４４ＰＮ，北京怡蔚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硫化剂选
用双２５，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氧基）
己烷，助交联剂二甲基丙烯酸锌分散体ＳＲ６３４、１，
２聚丁二烯分散体Ｒｉｃｏｎ１５３Ｄ．防老化体选用４，４
－双（α，α－二甲基苄基）二苯胺 Ｎａｒｇａｒｄ４４５和
甲基硫醇基苯并咪唑锌ＺＭＭＢＩ，增塑剂为ＴＰ７９５，
其他助剂为市售．
１２　制备过程

将ＨＮＢＲ／ＯＭＭＴ复合物按表１配方置于开
炼机中混炼，前辊 ６５℃，后辊 ７０℃，小辊距开
炼．加料顺序为ＺｎＯ、ＭｇＯ、防老剂ＺＭＭＢＩ，防老剂
４４５，混合均匀后添加 Ｎ３３０和 ＴＰ７９５，促进剂
Ｒｉｃｏｎ１５３Ｄ、ＳＲ６３４，最后添加硫化剂双２５．助剂加
入后，调整辊距至 １ｍｍ翻炼 ５次，调整辊距下
片，冷却存放 １６ｈ．然后采用高铁公司（ＧＴ－
Ｍ２０００Ａ）无转子硫化仪确定硫化时间，并在平板
硫化机上进行硫化．

表１　ＨＮＢＲ橡胶的配方

组分 ＴｈｅｒｂａｎＡ ４３０７ＯＭＭＴ Ｎ３３０ ＭｇＯ ＺｎＯ Ｒｉｃｏｎ１５３Ｄ ＳＲ６３４ ４４５ ＺＭＭＩ ＴＰ７９５ 双２５

质量／ｇ １００ １０ 变量 ２ ２ ６ ２ １１ ０４ ８ １０

１３　分析与测试
试样在液氮中脆断 （样片厚约 ２ｍｍ，宽约

４ｍｍ），用ＦＥＩ．ｓｉｒｉｏｎ２０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荷兰
飞利浦公司）对断面的形貌特征进行观察．未硫化
橡胶门尼黏度按ＧＢ／Ｔ１２３２１—１９９９检测；门尼焦
烧ｔ５按 ＧＢ／Ｔ１２３３—１９９２检测；硫化特性按ＧＢ／Ｔ
１６５８４—１９９６检测．硫化胶力学性能按照橡胶国家
标准 ＧＢ／Ｔ５２８—１９９８，ＧＢ／Ｔ５２９—１９９９在电子万
能试验机（长春试验机研究院）进行测试．阿克隆
磨耗按照国标ＧＢ／Ｔ１６８９—１９９８，在阿克隆磨耗试
验机（高铁检测仪器有限公司）．硬度测试参照国
标ＧＢ／Ｔ５３１—１９９９，在邵氏硬度计上检测（北京计
量检测科学院）．耐介质实验方法按ＧＢ／Ｔ１６９０—
１９９２检测，采用大庆油田开采的原油和井液的混
合物，在９０℃、１６８ｈ进行．

密度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ρ＝
Ｍ１ρ０
Ｍ１－Ｍ２

． （１）

式中：ρ为试样密度，ｇ／ｃｍ３；Ｍ１为试样在空气中的
质量，ｇ；Ｍ２为试样在水中的质量，ｇ；ρ０为蒸馏水
的密度，ｇ／ｃｍ３．

交联密度测定采用平衡溶胀法测定，溶剂为

丁酮，将已知质量（ｍａ）的试样在丁酮中溶胀至平
衡，称取溶胀平衡后试样质量（ｍｂ），按式（２）计算

溶胀平衡试样中硫化胶的体积分数（ｒ），再根据

Ｆｌｏｒｙ－Ｒｅｈｎｅｒ方程按式（３）计算硫化胶的交联密
度．

ｒ＝
１

１＋（
ｍｂ
ｍａ
－１）×

ρｒ
ωρｓ

， （２）

式中ρｒ为生胶的密度，ρｓ为溶剂的密度（丁酮密度
为０８０５ｇ／ｃｍ３），ω为配方中生胶的质量分数．

Ｆｌｏｒｙ－Ｒｅｈｎｅｒ方程为

Ｖｅ＝ １２Ｖ０
［
ｌｎ（１－φｒ）＋φｒ＋ｘφｒ

２

φｒ／２－φｒ
１／３

］， （３）

式中χ为聚合物和溶剂的作用参数（试验中为
０３４），Ｖｍ为溶剂的摩尔体积（丁酮的摩尔体积为
８９１５ｃｍ３／ｍｏｌ）．

耐疲劳性能试验按照国家标准 ＧＢ１６８７—９３
检测，在（２３±２）℃、相对湿度为５０％的空气中停
放２４ｈ后在压缩疲劳试验机测试，测试条件为：预
应力１ＭＰａ，压缩频率３０Ｈｚ，预压高度２４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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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炭黑加入份数对工艺性能的影响
２１１　对硫化时间的影响

炭黑的用量对硫化曲线的影响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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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炭黑用量对ＨＮＢＲ／ＯＭＭＴ硫化曲线的影响

　　随着炭黑含量的增加，橡胶交联所需要的时
间ｔｃ９０呈增加趋势，当炭黑加入份数为１０ｐｈｒ的时
候其ｔｃ９０为１６５ｍｉｎ，而炭黑量添加到６０ｐｈｒ的时
候其ｔｃ９０是１７５ｍｉｎ，这种趋势有限，炭黑加入份数
对该ＨＮＢＲ的交联作用并没有产生较为明显的影
响．炭黑表面虽然含有大量能够同橡胶分子相结
合的—ＣＯＯＨ、—ＯＨ等基团，但是它们并不会对过
氧化物分解所产生的自由基产生捕捉作用，因此

炭黑对过氧化物硫化 ＨＮＢＲ的交联时间作用不
大，正硫化时间和焦烧时间也未发生明显改变．
２１２　对门尼粘度的影响

图２给出了炭黑的加入份数对门尼粘度的影
响，炭黑量增加，胶料门尼粘度明显上升，炭黑从

１０ｐｈｒ增至４０ｐｈｒ时，每增加１０ｐｈｒ的炭黑，胶料
均匀增加 １０个门尼粘度，但是从炭黑量增加至
４０ｐｈｒ以后，门尼粘度随炭黑量增加而剧增，每增
加１０ｐｈｒ用量的炭黑，增加２５门尼粘度，炭黑用
量对橡胶门尼粘度的影响较大．门尼粘度反应橡
胶加工性能的好坏和分子量高低及分布范围宽

窄．门尼粘度高，胶料不易混炼均匀及挤出加工，
其分子量高、分布范围宽；门尼粘度低，胶料易粘

辊，其分子量低、分布范围窄；门尼粘度过低，硫化

后制品抗拉强度低．门尼粘度 －时间曲线还能体
现出胶料硫化工艺性能．

在高剪切力作用下，炭黑粒子可以进入粘土

片层聚集体之间的空洞区域．在熔融状态下，橡胶
分子链段可通过热运动进入到炭黑粒子表面的空

洞结构中而同炭黑结合生成结合橡胶，进一步限

制了高分子链段的运动；且炭黑表面的活性基团

（—ＯＨ、—ＣＯＯＨ等）可与有机化改性的蒙脱土表

层基团形成氢键，即 ＯＭＭＴ片层结构中引入细粒
子补强，在这种情况下，插入到蒙脱土片层结构中

的高分子链段的运动也受到了抑制作用．综合以
上２种因素，高分子链段运动空间受到限制，在宏
观上表现为橡胶的门尼粘度增加．胶料门尼粘度
在炭黑用量达到４０ｐｈｒ后急剧增加，是由于炭黑
在胶料中存在一个饱和值（试验配方约为 ４０
ｐｈｒ），当添加炭黑量超过这个饱和值时，炭黑会在
胶料内部团聚从而使门尼粘度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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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炭黑用量对门尼粘度的影响

２２　炭黑加入份数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２２１　对应力应变与应力软化效应的影响

炭黑加入份数对 ＨＮＢＲ／ＯＭＭＴ纳米复合材
料的拉伸强度－断裂延伸率曲线的影响如图３所
示，随着炭黑用量的增加，曲线越来越接近塑料的

拉伸行为，即曲线越来越接近一条有一定斜率的

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23 %4%( 123 $4$( 123

#4#( 123 "4"( 123 !4!( 123

图３　炭黑用量对复合材料拉伸强度 －断裂延伸率曲线
的影响

　　在图３的拉伸强度－断裂延伸率曲线中，１号
试样的尾部也出现了类似２号试样的曲线折点，
对此分析认为，在工业化条件下，一方面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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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较小的炭黑份数

加入对橡胶的性能有一定的影响，在达到一定的

力时，材料相应地达到了伸长的临界值，在此时，

随着力值的改变，断裂延伸率改变较小，因此在拉

伸强度－断裂延伸率曲线上出现了拐点．
另外，根据复合材料拉伸强度 －断裂延伸率

曲线可得到表２中材料的力学性能，综合各种性
能考虑，当炭黑的加入份数为４０ｐｈｒ时，材料具有
最佳的力学强度．

炭黑加入份数对纳米复合材料的应力软化效

应的影响如表３所示，随着拉伸次数的增加，材料
的１００％定伸总体上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且炭黑
含量越高，这种下降程度越明显．对此我们认为主
要是随着炭黑量的增加，插层进入到层状硅酸盐

的高分子运动空间受到双重限制，经过拉伸以后

产生的蠕变变形在较短的时间里很难得到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它所表现出来的应力软化效应也越

显著．
表２　炭黑用量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项目
炭黑用量／ｐｈｒ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１００％定伸强度／ＭＰａ １６３ １６９ １７９ １８２ １８７ １８９
２００％定伸强度／ＭＰａ １７９ １８６ ——— ２１４ ——— ———

断裂延伸率／％ ２７１ ２６２ １９８ ２２０ １７０ １８２
拉伸强度／ＭＰａ １９６ ２００ ２２１ ２２１ ２１４ ２１３
永久变形／％ ２４ ２７ ２６ ２７ ２９ ３０
弹性模量／ＭＰａ ７２ ７１ １１１ １００ １２６ １１７

表３　炭黑加入份数对纳米复合材料的应力软化效应的影响

拉伸强度／ＭＰａ
炭黑用量／ｐｈｒ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第１次 １６２０ １６８１ １７３２ １８２１ １８７７ １８８０

第２次 １５２１ １５７２ １６４２ １７５６ １８３０ １８５０

第３次 １５４０ １５３２ １６７０ １７３０ １８１２ １７４０

第４次 １５４６ １４３２ １５７０ １６８０ １７５２ １７４２

第５次 １５３１ １４８２ １６５３ １６５０ １７６０ １７３５

２２．２　对耐介质拉伸性能的影响
炭黑用量对材料耐介质性能的影响如图４所

示，在以插层型纳米材料为基体的橡胶材料中，传

统的补强体系炭黑对橡胶的补强作用并不明显：

炭黑用量从１０ｐｈｒ增加至３０ｐｈｒ，橡胶的拉伸强
度仅仅从１９６ＭＰａ增加至２２１ＭＰａ，炭黑的用
量继续增加，胶料的拉伸强度则慢慢下降，但是变

化程度都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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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耐介质前后纳米复合材料拉伸强度

　　耐介质试验后拉伸强度的变化，经分析认
为，炭黑的加入份数对橡胶耐介质性能有较大

的影响．炭黑加入份数从 １０ｐｈｒ增加至 ２０ｐｈｒ
时，其拉伸强度保持率从 ５１％上升至最高值
７１９％，炭黑加入份数继续增加，拉伸强度保持
率逐渐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增加至６０ｐｈｒ
时仍然有５９％的保持率，并且当炭黑的加入分
数为３０ｐｈｒ时，其拉伸强度经过耐介质试验以
后还能有最高为 １５７２ＭＰａ的拉伸强度．在剪
切力的作用下，炭黑粒子进入到 ＯＭＭＴ片层结
构之间的空洞区域，从而使 ＯＭＭＴ片层之间的
结构更加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片层结构对有

机小分子的阻隔效应更加明显，从而减少了小

分子物质对橡胶基体的侵蚀作用，使橡胶在较

为苛刻的条件下仍能够保持较大的拉伸强度；

随着炭黑加入份数的的进一步增加，炭黑粒子

在橡胶基体内部团聚，一方面破坏了蒙脱土片

层结构的阻隔作用，小分子能够较为容易渗入

对基体产生侵蚀；另一方面也在内部起到应力

作用中心，从而使材料拉伸强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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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对耐介质撕裂强度的影响
炭黑加入份数对材料耐介质前后撕裂性能影

响如图５所示，改变炭黑的加入份数对撕裂强度
有一定的影响，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炭黑量的在

一定范围内增加有助于提高橡胶材料的耐介质性

能．耐介质实验前炭黑从１０ｐｈｒ到５０ｐｈｒ时，撕
裂强度逐渐增大并达到最大值５１０９ｋＮ·ｍ－１，
继续增加炭黑量，撕裂强度逐渐迅速下降，由于炭

黑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在材料内部由于团聚而产

生缺陷，导致受力时易于产生应力集中，而使材料

破坏．耐介质后的撕裂强度，则在炭黑加入份数为
４０ｐｈｒ时达到最大值３７２５ｋＮ·ｍ－１，在４０ｐｈｒ
时，随着炭黑量的增加或者减少，撕裂强度保持率

均呈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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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纳米复合材料耐介质前后的撕裂强度

２２４　对耐介质邵氏硬度的影响
炭黑加入份数对复合材料邵氏硬度的影响如

图６所示，随着炭黑用量的增加，橡胶的邵氏硬度
不断增加，当炭黑的用量从１０ｐｈｒ增至２０ｐｈｒ时，
橡胶材料的邵氏硬度从 ７９增加到 ８１，但是从
２０ｐｈｒ增加至３０ｐｈｒ时硬度却增加了４，达到８５３．

由于炭黑的加入，炭黑粒子上的活性基体同

橡胶分子结合生成结合橡胶，限制了片层结构之

外的高分子的运动；炭黑粒子还经过开炼机剪切

作用进入片层结构之间的空洞区域，进一步限制

了本来已经分散到蒙脱土片层之间的高分子链段

的运动空间，最终使胶料的邵氏硬度明显上升．耐
介质试验后的邵氏硬度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硬

度保持率基本上都在９７５％左右．对此认为经过
耐介质试验之后，部分小分子物质如水、烃类溶胀

进入到橡胶材料内部，而原来相对分子量较高的

增塑剂 ＴＰ７９５等则被抽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
链段运动空间得到扩展，在宏观上表现出邵氏硬

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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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纳米复合材料耐介质前后的邵氏硬度

２２５　耐介质实验对试样质量及交联密度的影响
交联密度采用平衡溶胀法测定，这里选择耐

介质前后的１２个试样进行测试，测试溶剂用丁
酮，对耐原油介质前后试样测试的结果如表４和
表５所示，交联密度测试的结果如表６所示，分析
认为，耐介质实验前质量损失集中在６３％左右，
并且随着炭黑用量的改变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

而经过耐介质以后其质量损失率却在１１５％左
右，且其质量损失量随着炭黑用量的增大而逐渐

减小．对此分析认为，在高温高压等极为苛刻条件
下，大分子链段运动比较剧烈，小分子物质取代大

分子增塑剂产生了的空间，而小分子物质在温和

的条件下易被丁酮再次抽取出来．对于未经过耐
介质试验的样品则由于进行溶剂溶胀试验条件比

较温和，再加上纳米粒子的阻隔效应，只有靠近表

面的一小部分增塑剂能够被抽取出来．

表４　耐介质之前试样的质量

项目
炭黑加入份数／ｐｈｒ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初始质量ｍａ／ｇ ０８０７９ ０８１９８ ０８３７５ ０８３４６ ０８６８０ ０９０８５
溶胀平衡质量ｍｂ／ｇ ２６６６０ ２５０２３ ２４６０９ ２３５０２ ２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干燥后质量ｍｃ／ｇ ０７５７５ ０７６８０ ０７８３５ ０７７９５ ０８１２０ ０８５３３
质量损失／％ ６２４ ６３２ ６４５ ６６０ ６４５ 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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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耐介质之后试样的质量

项目
炭黑加入份数／ｐｈｒ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初始质量ｍａ／ｇ １４７５８ １４８３９ １５３０８ １５６３２ １５９４２ １６３４１

溶胀平衡质量ｍｂ／ｇ ４１９４１ ３９６４４ ３５４３７ ３９２５２ ３６３７０ ３６５２０

干燥后质量ｍｃ／ｇ １２８７７ １３１３０ １３５３０ １３８０４ １４２１８ １４８１２

质量损失／％ １２７４ １１５２ １１６１ １１７０ １０８１ ９３６

表６　炭黑加入份数对复合材料交联密度的影响

项目
炭黑加入份数／ｐｈｒ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含胶率α／％ ０６３５ ０５９７ ０５６５ ０５３３ ０５０６ ０４８２

ｍｂ／ｍａ１ ３３０ ３０５ ２９４ ２８２ ２５３ ２４２０

ｍｂ／ｍａ２ ２８４ ２６７ ２３１ ２５１ ２２８ ２２３０

ｒ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３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７

ｒ２ ０２２０ ０２２７ ０２６１ ０２２４ ０２４４ ０２４３

交联密度Ｖｅ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２

交联密度Ｖｅ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６ ０２０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材料的交联密度相对于纯炭黑体系（０２左
右）来说相对偏小．ＯＭＭＴ以片层状均匀分散到
橡胶基体中阻隔了高分子之间的自由接触．过氧
化物分解产生的自由基夺取高分子链上的氢原子

使大分子链活化，在没有蒙脱土阻隔时该大分子

很容易和其周围的其它活化大分子结合到一起而

形成交联键，但是由于蒙脱土片层的存在，一部分

活化的大分子只能够同蒙脱土片层碰撞而终止．
较多的炭黑粒子使其能够有更多的几率同高

分子之间形成物理交联点，这些物理交联作用同

样能够限制高分子的运动，因此，交联密度随炭黑

量的增加而增大．耐介质实验后的交联密度上升，
则可能是过氧化物分解是一个一级反应，随着时

间的延长，交联反应继续进行所致．

２２６　对耐介质试验后密度的影响
炭黑加入份数对耐介质试验前后材料密度的

影响见表７．由表７可见，随着炭黑量的增加，橡
胶的密度逐渐增大，并且经过耐介质试验以后，密

度稍有下降．分析认为，虽然 Ｎ３３０的表观密度只
有０３７５ｇ／ｃｍ３，但是由于橡胶材料的高分子链段
在混炼的过程中能够运动到炭黑表面的空腔中，

生成结合橡胶从而使材料在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

总体积减小，密度上升．经过耐介质试验以后密度
下降，分析认为，由于增塑剂在耐介质过程中被抽

取出来，小分子烃类、水等渗入补充原来增塑剂所

占据的空间，而烃类、水等的密度小于增塑剂，所

以密度会在一定程度下降．

表７　耐介质实验前后复合材料的密度

复合材料密度
炭黑加入份数／ｐｈｒ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实验前密度／（ｇ·ｃｍ－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２７ １１６９ １１７５ １２１３ １２２１

实验后密度／（ｇ·ｃｍ－３） １０８９ １１１７ １１５０ １１５５ １１８３ １２０１

２２７　对耐介质溶胀度的影响
耐介质溶胀度试验采用大庆油田原油作为介

质，在耐高温高压陈化釜中，温度为１５０℃，时间
为１６８ｈ，测试结果如表８所示．耐介质溶胀度是
定子橡胶材料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决定了定子和

转子之间配合的稳定性．由表８可知，其耐介质体
积膨胀率均分布在１１８％～１４％，与仅加３０ｐｈｒ
炭黑增强的传统橡胶材料有着２２３％的体积膨
胀率来比，纳米复合材料现出巨大的优势；炭黑用

量的改变对耐介质体积膨胀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的纳米增强材料主要归因于 ＯＭＭＴ较大的长径
比，能够通过曲线通道原理对小分子烃类等起到

良好的阻隔性能．
材料耐介质膨胀率整体偏大是由试验条件不

同引起的；同时，基体材料 ＨＮＢＲ自身极性较大，
在原油与水共存的体系中虽然具有良好的耐油

性，但是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其耐水性能将会在高

温下大打折扣，因此，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其体积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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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率整体偏大，但由于纳米组分的添加，仍然能够 被控制在１５％之内．
表８　纳米复合材料的耐介质溶胀度测试

项目
炭黑加入份数／ｐｈｒ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实验前体积／ｃｍ３ ２３６７ ２３７１ ２３７０ ２３９３ ２３８０ ２４５１

实验后体积／ｃｍ３ ２６９９ ２６５０ ２６８０ ２７０９ ２６９４ ２７４１

体积膨胀率／％ １４０ １１８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２０

２３　对耐压缩疲劳的研究
耐压缩疲劳试验主要是为了模拟定子橡胶材

料在井下受到转子的周期性挤压应力的作用下定

子橡胶的连续工作特性．本实验检测试件６件，邵
氏硬度分别为７９、８１、８５３、８６９、９１和９２３，结果
５号、６号试件未达到预定时间即破坏，另外４个
试件测试结果见表９．从表中数据得知，静压缩形
变、终动压缩形变、永久变形和试底温升总体上随

硬度的增大而增大，疲劳寿命稳定在４５万次左

右，只有初动压缩形变变化比较随机，但是稳定在

３％以内．
无机填料越多，高分子链段运动受到的限制

作用越大，在较大外力作用下产生的大形变也越

难得到恢复，因此，永久形变随着硬度的增加而非

常明显的规律性逐渐增加．另外，根据这一规律推
测试样５、６没有能够检测出疲劳寿命是因为在某
次压缩过程中试样产生的形变过大，没有得到及

时的恢复所造成的．
表９　压缩疲劳测试结果

试样 静压缩形变／％ 初动压缩形变／％ 终动压缩形变／％ 永久形变／％ 试底温升／℃ 疲劳寿命／次

１０ ７８３２ －００３６ ３７６８ ５０４０ ３３５００ ４４９９１

２０ １１１９２ ２９９８ ７４４６ ６３２０ ４３８００ ４４９９５

３０ ９７７２ ０４６５ ５１７０ ８７９５ ５２３００ ４４９８９

４０ ９２５０ －０１８７ ９２０８ ９８６１ ５５８００ ４４９９９

２４　对阿克隆磨耗的影响
橡胶磨耗是橡胶表面受到摩擦力作用而使橡

胶表面发生微观毁损脱落的现象，耐磨耗性能是

许多橡胶制品重要的检验指标，直接影响其使用

寿命．在室温下测定了ＨＮＢＲ／ＯＭＭＴ纳米复合材
料的阿克隆磨耗，如图７所示，磨耗随炭黑加入份
数增加而增加．炭黑加入份数只是在一定用量范
围内才能降低阿克隆磨耗，有限量无机填料的加

入会阻止裂纹扩展，提高撕裂强度和定伸应力，从

而有效降低阿克隆磨耗．尤其是传统补强体系炭
黑的增加，这种作用更加明显：炭黑与橡胶分子具

有较好的亲和性，熔融的橡胶分子链段通过热运

动进入到炭黑粒子表面空洞结构形成物理交联作

用；且炭黑表面的活性基团（—ＯＨ、—ＣＯＯＨ等）
由于炭黑上带有的活性基团能够同橡胶的分子链

段结合生成结合橡胶，这两个方面均有助于降低

阿克隆磨耗，但在材料的硬度很大的情况下增加

炭黑用量只能使材料内部产生更多的应力集中

点，进而使磨耗增大．
为了解释阿克隆磨耗随炭黑量增加而增加，

利用扫描电镜对磨耗表面进行观察，形貌如图８
所示．由图８可知，阿克隆磨耗试验以后，纳米复
合材料表面与纯炭黑增强体系有很大不同：复合

材料的表面在持续的摩擦力作用下呈层状撕裂，

磨耗脱落物亦呈相对较大的块状；而单纯采用炭

黑增强的体系，表面则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磨耗脱

落物呈现细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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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ＨＮＢＲ／ＯＭＭＴ纳米复合材料材料的阿克隆磨耗

　　由于蒙脱土具有光滑而致密的表面，缺少同
高分子紧密结合的活性基团，使其与橡胶分子链

之间的作用力与它同炭黑粒子之间的结合力相比

要小很多．尽管片层结构能够对因应力集中而产
生的银纹起到及时的终止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

磨耗过程中并不占主导作用，因此，纳米复合材料

在与粗糙表面持续摩擦的过程中其磨耗程度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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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炭黑体系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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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橡胶材料阿克隆磨耗后其表面的ＳＥＭ照片

３　结　论
１）炭黑／ＯＭＭＴ并用显示，随着炭黑 Ｎ３３０用

量的增加，胶料硫化特性未发生改变，但是显著提

高了门尼粘度和邵氏硬度，加工性能逐渐变差，对

橡胶的硫化时间影响较小．
２）机械性能随着炭黑用量的增加先增加后

减小；拉伸性曲线和应力软化效应显示随着炭黑

量的增加，橡胶材料模量和脆性增大，性能越来越

趋近于塑料．
３）加入炭黑后在耐介质试验测试表明纳米

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得到了很好的保持．
４）层状硅酸盐的加入影响了过氧化物的交

联作用，应适当增加过氧化物和助交联剂的用量．
５）通过机械性能、阿克隆磨耗性能及耐原油

介质老化等性能测试，当 Ｎ３３０的加入份数为
４０ｐｈｒ时复合材料综合性能的达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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