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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橡胶密封制品是一类涉及到我国国防建设和 

经济建设的重要橡胶产品，在航天，航空，船舶，机 

械，汽车及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医药，食品和家用 

电器等行业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橡胶制品已 

成为各行各业的基础部件或重要配件。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源稀缺和环保意识 

的增强，对橡胶密封制品的使用性能、可靠性和 

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橡胶密封制品行、I 而临 

更多新的挑战。尤其是汽车工业发展成为国民经 

济的支柱产业，对橡胶密封制品的发展起到极大 

的推动作用。由于现代汽车追求高速化和舒适性， 

对橡胶密封制品如骨架汕封、橡胶0形圈、异型 

密封件等的密封性能提高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此外，纺织印染等行业使用的橡胶密封制品的耐 

水性和耐气透性标准越来越高。因此，研究如何 

提高密封制品的密封性能成为橡胶制品生产企业 

和研究部门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橡胶密封性能的 

优劣又与硫化胶的j 缩永久变形性能优劣有着密 

切的关系。 

硫化橡胶经过压缩应力的作用，当应力卸除 

后，硫化胶有一部分形变是无、弦恢复的，称为永久 

变形。当压缩永久变形增加到一定值时，橡胶密封 

制品会发生润滑油泄漏等现象，进而导致密封性 

能的下降，使制品失去使用价值，凶而压缩永久变 

形的大小是衡量橡胶制品密封性能好坏及使用寿 

命长短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研究影响硫化胶压 

缩永久变形的各种因素，对橡胶密封制品的生产 

和检测有着十分显著的指导意义。 

2 影响橡胶压缩永久变形的主要因素 

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压缩永久变形的大小主要是由橡胶配方和生产 

工艺共同决定，橡胶配方中生胶的品种及各种 

配合剂的品种和用量不同，都会使硫化胶的各 

项性能包括压缩永久变形产生很大差异，而改 

变加工工艺条件，也会影响胶料中各种配合剂 

的分散状况，进而影响橡胶的各项性能。硫化胶 

在经历高温压缩时，交联键的耐热稳定性大小 

也是决定压缩永久变形大小的因素之一，在相 

同条件下，硫化胶的交联键的键能越高，耐热稳 

定性越好，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就越低。事实 

． k影响硫化橡胶压缩永久变形的因素是较多的 

和复杂的，以下主要从配方和工艺两个主要因 

素分别进行讨论。 

2．1 配方囚素 

影响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的配方因素包括生 

胶，硫化体系，填充补强体系，软化体系，防老剂 

以及各种橡胶加工助剂等。 

2．1。1 橡胶牛胶 

2．1．1．1 橡胶品种和牌号 

橡胶密封制品常用的橡胶品种包括天然橡 

胶、丁腩橡胶、氯丁橡胶、乙丙橡胶、丁基橡胶， 

聚氨酯橡胶、丙烯酸酯橡胶、氯醚橡胶，高档的 

胶种还有硅橡胶、氟橡胶、氢化丁腈橡胶、氟硅 

橡胶等。不同的橡胶品种对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 

形有较大影响，一般而言，乙丙橡胶、丁基橡胶 

和丙烯酸酯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较大，而氯醚橡 

胶等次之，天然橡胶和丁脯橡胶等较小。通常乙 

丙橡胶和丁基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高达6o～8o％， 

而丙烯酸酯橡胶和氯醚橡胶的压缩水久变形为 

so～7o％，火然橡胶和丁腈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 

在10％和30％之间，如粜配方得当甚至低于5％ 

以下 

不同牌号的同一种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也有 

较大差异。选用丙烯腈含量分别为 10％、18％、 

26％、33％和40％丁腈橡胶，研究了在 1O0℃和 

130℃下橡胶压缩永久变形随丙烯腈含量变化的关 

系，其结果如图 l所示l 。 

从图1中看出，温度为100℃时，随着丁脯橡 

胶中丙烯腈含量的提高，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变 

化不大。而温度升高到130℃，丁腈橡胶的压缩永 

久变形随丙烯腈含量的增加先降低后增大，当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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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脯含量为20％时，压缩永久变形较小。可见，丙 

烯脯含量为2o一30％时，丁鹏橡胶的压缩永久变 

形较低。 

L  

芒 

．  

婷 

雨烯腈 常／ ％ 

囤l丁腈橡胶的丙烯腈含量对压缩永久变形的影响 

注：压缩永久变形条件为 1 00℃X 48 h。或 1 3 0℃×4 8 h 

2．1．1．2橡胶共混 

在橡胶加上过程巾，绎常采刚不同种橡胶 

共混的方法，以将它们的性能进行取长补短，性 

能互补 丁基橡胶 (1 I R)与三元乙丙橡胶 

(EPI)M)都是高饱和度的橡胶，二者具有良好的 

相容性和共硫化性 由于三元乙丙橡胶老化交 

联变硬，而丁基橡胶老化降解变软，因此并用三 

元乙丙橡胶不仅可以改善丁基橡胶的压缩永久 

变形及动态性能，而且可以提高丁暴橡胶的抗 

硫化返原性。 

橡胶的不同共混比对共混胶的压缩永久变形 

有一定的影响。表1显示了TIR／EPDM共混比对硫 

化胶永久变形的影响I2)。 

由表 1可以看出，纯丁皋橡胶和纯三元乙丙 

橡胶的』|i缩水久变形较大，分别为62％和78％。 

随着共混胶中EPDM所占用量从0份增加至40份， 

I IR／EPDM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随之减少，从 

G2％降低至44％。而当EPDM的比例继续增加， 

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又提高，从44％升高到 

78％，也即压缩永久变形在 【I R／EPD~共混比为 

SO／aO时达到最小值。这可能足共混比为SO／40 

时，二种橡胶达到良好的相容状态，硫化胶的交 

联网络结构比较完善而致密，凶此硫化胶的压缩 

永久变形较低。 

表1 I IR／EPDM共混比对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的影响 

}E：压缩水久变形条件：1 O0℃x 24 h．压缩率为 25％。 

2．1．2硫化体系 

同一种橡胶可以采用不同硫化体系进行硫化，如三元乙丙橡胶 (EPD~I)和氢化丁腈橡胶 (ItNBR)可 

以采用硫黄、给硫体或过氧化物进行硫化，而氟橡胶可以采用胺类硫化体系、双酚硫化体系或过氧化物 

硫化体系等。丙烯酸酯橡胶和氯醚橡胶可以采用硫黄硫化或三聚硫氰酸 (TCY)硫化。 

采用 同的硫化体系的氢化丁脯橡胶的交联键类型不同，交联密度和力学性能也有较大差异。表2 

显示硫化体系对氢化丁腑橡胶压缩永久变形的影响n】。 

表2 IINBR的压缩永久变形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硫化体系的ItNBR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当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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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r 5o℃，不同硫化体系的丁鹏橡胶的压缩永久 

变形按从大到小排列分别为无硫体系 有效体系 

过氧化物硫化体系。而当温度超过50℃后，压缩 

永久变形的排列顺序为有效体系 无硫体系，过氧 

化物硫化体系。这足因为低温下硫化胶压缩永久 

变形高低主要i{I交联密度大小来决定。在以上几 

种硫化体系巾，采』1】过氧化物的硫化胶交联密度 

较高，无硫体系的交联密度较低，所以过氧化物硫 

化的HNBR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较小，而无硫体系 

的压缩永久变形较人。随着压缩试验选择的温度 

提“，硫化股【f1的文联键的键能大小对 缩永久 

变形的影响超过了交联{孛f度的作J{j而成为主璺芒幽 

索。过氧化物、有效体系和无硫体系三种硫化体系 

f}1形成的交联键分别为碳～碳键，多硫键和单硫 

键 (或双硫键)，三种键能按大小排列分别为碳一 

碳键，多硫键 单硫键。因为交联键键能高的硫化 

股的 缩永久变形较低，所以在高温下，无硫体系 

的 缩永久变形比有效体系的要低，而过氧化物 

低。 

2．1．3填充补强体系 

丙烯酸酯橡胶 (ACM)是由丙烯酸酯与少量的 

_变联单体共聚而成的一类耐油橡胶，其分予主链 

为饱和结构，侧链含有酯基，所以具有优异的耐热 

和耐油性能，适合生产耐热油的橡胶密封制品。丙 

烯酸酯橡胶在耐热、耐油性能方面仪次于氟橡胶 

和氢化丁腑橡胶而优于丁鹏橡胶，而价格远低于 

氟橡胶。ACM广泛用 卜车用散热管、汕冷却管、油 

封、膜片等。 

炭黑品种对丙烯酸酯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的 

影响立IJ 2所示【 。 图2可见，压缩永久变形按 

dlJl、 大的顺序排列为半补强炭黑(SRF)<快 1i出 

炭黑( I?)<高耐廓炭黑(IIAF)<巾超耐磨炭黑 

(I SAF)。对丁ACM硫化胺，压缩永久变形大小的基 

规律为炭黑c非炭黑，高PIl值的炭黑c低pI{值的 

炭黑，低结构炭黑c高结构炭黑，大粒径炭黑 小粒 

径炭黑。随炭黑用量的增加，压缩永久变形有增大 

的趋势。而且炭黑粒径越小，压缩水久变形的增加 

幅度越快。 

值得注意的是，小同品种填充补强剂对硫化 

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影响明显。一般来说，大多数 

橡胶在填充沉淀白炭黑或未经改性的天然陶士后 

得到的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都会比填充炭黑的大。 

嶷黑嘲量．价 

图 2 嶷黑品种及用量对丙烯酸酯 

橡胶压缩永久变形的影响 

基本配方：ACM 1OOphr．硬脂酸 1 phr，防老剂 2phr，炭黑 

变量．硫黄 0．3—1．Ophr．硬酯艘钠 3 6 phr， 

硬酯酸钾 0．3 1．0 phr 

硫化条件：1 80℃×1 Omi n (未经二段硫化)： 缩永久变 

形条件：150c x 70h 

2．1．4其他助剂 

氢化丁腑橡胶 (IINBR)具有优异的耐热、耐 

油、耐磨和高强度等特点，是一类高饱和度的特种 

橡胶。tINBR一般采取过氧化物硫化，助交联剂应 

J{j于过氧化物配合巾，将抑制分r链裂解剐反应， 

并提高共交联性，可改善胶料的力学性能和耐热 

性等，增加硫化胶硬度，并显著改善压缩永久变 

形。常用的助交联剂分为两大类，一类足分f巾不 

含烯丙基氢，如三羟甲皋丙烷三丙烯酸酯(TMP FA) 

和N，N’ 问苯基双马来酰亚胺 (HVA一2)等，以 

加成而非氢取代参与交联反应，另一类则是含有 

烯丙摹氢的分r，如 1，2一聚丁二烯 (PB)，二烯 

丙基邻苯二酸酯 (D A P)和三烯丙蔡异氰酸酯 

(TAIC) 

表3显示了不同助交联剂对HNBR硫化胶的 

缩永久变形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添加不同 

助交联剂的HNBR与空白样相比，压缩永久变形明 

显减小，其中采用PB的HNBR胶料压缩永久变形下 

降最大，降幅达16．2％，I'AIC对降低压缩永久变形 

的效果次之，HVA一2再次。这是}tt于加入助交联 

剂以后，ItNBR的交联程度提高了，交联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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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较好的完善。同时也表明分子结构中含有烯 

丙基的助交联剂对改善胶料的压缩永久变形效果 

更为明显。 

表3不同助交联~flINqHNBR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的影响 

注：三种助交联剂用量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添加防老剂MB的硫化胶与加 

入其他防老剂的相比，压缩永久变形较低。这丰 

是【lI-f 防老剂MB除了可提高胶料的耐老化性能， 

还具有一定的促进交联作用，因此相比较而吉，加 

入防老剂MB的硫化胶的交联程度较高，压缩永久 

变形得到改善。 

2．2工艺条件 

橡胶加工工艺主要包括混炼，硫化以及硫化 

后处理如。-段硫化等方而。 

2．2．1混炼 

橡胶的混炼包括牛胶的塑炼和共?昆，各种配 

合剂的力Il料顺序、混炼温度、混炼时间等。不同的 

混炼工艺对各种橡胶助剂_叟Il硫化剂、促进剂、补强 

剂等在橡胶巾的分散有着很人影响，进而造成硫 

化胶的力 ：性能包括压缩永久变形的差异。 

硫化剂和促进剂用量较少，因此这两种配合 

剂在股料巾的均匀分散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两 

种或-史多种生胶共}昆的体系，I{】于各种配合剂在 

不同生胶中的分配本身存在差异，因此混炼工艺 

的选取是否合理对硫化胶的性能有明显的影响。 

假如硫化剂和促进剂在胶料巾分散不均，会造成 

硫化时产品不同部位胶料的硫化程度小同，配合 

剂多的地方硫化速度较快，胶料的交联程度较高， 

而配合剂少的位置往往交联程度不够，造成硫化 

胶的交联网络结构存在较大的缺陷，使各项性能 

下降，同时压缩永久变形也增火。 

炭黑和白炭黑等是橡胶的主要补强剂，而炭 

黑在胶料中的分散程度好坏也将直接影响到胶料 

的混炼均匀性，进而影响硫化胶的各种性能。炭黑 

分散 均，会造成硫化胶内部的应力集中，损害硫 

化胶的力学性能，增大压缩永久变形。特别是对于 

自炭黑这种粒径小，容易团聚的橡胶补强剂，使其 

在橡胶中均匀分散更是困难。因此，选用适宜的混 

烁工艺，通过对补强剂粒子表而改性，减少粒。 团 

聚，改善其在橡胶中的分散，是降低硫化胶压缩永 

久变形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于采用密炼机进行?昆炼的橡胶而言，加料 

顺序，7昆炼时问，混炼温度，混炼容量以及停放时 

间等都会影响炭黑分散性，从而影响压缩永久变 

形。 

比如密炼机的一次装胶容量过大，胶料在密 

炼窜内不好翻转，造成混炼不均；而容量过小，胶 

料在密炼室内容易打滑，所受剪切力过小，同样造 

成7昆炼不均。 

母炼胶停放一段时间后，有研究表明一般为 

24 h，胶料中炭黑分散效果较好。这是由=j 停放 

时问过短，混炼胶内残余应力未完全消除，削弱了 

混烁 切性能；而停放时间过长，胶料门尼粘度增 

人，在相同的混炼剪切条件下同样会导致炭黑分 

散性变差，从而增大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 

2．2．2硫化条件 

橡胶制品必须经过硫化后才能使用，而混炼 

胶硫化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到硫化胶的交联密度， 

进而影响制品的压缩永久变形等物理机械性能。 

氯丁橡胶是生产橡胶密封制品的一类 要胶种， 

它一般采川ZnO／ETU硫化体系进行硫化。图3显示 

了硫化时间和硫化温度对氯丁橡胶压缩永久变形 

的影响 6l。 

图3不同硫化时间对氟丁橡胶 (CR) 

压缩永久变形的影响 

沣：硫化温度 ：1 5 0℃或 1 6 0℃； 

压缩永久变形条件 ：1 20 C 22h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浅谈硫化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性能 

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同一硫化温度下，在 
一 定范围内随着硫化时间的延长，cR硫化胶的压 

缩永久变形减小。这是因为硫化时间增加后，硫化 

胶的交联密度增大，而且交联结构更加完善，硫化 

胶的回复性提高，因此压缩永久变形减小。而随着 

硫化温度从150℃升高到160℃，硫化股的压缩永 

久变形降低，这是因为硫化温度越高，任相同的硫 

化I时间内，硫化剂以及促进剂的活性增大，在胶料 

中形成的交联点的数目更多，交联网络更加致密， 

凶此硫化温度增加可有效地降低cR硫化胶的压缩 

永久，变形。 

有必要指出，由于硫化温度过低或者硫化时 

间不够导致的橡胶硫化不熟，会大幅度增加压缩 

永久变形，影响密封制品的使肝陛能。对于火多数 

橡胶密封制品，不宜采取欠硫的办法来提高产量。 

2．2～3 段硫化 

段硫化是在电热鼓风箱中进行的，也称烘 

箱硫化或后硫化。对下丙烯酸酯橡胶，硅橡胶，氯 

醚橡胶，氟橡胶，氟硅橡胶等，基本都会采用__l 段 

硫化来减小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图4中显示了 

一．段硫化条件对共聚型氯醚橡胶 (ECO)压缩永久 

变形的影响，表4足 二段硫化时间对ECO压缩永久 

变形的影响【 。 

疏化fj’J州II，h 

■ 一 13O℃ ：■一 l5O℃ ：· 160。( 

T l7O．c ：◆ 180℃ ． 

图4不同二段硫化条件对 ECO 

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的影响 

表4二段硫化时间对ECO硫化胶 

的压缩永久变形的影响 

二段硫化 压缩永久 二段硫化 压缩永久 

时问／h 变形／ 时问／h 变形／ 

0 37．9 10 20．2 

1 29．1 12 19．2 

2 24．8 14 19，2 

4 21．7 16 18．8 

6 21．0 18 19．1 

8 20．6 20 18．7 

洼：二段硫化温度为 1 50℃ 

选用的二段硫化温度分别为 1 30℃、1 SO℃、 

160℃、170℃和 180℃。从}刳4中可以看出，随着 

二段硫化温度的升高，当■段硫化时间相同时， 

ECO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减小，当二段硫化时间 

为2h，温度分别为130℃和 180℃时，硫化胶的压 

缩永久变形从■段硫化前的37．9％分别减小为29 

％和20％，后者变化幅度较大。表明温度越岛， 

缩永久变形减小得越快。在相同的二段硫化温度 

下，随着二段硫化时间从0增加至2h，ECO硫化胶 

的压缩永久变形迅速降低。随着1．_段硫化时间从 

2h延长至8h，压缩水久变形减小的趋势变缓，最 

后趋于平稳。表明了高温短时问的 段硫化对降 

低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非常有利。 

从表4和图4还可看出，二段硫化温度为150 

℃时，二段硫化时间从0增加到4h， 缩永久变 

形从37．9％降低为21．7％，降幅较大，达到 16．2 

％，而当二段硫化时间从4h延长到20h，压缩永 

久变形从 21．7％减小为 18．7％，降幅较小，仅为 

3％。这可能是因为在二段硫化初期，硫化胶巾部 

分未反应的促进剂分解使ECO的脱氯反应继续进 

行，交联密度继续增大，使交联网络进一步完善， 

硫化胶的弹性恢复能力提高。随着二段硫化时问 

延长，硫化胶的交联结构趋于稳定，二段硫化时间 

的继续增加对交联结构影响不人，因此硫化胶的 

压缩永久变形变化不明显。 

3 降低橡胶压缩永久变形的有效途径 

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_丰要受到配方因素和加 

工工艺条件的影响，所以降低硫化胶的压缩永久 

变形丰要应该从配方凶素和工艺条件两方面进行。 

3．1 配方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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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橡胶配方设计，改善硫化胶的交联网络， 

提高硫化胶的交联程度，可以有效降低雎缩永久 

变形。 

在丁腈橡胶配方中，选用中丙烯腈含量的牛 

股，采用复合硫化体系，并添加部分耐热性添加剂 

女̈甲基丙烯酸镁(MMA)以及添加一些加工助剂，可 

明显降低硫化胶的压缩水久变形。 各种助交联剂 

如N，N’一问苯基双马来酰 胺 (HVA一2)以及 

烯内基邻苯二酸酯 (DAP)和三烯丙拱异氰酸酯 

(TAIC)使氢化丁腩硫化胶硬度有所提高，显著改 

善了压缩永久变形。 

研究表明，采』T】硫化剂TCY硫化的ACM硫化胶 

』K缩永久，变形较小，而物理性能和耐热老化性能 

良好 硫化剂 FCY的 量为0．73一1．0份较适宜， 

促进剂可选用促进剂PZ、ZDC。采用大粒径，低结 

构的炭黑如半补强炭黑可以有效改善』ri 缩永久变 

形。 

采用耐热添加剂二氧化铈可以 著提高氟硅 

橡胶的耐热性能，大幅降低压缩永久变形。 

氟橡胶主要采用胺类和双酚类硫化剂硫化。 

研究表明，含有 1．．羟藜化合物比如氢醌和双酚的 

硫化体系可以大幅度降低J 缩永久变形。经过200 

℃×70h的压缩后，压缩永久变形『_}_I原来的50％(胺 

硫化)下降到25％一3o％ (氢醌硫化)和12％一 

l5％ (双酚AF硫化)。其中双酚AF／苄基三苯基氯 

化磷 (I3I I )具有优异的 缩永久变形性和良好的 

加上性能。使用氢醌／}儿{丁基氢氧化铵硫化体系的 

24fig氟橡胶是陛能良好的低压缩水久变形氟橡胶。 

舣酚人F比氢醌价格要高，但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 

形比氢醌更低181。 

与常规的氧化锌 (ZnO)／乙烯基硫脲(Eu)硫 

化体系相比，采J1】三甲基硫脲 (TMU)／儿茶酚和 

硼酸脂 (CTOB)硫化体系赋予氯丁橡胶 (CR)以优 

异的压缩永久变形，还改进了配合物的贮藏稳定 

性。 

采用硫化剂三聚硫氰酸 ( FCY) ／促进剂TMTD 

硫化体系，可使氯醚硫化胶 (ECO)获得与传统促 

进剂四氧化三铅／亚乙烯硫脲 (ETU)硫化体系相 

当的物理机械性能，且压缩永久变形大幅度减小， 

且TCY／TMTD硫化体系毒性较小。在研究范围内， 

随着rcYf1]量的增加，共混胶高温压缩永久变形变 

小[9]。当TCY用量在1．4份以上，高温压缩永久变 

形趋于平稳，达到49％左 。同时，在合适的 

次硫化条件下，加入适量的促进剂 I'MTD，可以减 

小均聚氯醚橡胶 (co)／共聚氯醚橡胶 (gCO)并 

用胶的高温压缩永久变形。在ECO胶料中加入硫化 

剂4，4’一 二硫代 二吗琳 (DTDM)，硫化胶的压缩永 

久变形减小，硫化剂DTDM用盟宜存 0．8份以内。 

同牌弓‘的三元乙丙橡胶 (EPD},I)的压缩永 

久变形有较大羞异。过氧化物DCP硫化三元乙丙橡 

胶比硫黄硫化体系有较低的压缩永久变形，防老 

剂MB可改善三元乙丙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相反 

地，防老剂RD、防老剂2246及30号机油则会使 

EPDM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增人。 

3．2工艺途径 ． 

3．2．1改善混炼工艺 

合适的混炼工艺，硫化条件以及 二段硫化条 

什足改善硫化橡胶压缩永久变形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最大限度地使各种配合剂在生胶巾分散均 

匀，是降低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的有效方法。 

采用密炼机进行胶料混炼时，正确的加料顺 

序，选取合理的混炼时问、混烁温度、混炼容量以 

及混炼胶的停放时间都是降低雎缩永久变形的重 

要方法。 

在用密炼机进行 EPDM的混炼时，由原工艺的 

二次投料改为多次投料，严格控制每次投料后的 

混炼时问。将炭黑和软化剂分几批交替加入，使密 

炼 中胶料各部位都得以捣胶翻炼，避免了局部 

分散不良，可提高炭黑及其他配合剂的分，散均匀 

性，从而改善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 

3．2．2合理的硫化条件 

前述结果表明，提高硫化胶的弹性可以降低 

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凶此，选择合适的硫化温 

度和硫化时间等工艺条件，有利丁降低硫化胶的 

压缩永久变形。在一定范 内，适当提高硫化温 

度，或延长硫化时问，可以提高硫化胶的交联密 

度，完善交联网络结构，从而降低压缩永久变形。 

3．2．3采用二段硫化 

研究表明，采用二段硫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多 

种橡胶包括丙烯酸酯橡胶、氟橡胶、氯醚橡股、氟 

硅橡胶等的压缩永久变形。主要是因为 段硫化 

可以使胶料的交联反应继续进行，进一步完善交 

联结构，提高交联密度，从而使压缩永久变形减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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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硫化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性能 

对于氯醚橡胶，二段硫化是降低压缩永久变 

形的有效方法。经150℃x 4h二段硫化后，硫化 

胶的压缩永久变形从37+9％减小到21．7％；硫化 

温度较高时，压缩永久变形减小得较快。高温短时 

间的二段硫化对改善ECO硫化胶的压缩永久变形 

非常有利f lo]。 

二段硫化温度一定时，延长二段硫化的时间， 

ACM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减小，升高二段硫化温 

度，达到相同压缩永久变形值所需的二段硫化时 

问大为缩短 

结束语 

橡胶的压缩永久变形是考察橡胶制品性能的 
一 个重要参数，更是衡量橡胶密封制品的密封性 

能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压缩永久变形的大小受 

到多因素影响，优化橡胶配方和采取合理的加工 

工艺是改善硫化胶压缩永久变形的两大重要途径。 

在尽量降低压缩永久变形的同时，也要兼顾保持 

其他的物理机械性能，这样才能制备出各方面性 

能良好的橡胶密封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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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钢管橡胶防腐 

技术获重大突破 

巾石化集团公司第一条现代化橡胶硫化专业 

作业线上半年在胜利油田油建公司管道预制J一正 

式投用，并成功预制出旨批钢管，标志着新型钢管 

橡胶防腐技术获重大突破。钢质管道橡胶防腐是 
一 种新型防腐工艺，主要利用胎面再生橡胶制成 

缠绕带，将管道抛丸除锈涂刷底漆后，把橡胶带缠 

绕在钢管上，通过蒸汽硫化技术，在钢管外部形成 
一 定厚度的橡胶层，从而达到防腐目的。与传统的 

石油沥青及环氧煤沥青防腐技术相比，此项技术 

不仅绝缘性能好、粘结牢、工艺简单，而且具有钢 

管外部防腐层成型美观、涂层牢固、成本低廉、污 

染小等优点，代表了当今钢管外防腐技术的发展 

趋势。 《中国橡胶再生利用网 

我国研制成功新型 

橡胶地砖生产技术 

一 种新型环保高科技技术一彩色弹性橡胶 

地砖牛产技术，最近由北京远景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研制成功。这项技术是采用特殊工艺、技术 

手段将废旧橡胶制品粉碎，并掺和特种材料直接 

生产彩色弹性橡胶地砖。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 

水、废气、废渣的排放，不产生任何污染。据专 

家介绍，采用这一技术生产的彩色弹性橡胶地 

砖，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铅和汞。一般来讲，困外 

年产3万平方米的彩色弹性橡胶地砖，其设备投 

资在 100万元以上，而采用这项技术，设备投资 

尚不足 10万元，很适合在中国城乡及其他发展 

中国家推J ‘。 

中国橡胶再生利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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