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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粉煤灰对丁苯橡胶补强性能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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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两种化学组成相对含量不同，矿物组成和微观形貌差异明显的粉煤灰 : 即普通粉煤灰 (PC 灰 )
和固硫灰 (CFB 灰 ) 补强丁苯橡胶，并对复合材料的各项性能进行了研究。试验结果表明：CFB 灰补强丁苯橡
胶复合材料的 100% 定伸应力、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撕裂强度性能优于 PC 灰。由于絮状 CFB 灰表面疏松
多孔，相较光滑密实的球形 PC 灰，其与丁苯橡胶存在更多交联点，有利于提升复合材料性能。复合材料硬度
随粉煤灰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经硅烷偶联剂活化后粉煤灰具有更好的补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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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是燃煤发电企业排放的主要固体废弃

酸钙；SO3 起加硫作用等，在应用中具有明显的技

物之一，主要成分为硅铝酸盐矿物 [1-2]，长期以来

术优势和经济优势。目前，不同种类粉煤灰对填

[3]

主要用作建材制品、道路工程、大坝工程等 。

充效果的影响对比鲜见报道。本文探讨不同种类

近年来由于建材市场萎缩，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率

的粉煤灰，即 PC 灰及 CFB 灰补强丁苯橡胶的性

也明显下降。堆场的粉煤灰不仅占用土地资源，

能影响，为工业上粉煤灰在橡胶补强方面应用及

[4]

而且污染环境 ，开发大量消纳粉煤灰的资源化
利用新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发电厂燃煤煤质各异以及机组的工况不
同，所产粉煤灰也有差异。煤粉炉机组采用炉外

产业化提供理论依据。

1

试 验

1.1

主要原料及试剂

石灰石 - 石膏湿法脱硫，产生的粉煤灰（PC 灰）

选取西北地区煤粉炉机组排放的 PC 灰和循环

烧失量低、钙含量低；循环流化床机组采取炉内

流化床机组排放的 CFB 灰为原料，两者的粒度为

添加石灰石粉方法脱硫，产生的粉煤灰烧失量高、

Ⅱ级灰（粉煤灰中粒径以下 45 μm 颗粒含量高于

钙含量高、硫含量高，此类粉煤灰特称为固硫灰

75%）。丁苯橡胶、硬脂酸、硅烷偶联剂、氧化锌、

（CFB 灰）[5]。粉煤灰具有密度小、力学强度高等

硫磺、促进剂 CZ、防老剂 4010NA 均为市售品。

的特点，为了开发粉煤灰综合利用新途径，近年

1.2 仪器及设备

来研究工作者对粉煤灰于填充橡胶材料的性能进

采 用 日 本 理 学 Smart lab 3 X 射 线 衍 射 仪 测

行了大量研究 [6-10]，结果表明：粉煤灰中的 SiO2

试 粉 煤 灰 样 品 的 矿 物 组 成； 采 用 日 本 理 学 RIX

在橡胶中起增量补强作用，可替代黏土、白炭黑；

2100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试化学组成；采用日本

Al2O3 和 CaO 在橡胶中起增量作用，可替代特种碳

电子 JEOL-6510 扫描电镜观察微观形貌。其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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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粉煤灰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制备：分别 (1）

要设备：开放式炼胶机；平板硫化机；电子万能
试验机；硫化仪。

以硬脂酸（SA）为活化剂，将其与粉煤灰一起放

1.3 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

入高速混合机中进行充分的混合；或者 (2）以硅烷

首 选 考 察 PC 灰 和 CFB 灰 原 灰 补 强 丁 苯 橡

偶联剂 KH550，作为活性剂，先将 KH550 与无水

胶性能的影响，粉煤灰的填充量分别为 20、40、

乙醇按 1:1（质量比）制成混合液，再多次逐滴加

50、60、80 phr；然后分别采用粉煤灰质量 1% 的

入粉煤灰中高速混合。混合均匀后，倒出活化粉煤

硬脂酸（SA）、硅烷偶联剂（KH550）活化粉煤灰，

灰重复上述复合材料制备过程，并进行性能测试。

并测试活化后的粉煤灰对丁苯橡胶性能影响。

1.4 性能测试方法

复合材料的制备：（1）将 PC 灰（CFB 灰）

通过硫化曲线分析丁苯橡胶硫化胶的硫化特点。

及丁苯橡胶生胶、添加剂等原料按比例称量；（2）

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撕裂强度按照 GB/T

将生胶塑炼后与硫磺在开炼机上混合均匀，并加入

528-2009 标准进行测试，拉伸速度为 500 mm/min。

氧化锌、硬脂酸、促进剂和防老剂混合开炼，得到

硬度采用邵氏 A 硬度计，按 GB/T 6031-1998 标准

丁苯橡胶母炼胶；(3）加入粉煤灰，使其在母炼胶

进行测试。各项测试都是进行三次，取其平均值。

中初步分散后，进行 2 ~ 3 次薄通打包，确保粉煤
灰与母炼胶均匀混合后从开炼机上取出在室温下冷

2

结果与讨论

却待用；(4）复合材料经平板硫化机于 150 ℃下硫

2.1

粉煤灰的理化性质差异

化 10 min，然后进行各项性能测试。

2.1.1 粉煤灰的化学组成
表 1 粉煤灰样品的化学组成 /%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fly ash samples
Al2O3
28.78
29.17

Fe2O3
6.74
3.16

CaO
5.35
16.66

K2O
1.28
0.793

MgO
1.48
0.76

从表 1 可以看出，两种粉煤灰中的化学组成

Na2O
0.81
0.36

SO3
0.61
7.69

石英 SiO2
◇莫来石 3Al2O3·2SiO2

▲

相同，但是含量有明显的区别：PC 灰以 SiO2 和

MnO
0.08
-

TiO2
1.12
-

▲

PC 灰
CFB 灰

SiO2
43.84
33.37

生石灰 CaO
◇无水石膏 CaSO4
★赤铁矿 Fe2O3
方解石 CaCO3
◆石英 SiO2

Al2O3 为 主， 总 量 高 达 72.5 %；CFB 灰 中 的 SiO2

△

和 Al2O3 含量为 62.5 %，较前者低 10 %。而 CFB
灰中 CaO 含量高达 16.66 %，远超过前者，属于碱
性灰。经检测，PC 灰的烧失量为 2.58 ，CFB 灰的
烧失量为 6.37。
2.1.2 粉煤灰样品的矿物组成及微观形貌

采用 XRD 对粉煤灰样品矿物组成进行检测，
测试条件为：Cu 靶，管压 40 kV、管电流 40 mA，
扫描范围 2θ=5 ~ 90。，扫描步长为 0.02 S。结果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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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C 灰和 CFB 灰的 XRD

Fig .1

XRD of PC ash and CFB ash

图 1 显 示，PC 灰 和 CFB 灰 的 XRD 谱 图 在
2θ=20 ~ 30 。
都出现了“馒头峰”，表面其中都有
部分非晶态玻璃体的存在；谱图中的其他峰表明
两者结晶矿物组成有明显差别：PC 灰中晶体矿物
主要有石英和莫来石；CFB 灰中的主要晶体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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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相对较多，有石英、赤铁矿和含钙化合物，

灰填充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交联密度高于 PC 灰填

包括生石灰、无水石膏、方解石。这是由于 PC 灰

充的，这是由于 CFB 灰的表面疏松多孔，其与天

是经过 1400 ℃ 左右的高温燃烧产生的，大部分矿

然橡胶的交联点明显多于密实球形的 PC 灰。Mm

物已经熔融呈非晶态；而循环流化床的温度一般

随着 PC 灰 /CFB 灰填充量的增加而增大，即弹性

[5]

在 900 ℃，CFB 灰中大部分矿物还未开始熔融 。

模量增大 [6]。而且与纯丁苯橡胶相比，添加 PC 灰

两种粉煤灰的微观形貌见图 2。从图中可以，

或者 CFB 灰的丁苯橡胶硫化胶焦烧时间和正硫化

PC 灰、CFB 灰的表观形貌存在明显的差异。PC

时间都缩短，表明添加粉煤灰促进丁苯橡胶的硫

灰呈熔融态圆球颗粒状，表面光滑或颗粒表面粘

化。
(2) 未处理粉煤灰对丁苯橡胶复合材料力学性

附有细小的晶体；CFB 灰呈不规则、疏松絮状，

能的影响

(1) 未处理粉煤灰对丁苯橡胶硫化特性的影响

-1

断裂伸长率 /%

响

硬度

2.2.1 未处理粉煤灰对丁苯橡胶复合材料性能的影

撕裂强度 /（KN·m ）

Fig .2 SEM of of PC ash and CFB ash

永久变形 /%

图 2 PC 灰和 CFB 灰的 SEM 图片

拉伸强度 /Mpa

100% 定位应力 /Mpa

表面具有较多孔隙。

未处理 PC 灰 /CFB 灰填充丁苯橡胶复合材料
在 150 ℃的硫化特性分别见表 2 和表 3。
表 2 PC 灰填充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硫化特性

Table 2 Cure characteristics of SBR composites filled with PC
ash
PC 灰填充
量 /phr
0
20
40
50
60
80

最大转矩
Mm/N·m
0.85
1.06
1.58
2.15
2.69
5.08

最小转
焦烧时间 正硫化时
Mm-Mn
矩 Mn/N·m
T10/s
T90/s
0.08
0.77
646
1307
0.08
0.98
414
1038
0.13
1.45
351
811
0.14
2.01
358
876
0.19
2.50
286
859
0.50
4.58
229
915

表 3 CFB 灰填充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硫化特性

Table 3 Cure characteristics of SBR composites filled with
CFB ash
C'F'B 灰填
充量 /phr
0
20
40
50
60
80

最大转矩
Mm/N·m
0.85
1.30
1.58
2.51
2.88
5.42

最小转
焦烧时间 正硫化时
Mm-Mn
矩 Mn/N·m
T10/s
T90/s
0.08
0.77
646
1307
0.13
1.17
352
695
0.17
1.41
403
963
0.19
2.32
347
1027
0.27
2.61
255
926
0.83
4.59
237
850

图 3 PC 灰 /CFB 灰对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物理机械性
能影响曲线
Fig .3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BR composites
filled with PC ash and CFB ash

由图 3 可知，PC 灰与 CFB 灰填充的丁苯橡胶
硫化胶力学性能差异比较明显，从整体上看，CFB
灰补强丁苯橡胶硫化胶效果优于 PC 灰补强的。图
(a) ~ (e) 可以看出：CFB 灰补强的硫化胶 100% 定
伸应力随着填充量增加而上升；拉升强度、撕裂
强度、断裂伸长率都随填充量增加而上升后下降。
PC 灰补强的硫化胶 100% 定伸应力、拉伸强度和

Mm-Mn 反映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交联密度。

撕裂强度都随填充量增加而略有上升后下降。图

从表 2、3 中可以看出，相同添加量情况下，CFB

3(e) 显示加 PC 灰和 CFB 灰的橡胶，永久变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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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之内，永久形变越低，产品在外力作用后，

就容易恢复到初始状态。添加 PC 灰的丁苯橡胶硫
化胶弹性优于添加 CFB 灰的。图 3（f）硫化胶硬
度随 PC 灰 /CFB 灰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
2.2.2 活化粉煤灰对丁苯橡胶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

影响
粉煤灰属于无机惰性填料，为了改善其与丁
苯橡胶之间的相容性和浸润性，促进粉煤灰与橡
胶基体的联系，使用偶联剂活化粉煤灰，考察表
面活化对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表 4 活化 PC 灰补强丁苯橡胶复合材料性能 ( 填充量 50phr)

Table 4 Performance of SBR composites filled with modified
PC ash (in 50 phr)
未处理
100% 定伸

1.34±0.02

应力 /MPa
拉伸强度
2.10±0.06
/MPa
撕裂强度
14.67±0.73
/(kN·m-1)
硬度 (Shore A)
64

硅烷偶联剂活化 硬脂酸活化
1.56±0.02

1.38±0.03

2.30±0.16

2.16±0.11

16.63±1.11

15.96±0.63

66

65

表 5 活化 CFB 灰补充丁苯橡胶复合材料性能 ( 填充量 50phr)

Table 5 Performance of SBR composites filled with modified
CFB ash (in 50 phr)
未处理
100% 定伸
1.85±0.06
应力 /MPa
拉伸强度
3.01±0.24
/MPa
撕裂强度
19.75±1.34
/(kN·m-1)
硬度 (Shore A)
69

硅烷偶联剂活化 硬脂酸活化
2.16±0.02

1.64±0.04

3.27±0.21

2.57±0.01

24.14±2.34

21.63±0.92

69

69

从表 4、5 中可以看出，硅烷偶联剂活化的
PC 灰及 CFB 灰补强效果优于硬脂酸活化的。这是
由于两种活化剂的作用机理不同，硬脂酸涂覆 PC
灰 /CFB 灰表层，使粉煤灰粒子能较好且稳定地
分散于橡胶中。而经过硅烷偶联剂处理的 PC 灰 /

3

结

·91·

论

（1）不同种类的粉煤灰：普通粉煤灰（PC）
灰与循环流化床固硫灰（CFB）灰，在化学组成相
对含量、矿物组成和微观形貌有明显的差别。
（2）CFB 灰补强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 100%
定伸应力、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撕裂强度性
能优于 PC 灰。由于絮状 CFB 灰表面疏松多孔，
相较光滑密实的球形 PC 灰，其与丁苯橡胶存在更
多交联点，有利于提升复合材料性能。
（3）经硅烷偶联剂活化的粉煤灰补强丁苯橡
胶时，复合材料的 100% 定伸应力、拉伸强度、撕
裂强度、硬度都明显优于硬脂酸活化粉煤灰的补
强效果。补强丁苯橡胶，可以作为粉煤灰，尤其
是 CFB 灰的综合利用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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