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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耐寒材料领域，公开了一种耐寒

橡胶复合材料，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备

而成：丁异戊橡胶100份、弱极性酯类增塑剂5～

20份、硫化活性剂4～12份、防老剂2～6份、炭黑

30～70份、其它填料10～50份、硅烷偶联剂1～5

份及硫化体系1.5～10份，所述硫化体系包括硫

化剂0.5～4份和硫化促进剂1～6份。本发明还涉

及由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制作成的铁垫板。本

发明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完全能够满足如能

满足高寒地区严苛的气候条件下的使用要求，具

有极好的耐低温、抗疲劳性能，并兼具良好的物

理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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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备而成：丁异戊

橡胶100份、弱极性酯类增塑剂5～20份、硫化活性剂4～12份、防老剂2～6份、炭黑30～70

份、其它填料10～50份、硅烷偶联剂1～5份及硫化体系1.5～10份，所述硫化体系包括硫化

剂0.5～4份和硫化促进剂1～6份；所述丁异戊橡胶为丁二烯和异戊二烯的无规共聚物、嵌

段共聚物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丁异戊橡胶中包含质量百分比为55％～85％的源于异戊二

烯的共聚单体单元；所述弱极性酯类增塑剂为平均分子量为200～800的长碳链弱极性单酯

类增塑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长碳链弱极性单酯类增塑

剂为：异辛基树脂酸酯、树脂酸丁酯、油酸辛酯、油酸正丁酯、棕榈酸异辛酯、棕榈酸正丁酯

中的任意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硫化体系为普通硫磺硫化

体系、半有效硫化体系、过氧化物/硫磺复合硫化体系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其他填料为碳酸钙、陶土

和白炭黑中的一种或两种。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1)按重量份计，称取丁异戊橡胶100份、弱极性酯类增塑剂5～20份、防老剂2～6份、炭

黑30～70份、其他填料10～50份、硅烷偶联剂1～3份、硫化活性剂4～12份、硫化剂0.5～4

份、硫化促进剂1～6份；

(2)将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其他填料、酯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

到密炼机中进行一段混炼，混炼温度130～150℃，混炼时间为3～6分钟，得到混炼胶A；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A冷却到90℃以下，加入所述硫化体系进行二段混炼，混

炼温度低于90℃，混炼时间为1.5分钟～3分钟，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混炼胶B；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炼胶B经硫化成型得到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硫化压力为

15～30MPa，硫化温度为150～170℃，硫化时间为5～10分钟，成型方式为模压成型或注射成

型。

6.一种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

料制作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上

和/或下表面排布有凸台或沟槽，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静刚度为23±3kN/mm，动刚度与

静刚度的比值小于1.3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凸台为长方体形凸台、

圆角长方体形凸台、腰形体形凸台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与圆柱形凸台的组合，所述圆柱形

凸台排布在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上和/或下表面的两侧和中部，所述长方体形凸台、圆角长

方体形凸台、腰形体形凸台排布在三组圆柱形凸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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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及由该耐寒橡胶复合材

料制作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一种耐寒材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用于制作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耐

寒橡胶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还涉及由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制作成的铁垫板。

背景技术

[0002] WJ-8弹性扣件是我国高速铁路的无砟轨道中采用的弹性扣件元件，位于铁垫板和

路基之间，用于缓冲钢轨对轨道板的冲击。WJ-8弹性扣件由螺旋道钉、平垫圈、弹条、绝缘轨

距块、轨距挡板、轨下垫板、铁垫板、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和预埋套管组成。进一步的，WJ-8弹

性扣件中，主要用于缓冲钢轨对轨道板的冲击力的是铁垫板下弹性垫板。铁垫板下弹性垫

板是在轨道上直接承受列车荷载动力，并耗散振动的轨下保护基础结构。因此，在WJ-8弹性

扣件各组成部件中，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使用条件最为严酷，长期在静态载荷为0.47MPa、

静态应变为3～15％，循环载荷为0.47～1.64MPa、循环应变为10～30％的条件下工作。WJ-8

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分为A、B两类，其中A类弹性垫板静刚度为35±5kN/mm，适用于最高速度

为250kN/h的兼顾货运的客运专线运营条件；B类弹性垫板静刚度为23±3kN/mm，适用于铺

设双块式无砟轨道，最高速度为350kN/h的客运专线运营条件。

[0003] 随着我国高铁事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市场开发的WJ-8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很难适应

我国极北地区或是俄罗斯等高寒地区的使用要求。在高寒的气候条件下，WJ-8铁垫板下弹

性垫板普遍存刚度变化率较大、压缩工作高下降明显等问题，从而导致列车导致在寒冷地

区运行时颠簸较为明显，严重影响乘客舒适度。为此，铁道科学研究院新增要求：在-50℃条

件下，耐寒型WJ-8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静刚度变化率应不大于为20％的要求——这为耐寒

型轨道弹性垫板设置了很高的技术标准。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同样也是WJ-7弹性扣件及其它

无砟轨道弹性扣件的重要组成部件，因此亟需开发一种适用于制作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耐

寒型橡胶材料，以满足高寒地区铁路运输作业的需要。

[0004] 吴本臣等人在中国专利文献CN103059259中，通过发泡工艺制得的发泡垫板具有

优异的弹性、吸震能力和阻尼性能。但是，目前市面上常用的聚氨酯微孔发泡垫板最低使用

温度仅为-40℃以上，尚未达到铁道科学研究院规定的-50℃的低温刚度变化率仅为20％的

要求。

[0005] 杨雷等人在中国专利文献CN101831118A中采用氯化聚乙烯制备了一种耐候、耐老

化橡胶轨道垫板，其耐候性较好，但氯化聚乙烯不但容易结晶，且其玻璃化转变温度(Tg)

在-30℃以上。

[0006] 朱静在中国专利文献CN103467908中采用酚醛树脂、苯酚树脂、硅橡胶和丁苯橡胶

为高分子材料制备了一种减震性能较好、变形回复速度快、且耐疲劳性能优异的轨道垫板，

但其树脂成分以及丁苯橡胶不耐低温，亦难以在低温下使用。

[0007] 此外，橡胶材料中三元乙丙橡胶(EPDM)微孔发泡垫板以及丁苯橡胶、弹性垫板，本

身玻璃化转变温度(Tg)仅为-40℃左右。虽然可以添加增塑剂，但一方面其玻璃化转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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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降低有限，另一方面大量添加增塑剂不利于其耐热、耐候性以及疲劳性能等。天然橡胶

(NR)或顺丁橡胶(BR)质弹性轨道垫板，玻璃化转变温度均低于-50℃，但它们分子链单元较

为规则，易于发生低温结晶，从而带来刚度的急剧变化。

[0008] 归根结底，目前铁垫板下弹性垫板采用的EPDM、SBR、NR、BR、IR(异戊橡胶)、聚氨

酯、聚氯乙烯等弹性体材料在玻璃化转变温度(Tg)太高或分子链较为规整致使材料在低温

下易发生结晶，从而导致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存在低温下刚度急剧上升的缺陷。硅橡胶的玻

璃化转变温度虽然在-100℃以下，-50℃时具有较低的低温结晶硬度变化，较好的回弹性

能，制备的弹性垫板能满足低温静刚度20％的以内的变化要求，但是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耐寒橡胶复合物材

料，该耐寒橡胶复合物材料在低温条件下，具有几乎不结晶的特点，可用于制备铁轨用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制备得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能满足高寒地区严苛的气候条件下的使用要

求，具有极好的耐低温、抗疲劳性能，并兼具良好的物理机械性能。

[0010]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11] 一种耐寒橡胶复合物材料，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备而成：丁异戊橡胶100

份、酯类增塑剂5～20份、硫化活性剂4～12份，防老剂2～6份、炭黑30～70份、其他填料10～

50份、硅烷偶联剂1～5份及硫化体系1～10份，所述硫化体系包括硫化剂0.5～4份、硫化促

进剂1～6份。

[0012] 优选的，一种耐寒橡胶复合材料，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备而成：丁异戊橡

胶100份、酯类增塑剂5～20份、硫化活性剂4～12份，防老剂2～6份、炭黑30～70份、其他填

料10～50份、硅烷偶联剂1～5份及硫化体系1～6份，硫化剂0.5～3份、硫化促进剂1～5份。

[0013] 所述丁异戊橡胶为嵌段丁异戊橡胶、无规丁异戊橡胶的一种，还可以是二者任意

比例的共混物。所述丁异戊橡胶是采用丁二烯和异戊二烯单体共聚而成的聚合物，根据分

子链结构可分为无规共聚物和嵌段共聚物。无规丁异戊橡胶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在-90

℃左右，链段不规整，在低温条件下几乎不产生结晶。虽然其物理机械性能仅为10MPa左右，

但足以满足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技术指标要求(例如：WJ-8弹性扣件为2MPa的产品技术指

标要求)。嵌段丁异戊橡胶有两个玻璃化转变温度(Tg)，分别在-90℃左右和-60℃左右，与

将异戊橡胶和顺丁橡胶直接进行共混相比，嵌段丁异戊橡胶更难以结晶，甚至采用差示扫

描量热法都测不出低温结晶熔融热。与此同时，嵌段丁异戊橡胶同时具备优异的物理机械

性能(约20Mpa)。此外，丁异戊橡胶分子的侧链仅含部分甲基，基团较小且少，使得丁异戊橡

胶分子链十分柔顺性，所以丁异戊橡胶还具有十分优异的疲劳性能。

[0014] 优选的，所述丁异戊橡胶中包含质量百分比为55％～85％的异戊二烯的共聚单体

单元，优选为65％～75％。例如，所述丁异戊橡胶可采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在专利文件

CN201010176028.2披露的异戊橡胶。如若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低于55％，则所述耐寒橡胶复

合材料及其制备得到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力学性能较差。

[0015] NR、IR、BR等结晶型橡胶的最大结晶速率发生温度在玻璃化温度(Tg)之上。如果发

生结晶，将大大降低橡胶的高弹态，从而使橡胶材料的刚度急剧上升。本发明选用的酯类增

塑剂可使丁异戊橡胶的最大结晶速率发生温度向低温转移，从而影响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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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晶性能，使耐寒橡胶复合材料的耐寒性能得以提高。

[0016] 优选的，所述酯类增塑剂为弱极性单酯类增塑剂。如若采用其他二元或多元强极

性酯类增塑剂也能耐寒橡胶复合材料的耐低温性能，但是不能添加太多，否则增塑剂超过

在橡胶里最大溶解度而会迁移到橡胶制品表面，导致增塑剂不能最大程度上发生其效用，

达不到降低丁异戊橡胶玻璃化温度(Tg)的效果。

[001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酯类增塑剂为长碳链弱极性单酯类增塑剂，平均分子量为200

～800。根据相似相容原理，采用所述长碳链弱极性单酯类增塑剂与丁异戊橡胶相容性更

好。本发明选用长碳链弱极性酯类增塑剂可以大幅度降低丁异戊橡胶的玻璃化温度(Tg)。

作为该类的增塑剂，可以举出例子包括树脂酸异辛酯(例如： 100，美国

Hallstar公司制)、油酸异辛酯(例如： 425，美国Hallstar公司制)、树脂酸

正丁酯(例如： 1503，美国Hallstar公司制)、油酸正丁酯(广州苏喏化工有限

公司制)、棕榈酸异辛酯(广州科泰化工有限公司制)、棕榈酸正丁酯(淄博正业塑料助剂有

限公司)等。

[0018] 所述硫化体系包括硫化剂和硫化促进剂。

[0019] 优选的，所述硫化体系为以下任一种硫化体系：普通硫磺硫化体系、半有效硫化体

系、过氧化物/硫磺复合硫化体系。这是因为采用普通硫磺硫化体系、半有效硫化体系、过氧

化物/硫磺复合硫化体系制备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耐低温性能和耐疲劳性

能，采用有效硫化体系和过氧化物硫化体系制备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的耐低温及耐疲

劳性能均较差。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普通硫磺硫化系统中硫化剂为普通硫磺或不溶性硫磺；硫化促进

剂为DM(二硫化二苯并噻唑)、CZ(N-环己基-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NOBS(N-氧联二亚乙基-

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BZ(二丁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锌)、DTDM(4，4‘-二硫代二吗啉)、TMTD

(二硫化四乙基秋兰姆)、TMTM(一硫化四甲基秋兰姆)、ZDTP(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等中的

一种或多种复合物。硫化胶中多硫交联键为70％以上，单双硫键低于30％。

[0021] 进一步的，所述半有效硫化体系中硫化剂为普通硫磺或不溶性硫磺；硫化促进剂

为DM(二硫化二苯并噻唑)、CZ(N-环己基-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NOBS(N-氧联二亚乙基-2-

苯并噻唑次磺酰胺)、BZ(二丁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锌)、DTDM(4，4‘-二硫代二吗啉)、TMTD(二

硫化四乙基秋兰姆)、TMTM(一硫化四甲基秋兰姆)、ZDTP(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等中的一种

或多种复合物。硫化胶中单双硫键和多硫交联键各占50％左右。

[0022] 进一步的，所述过氧化物/硫磺复合硫化体系中硫化剂为硫磺和DCP(过氧化二异

丙苯)的复合物；硫化促进剂为DM(二硫化二苯并噻唑)、CZ(N-环己基-2-苯并噻唑次磺酰

胺)、NOBS(N-氧联二亚乙基-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BZ(二丁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锌)、DTDM

(4，4‘-二硫代二吗啉)、TMTD(二硫化四乙基秋兰姆)、TMTM(一硫化四甲基秋兰姆)、ZDTP(二

烷基二硫代磷酸锌)、AIC(三烯丙基异氰酸酯)、HVA-2(N,N’-间苯撑双马来酰亚胺)等中的

两种或多种复合物。硫化胶中硫化交联键类型为单双硫键和碳碳键。

[0023] 所述其他填料为碳酸钙、陶土和白炭黑中的一种或两种，优选白炭黑和碳酸钙或

白炭黑和陶土的混合填料，以降低胶料成本和产品动静刚度比。

[0024] 所述硅烷偶联剂为常规的硅烷偶联剂，例如可选自：双-[3-(三乙氧基硅)丙基]-

四硫化物(如Si-69德国德固赛公司制)、γ-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KH-550科化制)、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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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A-174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制)、乙烯基三-(2-甲氧

基乙氧基)硅烷(A-172迈图制)等。

[0025] 进一步的，采用普通硫磺硫化体系、半有效硫化体系时，所述硅烷偶联剂选自Si-

69、KH-550中的一种；采用过氧化物/硫磺复合硫化体系时，所述硅烷偶联剂选自A-172、A-

174以及KH550中的一种。

[0026] 所述防老剂为常规的防老剂，例如可选自：RD(2，3，4-三甲基-1，2-二氢化喹啉聚

合体)、4010NA(N-异丙基-N’-苯基对苯二胺)、微晶蜡、MB(2-巯基苯并咪唑)、ODA(辛基化二

苯胺)、BLE(丙酮和二苯胺高温缩合物)的一种或多种。

[0027]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耐寒橡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按重量份计，称取丁异戊橡胶100份、弱极性酯类增塑剂5～20份、防老剂2～6

份、炭黑30～70份、其他填料10～50份、硅烷偶联剂1～3份、硫化活性剂4～12份、硫化剂0.5

～4份、硫化促进剂1～6份；

[0029] (2)将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其他填料、酯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

顺序加入到密炼机中进行一段混炼，混炼温度130～150℃，混炼时间为3～6分钟，得到混炼

胶A；

[0030]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A冷却到90℃以下，加入硫化体系进行二段混炼，混

炼温度低于90℃，混炼时间1.5分钟～3分钟；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混炼胶B；

[0031]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炼胶B经硫化成型得到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硫化压

力为15MPa～30MPa，硫化温度为150℃～170℃，硫化时间为5～10分钟，成型方式为模压成

型或注射成型。

[0032] 优选的，在将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放置16h以上后进行硫化成型。

[0033] 本发明直接硫化成型，未采用发泡工艺，成型工艺简单。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所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制作而成。

[0035] 所述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上和/或下表面排布有沟槽或凸台。采用如此的设计，其

目的在于：开槽或设置凸台可以降低该弹性垫板的初始静刚度值以及动静刚度的比值，使

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初始静刚度降低至23±3kN/mm，动静刚度比值降至1.35以内。

[0036] 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沟槽深度或凸台高度占铁垫板下弹性垫板总厚度的1/5

～1/10。凸台的高度或沟槽的深度对初始刚度有很大的影响，实际应用过程中，当橡胶配方

一定时，需要调整凸台高度或沟槽深度，使其初始刚度达标。

[0037] 优选的，采用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上和/或下表面排布有凸台的结构，凸台可以使

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制造及工作前后尺寸稳定，高度跟初始刚度成反比，可以更加稳定

有效的降低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初始静刚度以及动静刚度的比值，此外，排布有凸台的结

构较排布有沟槽的结构的产品散热效果好，液体更容易顺着凸台的间隙和基板的表面排

出。

[003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凸台为长方体形凸台、圆角长方体形凸台、腰形体形凸台中的

任意一种或几种与圆柱形凸台的组合，所述圆柱形凸台排布在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上和/

或下表面的两侧和中部，所述长方体形凸台、圆角长方体形凸台、腰形体形凸台排布在三组

圆柱形凸台之间。

[0039] 更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凸台对称排布于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上表面和/或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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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个方面性能均一。

[0040] 本发明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完全能够满足如能满足高寒地区严苛的气候条件

下的使用要求，具有极好的耐低温、抗疲劳性能，并兼具良好的物理机械性能。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布置有凸台结构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俯视图。

[0042] 图2是图1的A-A向视图。

[0043] 图3是布置有沟槽结构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俯视图。

[0044] 图4是图3的B-B向视图。

[0045] 其中，1、圆柱体形凸台；2、基板；3、安装孔位；4、沟槽；5、腰形体型凸台；6、铁垫板

下弹性垫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文将结合较佳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全面、细致地描述，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的实施例。

[0047] 除非另有定义，下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

相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48] 除有特别说明，本发明中用到的各种试剂、原料均为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或

者可以通过公知的方法制得的产品。

[0049] 在以下实施例中：

[0050] 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拉伸强度和扯断伸长率试验按照GB/T10654的规定进行。

[0051] 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热空气老化试验按照GB/T3512进行，测试条件：环境温度100

±2℃，放置时间96h。

[0052] 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压缩用变形试验按照GB/T10653进行，试验条件为：环境温度

70±1℃，放置时间22h，压缩率30％。

[0053] 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工作电阻试验按照TB/T2626的规定进行。

[0054] 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的耐油性能试验参照GB/T1690的规定进行，试验介质为46#

机油，试验条件为23±2℃，机油中浸泡72h。

[0055] 弹性垫板静刚度试验方法按照《WJ-8型扣件组装暂行技术条件》进行。

[0056] 弹性垫板动刚度试验方法按照《WJ-8型扣件组装暂行技术条件》进行。

[0057] 弹性垫板疲劳试验方法按照《WJ-8型扣件组装暂行技术条件》进行。

[0058] 弹性垫板耐寒性能试验按照其静刚度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条件：环境温度-50±2

℃，放置时间24h。

[0059] 实施例1

[0060]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实施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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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制备得到：无规共聚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10份、硫化活性剂6份、硫化剂3份、

硫化促进剂4份、防老剂2份、炭黑45份、其他填料35份、硅烷偶联剂3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

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55％；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

为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硫化活性剂

为ZnO和硬脂酸；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061] 本实施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2] (1)按重量份计，称取无规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10份、硫化活性剂6份、硫

化剂3份、硫化促进剂4份、防老剂2份、炭黑45份、其他填料35份、硅烷偶联剂3份；其中，丁异

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55％；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

炭黑为N550；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硫磺，

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

RD、4010NA和微晶蜡；

[0063] (2)将无规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酯

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温度145℃，混炼时

间为6分钟；

[0064]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

[0065]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

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硫化压力25MPa，硫化温度165℃，硫化时间8分钟。

[0066]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物理见表1所示。

[0067] 实施例2:

[0068]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实施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

组分制备得到：嵌段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20份、硫化活性剂6份、硫化剂2.5份、硫

化促进剂3份、防老剂4份、炭黑55份、其他填料40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异

戊二烯质量分数为65％；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为

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和CZ；硫化活性剂为硬脂酸

和氧化锌；硅烷偶联剂为KH550；防老剂为BLE、4010NA和微晶蜡。

[0069] 本实施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0] (1)按重量份计，称取嵌段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20份、硫化活性剂8份、硫

化剂2.5份、硫化促进剂3份、防老剂4份、炭黑55份、其他填料40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

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65％；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

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

剂为DM和CZ；硫化活性剂为硬脂酸和氧化锌；硅烷偶联剂为KH550；防老剂为BLE、4010NA和

微晶蜡；

[0071] (2)将嵌段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酯

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温度145℃，混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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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6分钟；

[0072]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

[0073]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

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硫化压力25MPa，硫化温度165℃，硫化时间8分钟。

[0074]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1所示。

[0075] 实施例3:

[0076]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实施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

组分制备得到：嵌段丁异戊橡胶1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90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剂5

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45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

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85％；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

酸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

TMTD；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硅烷偶联剂为KH-550；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077] 本实施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8] (1)按重量份计，称取嵌段丁异戊橡胶1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90份、酯类增塑剂15

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45份、其他填料45份、硅

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85％；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

酸；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

填料；硫化体系为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硅烷偶

联剂为KH550；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079] (2)将嵌段丁异戊橡胶、无规丁异戊橡胶、加入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

和碳酸钙复合填料、酯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

混炼温度145℃，混炼时间为6分钟；

[0080]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

[0081]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

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硫化压力15MPa，硫化温度160℃，硫化时间8分钟。

[0082]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1所示。

[0083] 实施例4:

[0084]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实施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

组分制备得到：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剂5

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

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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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硫化剂为普通

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085] 本实施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6] (1)按重量份计，称取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

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

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

料；硫化体系为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硅烷偶联

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087] (2)将嵌段丁异戊橡胶、无规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

酸钙复合填料、酯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

温度145℃，混炼时间为6分钟；

[0088]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

[0089]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

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硫化压力15MPa，硫化温度160℃，硫化时间8分钟。

[0090]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1所示。

[0091] 实施例5：

[0092]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实施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

组分制备得到：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剂5

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

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70％；酯类增塑剂为 425(油酸辛酯)；其

他填料为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硫

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093] 本实施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4] (1)按重量份计，称取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

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

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70％；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

酸；酯类增塑剂为 425(油酸辛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硫

化体系为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

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095] (2)将嵌段丁异戊橡胶、无规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

酸钙复合填料、酯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

温度145℃，混炼时间为6分钟；

[0096]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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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

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硫化压力15MPa，硫化温度160℃，硫化时间8分钟。

[0098]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1所示。

[0099] 实施例6:

[0100]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实施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

组分制备得到：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剂5

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

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

酸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剂为普通硫磺和DCP；硫化活性剂为氧化

锌和硬脂酸；硫化促进剂为TAIC、DM、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A-172；防老剂为RD、4010NA和

微晶蜡。

[0101] 本实施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02] (1)按重量份计，称取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

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

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70％；酯类增塑剂为PLASTHALL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

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体系为过氧化物/硫磺复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DCP和

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TAIC、DM、CZ和TMTD；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硅烷偶联剂为

A-172；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03] (2)将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酯类增

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温度145℃，混炼时间为

6分钟；

[0104]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

[0105]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

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硫化压力15MPa，硫化温度160℃，硫化时间8分钟。

[0106]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1所示。

[0107] 实施例7:

[0108] 如图3、图4所示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沟槽4排布于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

和下表面；本实施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备得到：嵌段丁

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1.5份、硫化

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

二烯质量分数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为白炭

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硫化活性剂为氧化

锌和硬脂酸；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09] 本实施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10] (1)按重量份计，称取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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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

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体系为半有效硫化体

系：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硅烷偶

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11] (2)将嵌段丁异戊橡胶、无规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

酸钙复合填料、酯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

温度145℃，混炼时间为6分钟；

[0112]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耐寒橡胶复合材料；

[0113]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耐寒橡胶复合材料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

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硫化压力15MPa，硫化温度160℃，硫化时间8分钟。

[0114]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1所示。

[0115] 对比例1:

[0116] 如图1、图2所示，本对比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

各组分制备得到：无规共聚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4份、硫化活性剂6份、硫化剂3份、

硫化促进剂4份、防老剂2份、炭黑40份、其他填料35份、硅烷偶联剂3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

丁二烯质量份为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为白

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活性剂为ZnO和硬脂酸；硫化促进剂为DM、

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17] 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18] (1)按重量份计，称取无规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4份、硫化活性剂6份、硫

化剂3份、硫化促进剂4份、防老剂2份、炭黑40份、其他填料35份、硅烷偶联剂3份；其中，丁异

戊橡胶中丁二烯质量份为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炭黑

为N550；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硫化体系为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

硫磺，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

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19] (2)将无规丁异戊橡胶、加入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

料、酯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温度145℃，

混炼时间为6分钟；

[0120]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混炼胶；

[0121]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炼胶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到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硫化压力25MPa，硫化温度165℃，硫化时间8分钟。

[0122]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2所示。

[0123] 对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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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 如图1、图2所示，本对比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

各组分制备得到：无规共聚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25份、硫化活性剂6份、硫化剂3

份、硫化促进剂4份、防老剂2份、炭黑6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

胶中丁二烯质量份为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

为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活性剂为ZnO和硬脂酸；硫化促进剂

为DM、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25] 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26] (1)按重量份计，称取无规丁异戊橡胶100份、酯类增塑剂25份、硫化活性剂6份、硫

化剂3份、硫化促进剂4份、防老剂2份、炭黑6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

戊橡胶中丁二烯质量份为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炭黑

为N550；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硫化体系为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

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

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27] (2)将无规丁异戊橡胶、加入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

料、酯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温度145℃，

混炼时间为6分钟；

[0128]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混炼胶；

[0129]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炼胶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到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硫化压力25MPa，硫化温度165℃，硫化时间8分钟。

[0130]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2所示。

[0131] 对比例3:

[0132] 如图1、图2所示，本对比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

各组分制备得到：天然橡胶70份，顺丁橡胶30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

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酯类增塑剂

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剂为

硫磺；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

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33] 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34] (1)按重量份计，称取天然橡胶75份、顺丁橡胶25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剂

5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

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

料；硫化体系为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硫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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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35] (2)将NR和BR混合胶料、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酯

类增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温度145℃，混炼时

间为6分钟；

[0136]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混炼胶；

[0137]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炼胶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到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硫化压力15MPa，硫化温度160℃，硫化时间8分钟。

[0138]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2所示。

[0139] 对比例4：

[0140] 如图1、图2所示，本对比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

各组分制备得到：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1.5

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35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

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70％；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剂为硫磺；硫化

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硫化促进剂为DM、CZ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

4010NA和微晶蜡。

[0141] 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42] (1)按重量份计，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剂1.5份、硫化促进剂2份、防老剂5份、炭黑

35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为70％；其他

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体系为半有效硫化体系：硫化剂为普通硫磺，硫化促

进剂为DM、CZ和TMTD；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

4010NA和微晶蜡；

[0143] (2)将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加入到密

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温度145℃，混炼时间为6分钟；

[0144]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入硫化剂、硫化促进剂，

混炼2分钟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混炼胶；

[0145]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炼胶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到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硫化压力15MPa，硫化温度160℃，硫化时间8分钟。

[0146]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2所示。

[0147] 对比例5：

[0148] 如图1、图2所示，本对比例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圆柱体形凸台1排布在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6的两个安装孔位3的两侧和铁垫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中部，腰形体

形凸台5排布在三组圆柱体形凸台1之间，圆柱体形凸台1与腰形体形凸台5对称排布于铁垫

板下弹性垫板6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

各组分制备得到：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份、硫化活性

剂3份、硫化促进剂5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其中，丁异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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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份为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酸酯)；其他

填料为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硫化促进剂为DTDM、NOBS

和TMTD；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49] 本对比例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50] (1)按重量份计，称取嵌段丁异戊橡胶50份，无规丁异戊橡胶50份、酯类增塑剂15

份、硫化活性剂5份、硫化促进剂3份、防老剂5份、炭黑50份、其他填料45份、硅烷偶联剂4份；

其中，丁异戊橡胶中异戊二烯质量分数70％；酯类增塑剂为 100(异辛基树脂

酸酯)；其他填料为白炭黑和陶土的复合填料；硫化活性剂为氧化锌和硬脂酸；硫化体系为

无硫硫化体系：硫化促进剂为DTDM(给硫体)、NOBS和TMTD(给硫体)；硅烷偶联剂为Si-69；防

老剂为RD、4010NA和微晶蜡；

[0151] (2)将丁异戊橡胶、硫化活性剂、防老剂、炭黑、白炭黑和碳酸钙复合填料、酯类增

塑剂、硅烷偶联剂加入到密炼机中，在密炼机中进行高温混炼，混炼温度145℃，混炼时间为

6分钟；

[0152]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炼胶在密炼机中冷却到85℃，加硫化促进剂，混炼2分钟

左右，下料到开炼机上出片，得到混炼胶；

[0153]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炼胶放置16h以上后，通过模压硫化成型得到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硫化压力15MPa，硫化温度160℃，硫化时间8分钟。

[0154] 测试制得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见表2所示。

[0155] 表1实施例1-7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指标测定结果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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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7]

[0158] 表2对比例1-5所述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各项性能指标测定结果

[0159]

[0160] 由表1和表2所示数据结果可以看出：(1)采用嵌段丁异戊橡胶和/或无规丁异戊橡

胶制备得到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与采用NR和BR共混制备得到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在耐低

温性能、疲劳性能方面都更为优异，采用嵌段丁异戊橡胶比无规丁异戊橡胶质垫板物理机

械性能优异，但是无规丁异戊橡胶质WJ-8弹性垫板具有更好的耐低温性能和疲劳性能；(2)

采用长碳链弱极性酯类增塑剂可以提高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耐低温性能，优选的，增塑剂

与丁异戊橡胶的质量份数比为5～20，采用异辛基树脂酸酯( 100)效果最佳；

(3)丁异戊橡胶中丁二烯质量分数在65％～75％范围内能体现更好的力学性能；(4)采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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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硫磺硫化体系或过氧化物/硫磺复合硫化体系相较于无硫硫化体系体现出更好的耐低

温性能和抗疲劳性能；(5)较采用沟槽结构的铁垫板下弹性垫板，采用凸台结构的铁垫板下

弹性垫板可以更加稳定有效的降低铁垫板下弹性垫板的动静刚度的比值和疲劳后性能保

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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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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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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