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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橡胶加工方法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根据低温混

炼原理，连续化混炼生产物理机械性能优良的橡

胶，依据橡胶的低温混炼原理设计了包括低温母

炼、喂料、低温终炼和过滤步骤的橡胶混炼方法，

将生胶投入密炼机中进行母炼，然后用挤出机进

行降温和连续压片，再在混炼机中进行低温补充

混炼，最后用滤胶机进行过滤和成型，实现高品

质、高效率的混炼胶生产；其高温混炼对橡胶大

分子链的过度破坏，混炼胶物理机械性能高，去

除了终炼胶内部的结块和杂质，提高混炼胶的性

能和均匀性，硫化体系在混炼机中分散好，均匀

性高，不会产生大量热量，能够有效防止早硫现

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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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是在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装置上实

现的，具体工艺过程包括低温母炼、喂料、低温终炼和过滤共四个步骤：

(1)低温母炼：将生胶投入密炼机中塑炼30s，再投入填料进行母炼，当混炼温度达到

130±2℃或150±2℃时排胶，得到母炼胶；

(2)喂料：母炼胶顺料斗进入到挤出机中进行降温后，被输送至挤出机机头处，挤出机

机头将母炼胶连续挤出成形状均一的胶条；

(3)低温终炼：胶条进入混炼机，同时，失重秤将设定质量的硫化体系投入混炼机，胶条

和硫化体系在混炼机中进行低温终炼，在转子的均化和强分散作用下，硫化体系实现均匀

分布，填料得到进一步的分散，得到终炼胶；

(4)过滤：终炼胶进入滤胶机，滤胶机对终炼胶进行连续过滤和成型，去除终炼胶内部

的结块和杂质，连续的生产出终炼胶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橡胶低温连续

混炼生产装置的主体结构包括密炼机、料斗、挤出机、混炼机、失重称和滤胶机；密炼机通过

料斗与挤出机连接，挤出机的下方设置有混炼机，挤出机机头对应混炼机喂料口，混炼机喂

料口处设置有失重称，混炼机与滤胶机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密炼机的冷却

水温度为30±5℃，转速为40±3rpm，上顶栓压力为0.6±0.05MPa；填料是按照设定比例混

合的氧化锌、硬脂酸、增塑剂和防老剂的混合物；炭黑配方是补强材料全部为炭黑的橡胶配

方；白炭黑配方是补强材料中包含设定质量白炭黑的橡胶配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挤出机的冷却

水温度为70±5℃或50±5℃，挤出机机头处的胶料温度为90℃，挤出机的转速与混炼机的

转速相匹配，使得混炼机能够稳定吃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混炼机的转速

为20-40rpm，强化分散区的温度为70±5℃，混合分布区的温度为60±5℃，排气均化区的温

度为50±5℃；硫化体系为按照设定比例混合的促进剂和硫磺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混炼机的转子

为双转子结构；转子分为强化分散区、混合分布区和排气均化区；强化分散区包括变导程双

头喂料段、分散混合段、第一输送段和组合捏合段；混合分布区包括第二输送段、大导程螺

纹段、第三输送段和变螺距开槽分布段；排气均化区包括排气段、偏心辊筒段和挤出段。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挤出机为新型

双螺杆橡胶过滤挤出机；混炼机的转子为双转子结构，两个转子异向平行啮合，内向旋转，

对粘弹性橡胶材料产生拖曳、挤压、拉伸作用，使左右转子受力均衡；滤胶机为齿轮泵式橡

胶滤胶机。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变导程双头喂

料段为双头螺纹，导程由38mm渐变为22mm；分散混合段由两条开槽长棱和两条短棱组成，一

条长棱和一条短棱分布在一端，另外一条长棱和一条短棱对称分布在另一端，长棱上设置

有变深度和变间隙的齿槽，棱峰处齿槽深，两边齿槽浅，齿槽的间距由端部向棱峰延伸方向

逐渐减小，齿槽的密度随着胶料周向流动速度的增大而增加，增加胶料的泄露流；第一输送

段、第二输送段和第三输送段均为为单头变螺距螺纹，螺距由14mm变为10mm；组合捏合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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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块二头捏合盘构成，旋向依次为反-正-正-直-正-反-反，错列角依次为正向30°-30°-90°-

90°-30°-30°，其中，两侧的6块斜棱捏合盘的厚度为5mm，中间的1块直棱捏合盘厚度为

20mm，正向捏合盘与反向捏合盘组合；大导程螺纹段由长度比为3:1的大导程双头正旋螺纹

和大导程双头反旋螺纹组成，工作时，大导程螺纹段表面与混炼腔内壁之间形成的楔形区

域使胶料在圆周方向上流动，同时，正旋螺纹和反旋螺纹的冲突使胶料产生轴向往复运动，

在混炼腔之间产生推挤、交叉流动和卷折变形；变螺距开槽分布段为变螺距单头螺纹，螺距

由14mm变为10mm，并在垂直于螺棱的方向上开设6条沟槽；排气段的螺距由10mm突变为16mm

再变回10mm；偏心辊筒段的主体是偏心辊筒，偏心辊筒表面分布有1条正旋突棱和2条直棱，

将偏心辊筒表面分隔出3个容腔，转子旋转时，容腔体积发生周期性变化、正旋突棱与直棱

间的容腔体积在轴向上变化，形成拉伸流场；挤出段为变螺距单头螺纹，螺距由14mm变为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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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橡胶加工方法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根据

低温混炼原理，连续化混炼生产物理机械性能优良的橡胶。

背景技术：

[0002] 实现高效率、低耗能地大规模生产高质量橡胶制品是橡胶行业现阶段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混炼是橡胶加工中最为关键也是必须的过程，同时更是能耗最高的环节。混炼质

量的好坏最终决定了橡胶成品质量的优劣和使用寿命，基于此，对于混炼环节的研究与改

进始终是橡胶加工工业关注的焦点。

[0003] 传统的密炼机多段法属于高温炼胶，密炼机在150-160℃下排胶。这种方法不仅无

法实现规模化连续生产，造成了生产效率和能源的损失，还会使橡胶分子链在高温下发生

大量的氧化断裂，降低制品的物理机械性能。此外，利用密炼机进行橡胶的终炼时，由于橡

胶剪切生热大，并且密炼机对混炼温度的控制能力弱，很容易发生早硫现象。

[0004] 中国专利200910256550.9公开的一种低温混炼胶料的生产方法，设置有一台用于

低温混炼和排料的密炼机，在密炼机下方依次连接有，一台用于接胶降温和混炼的1#开炼

机，用于补充低温混炼和加硫混炼、包括至少2台并联连接的开炼机的开炼机组，以及，一台

连接后续胶片冷却生产线的8#开炼机，胶料在密炼机中投胶混炼，达到工艺要求温度后被

排到1#开炼机进行捣胶降温，再经过输送装置被输送到开炼机组中的1台开炼机中进行补

充混炼，补充混炼后的胶料被输送至8#开炼机进行下片处理，开炼机组中的其它开炼机接

收1#开炼机输送来的胶料后，采用相同的补充混炼并依次汇集到8#开炼机进行下片处理，

将称量好的由炭黑、油料和除终炼胶药品以外的其它配合剂、生胶组成的固体粉料加入密

炼机中，以进行逆混式混炼；对于配方中不含有白炭黑和硅烷偶联剂的胶料，控制密炼机的

排胶温度在130-135℃之间；对于配方中含有白炭黑和硅烷偶联剂的胶料，控制密炼机的排

胶温度在140-145℃之间；其中1号开炼机负责降温，2#-7#开炼机上加入硫化体系，8#开炼

机进行下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设备数量多，占地面积大，对自动化控制系

统要求高，并未真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连续化混炼。因此，研发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

方法，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及实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研发设计一种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

产方法，根据低温混炼原理，实现物理机械性能优良的橡胶的连续化混炼生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涉及的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是在橡胶低温连续

混炼生产装置上实现的，具体工艺过程包括低温母炼、喂料、低温终炼和过滤共四个步骤：

[0007] (1)低温母炼：将生胶投入密炼机中塑炼30s，再投入填料进行母炼，当混炼温度达

到130±2℃(炭黑配方)或150±2℃(白炭黑配方)时排胶，得到母炼胶；

[0008] (2)喂料：母炼胶顺料斗进入到挤出机中进行降温后，被输送至挤出机机头处，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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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机机头将母炼胶连续挤出成形状均一的胶条；

[0009] (3)低温终炼：胶条进入混炼机，同时，失重秤将设定质量的硫化体系投入混炼机，

胶条和硫化体系在混炼机中进行低温终炼，在转子的均化和强分散作用下，硫化体系实现

均匀分布，填料得到进一步的分散，得到终炼胶；

[0010] (4)过滤：终炼胶进入滤胶机，滤胶机对终炼胶进行连续过滤和成型，去除终炼胶

内部的结块和杂质，连续的生产出终炼胶片。

[0011] 本发明涉及的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装置的主体结构包括密炼机、料斗、挤出机、

混炼机、失重称和滤胶机；密炼机通过料斗与挤出机连接，挤出机的下方设置有混炼机，挤

出机机头对应混料机喂料口，混炼机喂料口处设置有失重称，混炼机与滤胶机连接。

[0012] 本发明涉及的挤出机为中国专利201821008303.8涉及的一种新型双螺杆橡胶过

滤挤出机；混炼机的转子为双转子结构，两个转子异向平行啮合，内向旋转，对粘弹性橡胶

材料产生较大的拖曳、挤压、拉伸作用，避免胶料打滑，实现稳定吃料，能够保证配比的准确

性，同时能够使左右转子受力均衡；滤胶机为齿轮泵式橡胶滤胶机，能够降低胶料的压力，

减少低温终炼时的生热，进而降低终炼胶的混炼温度，防止发生早硫现象。

[0013] 本发明涉及的转子分为强化分散区、混合分布区和排气均化区；强化分散区包括

变导程双头喂料段、分散混合段、第一输送段和组合捏合段；混合分布区包括第二输送段、

大导程螺纹段、第三输送段和变螺距开槽分布段；排气均化区包括排气段、偏心辊筒段和挤

出段。

[0014] 本发明步骤(1)涉及的密炼机的冷却水温度为30±5℃，转速为40±3rpm，上顶栓

压力为0.6±0.05MPa；填料是按照设定比例混合的氧化锌、硬脂酸、增塑剂和防老剂的混合

物；炭黑配方是补强材料全部为炭黑的橡胶配方；白炭黑配方是补强材料中包含设定质量

白炭黑的橡胶配方。

[0015] 本发明步骤(2)涉及的挤出机的冷却水温度为70±5℃(炭黑配方)或50±5℃(白

炭黑配方)，挤出机机头处的胶料温度为90℃，挤出机的转速与混炼机的转速相匹配，使得

混炼机能够稳定吃料。

[0016] 本发明步骤(3)涉及的混炼机的转速为20-40rpm，强化分散区的温度为70±5℃，

混合分布区的温度为60±5℃，排气均化区的温度为50±5℃；硫化体系为按照设定比例混

合的促进剂和硫磺的混合物。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依据橡胶的低温混炼原理设计了包括低温母炼、喂料、低

温终炼和过滤步骤的橡胶混炼方法，将生胶投入密炼机中进行母炼，然后用挤出机进行降

温和连续压片，再在混炼机中进行低温补充混炼，最后用滤胶机进行过滤和成型，实现高品

质、高效率的混炼胶生产；其高温混炼对橡胶大分子链的过度破坏，混炼胶物理机械性能

高，去除了终炼胶内部的结块和杂质，提高混炼胶的性能和均匀性，硫化体系在混炼机中分

散好，均匀性高，不会产生大量热量，能够有效防止早硫现象发生。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涉及的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装置的主体结构原理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涉及的转子的主体结构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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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本实施例涉及的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方法是在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装置上

实现的，具体工艺过程包括低温母炼、喂料、低温终炼和过滤共四个步骤：

[0024] (1)低温母炼：将生胶投入密炼机1中塑炼30s，再投入填料进行母炼，密炼机1的冷

却水温度为30℃，转速为40rpm，上顶栓压力为0.6MPa，当混炼温度达到130℃时排胶，得到

母炼胶；

[0025] (2)喂料：母炼胶顺料斗2进入到挤出机3中进行降温后，被输送至挤出机机头8处，

挤出机机头8将母炼胶连续挤出成形状均一的胶条，挤出机3的冷却水温度为70℃，挤出机

机头8处的胶料温度为90℃；

[0026] (3)低温终炼：胶条进入混炼机4，同时，失重秤5将设定质量的硫化体系投入混炼

机4，混炼机4的转速为30rpm，强化分散区的温度为70℃，混合分布区的温度为60℃，排气均

化区的温度为50℃，胶条和硫化体系在混炼机4中进行低温终炼，在转子11的均化和强分散

作用下，硫化体系实现均匀分布，填料得到进一步的分散，得到温度为90-100℃的终炼胶；

[0027] (4)过滤：终炼胶进入滤胶机6，滤胶机6对终炼胶进行连续过滤和成型，去除终炼

胶内部的结块和杂质，连续的生产出终炼胶片。

[0028] 本实施例涉及的橡胶低温连续混炼生产装置的主体结构包括密炼机1、料斗2、挤

出机3、混炼机4、失重称5和滤胶机6；密炼机1通过料斗2与挤出机3连接，挤出机3的下方设

置有混炼机4，挤出机机头8对应混料机喂料口9，混炼机喂料口9处设置有失重称5，混炼机4

与滤胶机6连接。

[0029] 本实施例涉及的混炼机4的转子11为双转子结构；转子11分为强化分散区、混合分

布区和排气均化区；强化分散区包括变导程双头喂料段12、分散混合段13、第一输送段14和

组合捏合段15；混合分布区包括第二输送段16、大导程螺纹段17、第三输送段18和变螺距开

槽分布段19；排气均化区包括排气段20、偏心辊筒段21和挤出段22。

[0030] 本实施例涉及的变导程双头喂料段12为双头螺纹，导程由38mm渐变为22mm，能够

实现快速吃料和建立输送压力；分散混合段13由两条开槽长棱和两条短棱组成，一条长棱

和一条短棱分布在一端，另外一条长棱和一条短棱对称分布在另一端，长棱上设置有变深

度和变间隙的齿槽，棱峰处齿槽深，两边齿槽浅，齿槽的间距由端部向棱峰延伸方向逐渐减

小，齿槽的密度随着胶料周向流动速度的增大而增加，增加了胶料的泄露流，在减少剪切升

温的同时提高胶料的均一性；第一输送段14、第二输送段16和第三输送段18均为为单头变

螺距螺纹，螺距由14mm变为10mm，能够建立正向输送压力；组合捏合段15由7块二头捏合盘

构成，旋向依次为反-正-正-直-正-反-反，错列角依次为正向30°-30°-90°-90°-30°-30°，

其中，两侧的6块斜棱捏合盘的厚度为5mm，中间的1块直棱捏合盘厚度为20mm，正向捏合盘

与反向捏合盘组合，延长了胶料的停留时间，建立了正向输送压力，加强了分散作用；大导

程螺纹段17由长度比为3:1的大导程双头正旋螺纹和大导程双头反旋螺纹组成，工作时，大

导程螺纹段17表面与混炼腔内壁之间形成的楔形区域使胶料在圆周方向上流动，同时，正

旋螺纹和反旋螺纹的冲突使胶料产生轴向往复运动，在混炼腔之间产生推挤、交叉流动和

卷折变形，促进胶料的分布混合，胶料在大导程螺纹段17不受剪切作用，生热少；变螺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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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分布段19为变螺距单头螺纹，螺距由14mm变为10mm，并在垂直于螺棱的方向上开设6条沟

槽，促进胶料的分布混合；排气段20的螺距由10mm突变为16mm再变回10mm，通过螺距的变化

先建立正向高压，再使胶料突然进入低充满度区域，使胶料暴露自由表面排出气体，最后逐

渐增压提高充实度；偏心辊筒段21的主体是偏心辊筒，偏心辊筒表面分布有1条正旋突棱和

2条直棱，将偏心辊筒表面分隔出3个容腔，转子11旋转时，容腔体积发生周期性变化、正旋

突棱与直棱间的容腔体积在轴向上变化，形成拉伸流场，促进填料的分散，不会产生大量的

热；挤出段22为变螺距单头螺纹，螺距由14mm变为10mm，使胶料逐步充满并稳定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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