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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硬度橡胶及其混炼工

艺，所述高硬度橡胶按重量份数计量所含各组分

如下：天然橡胶NR-3L 30~70份，丁苯橡胶

SBR1502 30~70份，炭黑N330 60~85份，炭黑N550 

40~60份，白炭黑10~30份，芳烃油5~20份，氧化锌

3~6份，硬脂酸1~3份，古马隆树脂3~6份，防老化

剂RD1~2.5份，微晶蜡0.5~1 .5份，采用三段混炼

工艺制备。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通过优化胶料

原料配方，并采用分段混炼加工，使混炼过程中

胶料升温慢，胶料门尼粘度低、流动性好，能够有

效提高高硬度橡胶的成品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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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硬度橡胶，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量所含各组分如下：

天然橡胶NR-3L      30~70份，

丁苯橡胶SBR1502    30~70份，

炭黑N330           60~85份，

炭黑N550           40~60份，

白炭黑             10~30份，

芳烃油             5~20份，

氧化锌             3~6份，

硬脂酸             1~3份，

古马隆树脂         3~6份，

防老化剂RD         1~2.5份，

微晶蜡             0.5~1.5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硬度橡胶，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量所含各组分如下：

天然橡胶NR-3L      70份，

丁苯橡胶SBR1502    30份，

炭黑N330           75份，

炭黑N550           50份，

白炭黑             20份，

芳烃油             10份，

氧化锌             5份

硬脂酸             2份，

古马隆树脂         5份，

防老化剂RD         1.5份，

微晶蜡             0.5份。

3.一种高硬度橡胶的混炼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一段混炼：

将70份天然橡胶NR-3L、40份炭黑N330、20份白炭黑混合后加入到密炼机内，在150℃~
160℃温度下混炼5~6分钟后排料到大开炼机内粗炼3~5分钟，再排料到小开炼机内精炼2~4

分钟，最后出片得到一段混炼胶NR-1；

步骤二，二段混炼：

将步骤一制得的一段混炼胶NR-1和35份炭黑N330、25份炭黑N550、5份芳烃油混合，依

照步骤一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炼，最后出片得到二段混

炼胶NR-2；

步骤三，三段混炼：

将步骤二制得的二段混炼胶NR-2和30份丁苯橡胶SBR1502、25份炭黑N550、5份芳烃油、

5份氧化锌、2份硬脂酸、5份古马隆树脂、1.5份防老化剂RD、0.5份微晶蜡混合，依照步骤一

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炼，最后出片得到高硬度橡胶NR。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硬度橡胶的混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段混炼胶NR-1出片

后需静置停放8小时以上，再与35份炭黑N330、25份炭黑N550、5份芳烃油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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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硬度橡胶的混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段混炼胶NR-2出片

后也需静置停放8小时以上，再与30份丁苯橡胶SBR1502、25份炭黑N550、5份芳烃油、5份氧

化锌、2份硬脂酸、5份古马隆树脂、1.5份防老化剂RD、0.5份微晶蜡混合。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硬度橡胶的混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密炼机采用190L变频

调速下落式密炼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密炼机的转速为30~45r/min。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硬度橡胶的混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大开炼机采用28寸双

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炼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大开炼机的转速为30~40  r/min。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混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小开炼机采用16寸变频调速液压自

动调距开炼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小开炼机的转速为25~4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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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硬度橡胶及其混炼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橡胶混炼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高硬度橡胶及其混炼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橡胶工业在近几十年来得到了长足稳定地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在国防，航天，舰艇，交通，工业，农业，民用等方面都有着广泛

的应用。

[0003] 橡胶制品的常规硬度为40-80度邵氏硬度，大于80邵氏硬度以上的橡胶的混炼工

艺难度较大，混炼过程中普遍存在胶料生热过快、胶料门尼粘度过高、胶料流动性差等缺

陷，使得成品合格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硬度橡胶及其混炼工艺，通过优化胶料

原料配方，并采用分段混炼加工，使混炼过程中胶料升温慢，胶料门尼粘度低、流动性好，能

够有效提高高硬度橡胶的成品合格率。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高硬度橡胶，按重

量份数计量所含各组分如下：

天然橡胶NR-3L      30~70份，

丁苯橡胶SBR1502    30~70份，

炭黑N330           60~85份，

炭黑N550           40~60份，

白炭黑             10~30份，

芳烃油             5~20份，

氧化锌             3~6份，

硬脂酸             1~3份，

古马隆树脂         3~6份，

防老化剂RD         1~2.5份，

微晶蜡             0.5~1.5份。

[0006]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高硬度橡胶按重量份数计量所含各组分如下：

天然橡胶NR-3L      70份，

丁苯橡胶SBR1502    30份，

炭黑N330           75份，

炭黑N550           50份，

白炭黑             20份，

芳烃油             10份，

氧化锌             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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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             2份，

古马隆树脂         5份，

防老化剂RD         1.5份，

微晶蜡             0.5份。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高硬度橡胶的混炼工艺，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一，一段混炼：

将70份天然橡胶NR-3L、40份炭黑N330、20份白炭黑混合后加入到密炼机内，在150℃~
160℃温度下混炼5~6分钟后排料到大开炼机内粗炼3~5分钟，再排料到小开炼机内精炼2~4

分钟，最后出片得到一段混炼胶NR-1；

步骤二，二段混炼：

将步骤一制得的一段混炼胶NR-1和35份炭黑N330、25份炭黑N550、5份芳烃油混合，依

照步骤一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炼，最后出片得到二段混

炼胶NR-2；

步骤三，三段混炼：

将步骤二制得的二段混炼胶NR-2和30份丁苯橡胶SBR1502、25份炭黑N550、5份芳烃油、

5份氧化锌、2份硬脂酸、5份古马隆树脂、1.5份防老化剂RD、0.5份微晶蜡混合，依照步骤一

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炼，最后出片得到高硬度橡胶NR。

[0008]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一段混炼胶NR-1出片后需静置停放8小时以上，

再与35份炭黑N330、25份炭黑N550、5份芳烃油混合；所述二段混炼胶NR-2出片后也需静置

停放8小时以上，再与30份丁苯橡胶SBR1502、25份炭黑N550、5份芳烃油、5份氧化锌、2份硬

脂酸、5份古马隆树脂、1.5份防老化剂RD、0.5份微晶蜡混合。混炼胶出片后静置停放8小时

上，以保证胶料的分散浸润性，能进一步提高和消除混炼后的一些内应力，同时让胶料的门

尼粘度达到应有的水平，在后续的进一步混炼加工过程中，能更好的降低胶料的门尼粘度。

[0009]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密炼机采用190L变频调速下落式密炼机，混炼

过程中设置所述密炼机的转速为30~45r/min。

[0010]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大开炼机采用28寸双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

炼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大开炼机的转速为30~40  r/min。

[0011]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小开炼机采用16寸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炼

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小开炼机的转速为25~40  r/min。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优化胶料的配方，并采用三段混炼加工，能够避

免胶料升温过快，并能降低胶料的门尼粘度，提高胶料流动性，让胶料混炼更加充分，有效

提高了高硬度橡胶的成品合格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更易于被

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14] 本发明实施例包括：

实施例1：NR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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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段混炼工艺制备90度高硬度橡胶，其步骤包括：

一段混炼：

将70份天然橡胶NR-3L、40份炭黑N330、20份白炭黑混合后加入到密炼机内，在150℃温

度下混炼6分钟后排料到大开炼机内粗炼5分钟，再排料到小开炼机内精炼4分钟，最后出片

得到一段混炼胶NR90-1；

步骤二，二段混炼：

将步骤一制得的一段混炼胶NR90-1静置停放8小时后，与35份炭黑N330、25份炭黑

N550、5份芳烃油混合，依照步骤一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

炼，最后出片得到二段混炼胶NR90-2；

步骤三，三段混炼：

将步骤二制得的二段混炼胶NR90-2静置停放8小时后，与30份丁苯橡胶SBR1502、25份

炭黑N550、5份芳烃油、5份氧化锌、2份硬脂酸、5份古马隆树脂、1.5份防老化剂RD、0.5份微

晶蜡混合，依照步骤一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炼，最后出片

得到90度高硬度橡胶NR-90。

[0015] 其中，所述密炼机采用190L变频调速下落式密炼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密炼机

的转速为35r/min；所述大开炼机采用28寸双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炼机，混炼过程中设

置所述大开炼机的转速为30  r/min；所述小开炼机采用16寸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炼

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小开炼机的转速为25r/min。

[0016] 实施例2：NR85度

采用三段混炼工艺制备85度高硬度橡胶，其步骤包括：

一段混炼：

将70份天然橡胶NR-3L、40份炭黑N330、20份白炭黑混合后加入到密炼机内，在155℃温

度下混炼6分钟后排料到大开炼机内粗炼4分钟，再排料到小开炼机内精炼3分钟，最后出片

得到一段混炼胶NR85-1；

步骤二，二段混炼：

将步骤一制得的一段混炼胶NR85-1静置停放9小时后，与25份炭黑N330、25份炭黑

N550、5份芳烃油混合，依照步骤一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

炼，最后出片得到二段混炼胶NR85-2；

步骤三，三段混炼：

将步骤二制得的二段混炼胶NR85-2静置9小时后，与30份丁苯橡胶SBR1502、20份炭黑

N550、5份芳烃油、5份氧化锌、2份硬脂酸、5份古马隆树脂、1.5份防老化剂RD、0.5份微晶蜡

混合，依照步骤一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炼，最后从小开炼

机出片得到85度高硬度橡胶NR85。

[0017] 其中，所述密炼机采用190L变频调速下落式密炼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密炼机

的转速为40r/min；所述大开炼机采用28寸双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炼机，混炼过程中设

置所述大开炼机的转速为35  r/min；所述小开炼机采用16寸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炼

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小开炼机的转速为30r/min。

[0018] 实施例3：NR95度

采用三段混炼工艺制备95度高硬度橡胶，其步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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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混炼：

将60份天然橡胶NR-3L、50份炭黑N330、30份白炭黑混合后加入到密炼机内，在160℃温

度下混炼5分钟后排料到大开炼机内粗炼5分钟，再排料到小开炼机内精炼4分钟，最后出片

得到一段混炼胶NR95-1；

步骤二，二段混炼：

将步骤一制得的一段混炼胶NR95-1静置停放10小时后，与35份炭黑N330、30份炭黑

N550、3份芳烃油混合，依照步骤一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

炼，出片得到二段混炼胶NR95-2；

步骤三，三段混炼：

将步骤二制得的二段混炼胶NR95-2静置停放10小时后，与40份丁苯橡胶SBR1502、30份

炭黑N550、5份芳烃油、  5份氧化锌、2份硬脂酸、5份古马隆树脂、1.5份防老化剂RD、0.5份微

晶蜡混合，依照步骤一的方法，依次经密炼机混炼、大开炼机粗炼、小开炼机精炼，最后从小

开炼机出片得到95度高硬度橡胶NR95。

[0019] 其中，所述密炼机采用190L变频调速下落式密炼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密炼机

的转速为30r/min；所述大开炼机采用28寸双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炼机，混炼过程中设

置所述大开炼机的转速为30  r/min；所述小开炼机采用16寸变频调速液压自动调距开炼

机，混炼过程中设置所述小开炼机的转速25r/min。

[0020] 将实施例1~3制得的高硬度橡胶加硫后测定的物性为：

实施例1：NR90

硬度：91A，

拉伸强度：16.5MPA，

扯断伸长率：178%，

密度：1.31G/CM3。

[0021] 实施例2：NR85

硬度：86A，

拉伸强度：17.3MPA，

扯断伸长率：232%，

密度：1.30G/CM3。

[0022] 实施例3：NR95

硬度：94A，

拉伸强度：14.6MPA，

扯断伸长率：148%，

密度：1.33G/CM3。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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