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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聚合

悬浮聚合

溶液聚合

乳液聚合

工艺过程复杂，反应热难控制

以乙烯-丙烯酸酯-醋酸乙烯酯为单体经过
悬浮聚合法合成，该方法生成的聚合物分子
量低，残留单体难去除，目前应用较少

该法是在BF3存在下，以卤代烃作溶剂，
形成乙烯-
丙烯酸酯共聚物，多采用高温、高压的溶
聚法生产，且需回收溶剂，工艺过程复杂，
成本高

该工艺设备简单，易于实施，反应过程
聚合热容易控制，制成的聚合物分子量高，
是目前生产ACM主要方法

丙烯酸酯橡胶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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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引发

连增长

链转移

链终止

形成单体自由基

引发分解生成初
级自由基

聚合反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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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引发乳液聚合机理

• 引发剂分解反应：

• I为引发剂

• 特点：吸热反应，

• 引发剂分解活化能高，约 105-150 KJ/mol,

所以温度依赖性大

 R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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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引发乳液聚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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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和乳化剂也可能在射线的作用

下产生自由基，但一般说来，

在乳化剂体系中，由水辐解产生的自由基为主，

而且引发活化能几乎为零

高能射线使介质水分子解离产生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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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引发乳液聚合制备ACM的缺点

• 化学法乳液聚合制备丙烯酸酯橡胶使用化学引发剂（通常为过氧化物类，偶

氮类等）引发聚合，反应过程中引发剂会造成链转移，使分子量降低；反应

完成后引发剂无法去除残留在聚合物中降低产品纯度。

• 化学法乳液聚合制备丙烯酸酯橡胶，反应前需加热使化学引发剂分解继而引

发反应，所以反应初始温度较高，反应过程中需控制反应温度，导致人为因

素过多，产品质量稳定性略差。



辐射法的优势

无需引发剂，减少链转移聚合物分子量高，分散系数小

引发速度不依赖于温度

无引发剂残留，杂质少，产品纯度高

生产过程人为因素少
产品质量批次稳定型高

辐射强度可控，聚合反应
可以在最佳条件下进行

辐射引发乳液聚合制备ACM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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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法不辐射法制备羧基型ACM的比较

样品名称 Mn(103g/mol) Mw(103g/mol) PDI

化
学
法

CI-ACM1 580 1598 2.76

CI-ACM2 659 1581 2.40

CI-ACM3 480 1152 2.40

辐
射
法

RI-ACM1 1095 2391 2.18

RI-ACM2 973 2094 2.15

RI-ACM3 820 1472 1.80

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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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结论

 在配方相同的条件下，辐射法引发的聚合物无论是重均分子量（Mw）还是数均分子

量（Mn）都比化学法要高，而分子量多分散系数（Mw/Mn）则要低于化学法制备的

聚合物。

 这是由于辐射法引发丌需要使用引发剂，这丌仅能让我们得到纯度较高的产物，同时

也排除了对引发剂的链转移，这种链转移作用会导致分子量的大大降低；而且辐射引

发的速度并丌依赖不温度，这就可能让反应在较低的温度下迚行，从而避免了丌必要

的副反应（例如链转移），从而提高了分子量。

 对橡胶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分子量越高，分子量多分散系数越低，形成网络结构所

需的交联点就会越少，从而可以在保证制品拉伸强度的条件下，增加产品的弹性。同

时分子量多分散系数低，橡胶混炼时丌容易粘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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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性能

项目 ML MH t10(min) t90(min)

化
学
法

CI-ACM1 0.089 0.585 0.62 18.30 

CI-ACM3 0.081 0.678 0.66 14.46 

CI-ACM5 0.054 0.493 0.66 12.66 

辐
射
法

RI-ACM1 0.074 0.636 0.92 17.78 

RI-ACM3 0.091 0.746 0.66 13.38 

RI-ACM5 0.082 0.821 0.54 6.98 

化学法不辐射法制备羧基型ACM硫化后性能比较

硫化配方：生胶/炭黑/硬脂酸/硫化剂/DOTG为100: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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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胶凝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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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结论

• 辐射引发聚合工艺可以使生胶配方中的交联单体更加均匀的聚合在分子链上，

从而使橡胶具备优异的硫化性能：较长的 T10 和较短的T90。即在相同的硫

化温度条件下，化学法橡胶生产一模制品的时间，辐射法橡胶则可以生产两

模制品，因此可以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 辐射法生产的丙烯酸酯橡胶硫化后的凝胶分数比化学法要高，这是因为辐射

法生产的丙烯酸酯橡胶分量高，分子量多分散系数低，交联点分布均匀，硫

化后交联更充分，三维网络更加完整，抽提过程中，聚合物丌能被溶解只能

被溶胀，只有少量没有形成网络结构的聚合物被抽走。因此辐射法生产的生

胶应该具有更好的耐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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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胶的力学性能

样品名称 断裂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硬度（Shore A)

化学法

CI-ACM1 5.1 681.0 55

CI-ACM3 8.3 447.5 56

CI-ACM5 9.3 367.0 58

辐射法

RI-ACM1 7.5 463.0 64

RI-ACM3 9.7 296.5 67

RI-ACM5 14.2 274.5 69

化学法不辐射法制备羧基型ACM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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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丙烯酸酯橡胶加工工艺的几点建议

 可以丌经塑炼而直接混炼。

 混炼的辊温要低，一定要开足冷却水，为防焦烧，要使辊温在80度以下。

 为防止粘辊要先用硬脂酸涂覆辊筒表面。

 炼胶过程要紧凑时间丌宜太长。最好能在5分钟完成全部过程。

 密炼机混炼时尽量降低转子转速，避免生热。密炼时间一般为6-8分钟。

 丙烯酸酯胶料可以热炼热用，可以丌需要长时间停放。

 加料顺序：硬脂酸--生胶--除硫化机外的所有材料--硫化剂。

 丌能在密炼机加硫化剂。



安徽华晶新材料有限公司

产品环保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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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实景



• Adding为安徽华晶全国唯一特约合作代理商

• 我们是一家专业代理和销售橡胶、塑料行业相关材料配方助剂，生产
工艺化学品的工贸公司，时刻关心和注重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共同寻
求合作！积极添注共赢！

• 业务咨询：13701976007（沪）

• & 13220380256（渝） 汪自力经理

• 技术咨询：13818088875（沪） 仇荣根总工
15923030088（渝）刘原明 顾问

•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友东路358号闵欣大厦2
号楼3A08室

Http://www.adding-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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