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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材料相关的综合实验设计：粉煤灰的改性及在橡胶中的应用
韩会景*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上海 200241
摘要：综合实验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实验技能，还可以让学生了解化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培养学生独立的科
研能力，更好地激发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因而越来越受到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本文设计了一个综合实验
教学方案：通过对粉煤灰进行表面改性，使改性后的粉煤灰替代轻钙、炭黑作橡胶填料，实验数据表明，表面改性
后的粉煤灰对橡胶具有较好的补强作用。同时用改性粉煤灰作橡胶填料可降低工业成本，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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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Materials: Surface Modified
Fly Ash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ubber
Huijing Han *
School of Basic Experimental Teaching Cent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can improve not only the students’ experimental skills, but also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process of chemical research. Furthermor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can cultiv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which i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college educators. In this
paper,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is designed: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fly ash is carried out and the modified fly
ash is replaced with light calcium and carbon black as rubber filler.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 that the surfacemodified fly ash has a better reinforcement effect on rubber. At the same time, using modified fly ash as rubber filler
can reduce industrial cost and have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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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通常是依附于四大基础化学——无机化
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这些实验通常以验证实验为主。传统实验教学使得各个相关
化学学科相互独立，难以实现目前要求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及将可持续发展、环保等生态文明理念渗
透到实验教学之中[1,2]。综合性化学实验以知识、技能、操作为基础，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实
验技能，还可以让学生了解化学研究的基本过程，推动学生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独立的
科研能力，更好地激发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 [3]。正是由于综合化学实验的这些特点，综合性化
学实验越来越受到各个高等院校的重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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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是一种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的粒状体，主要由硅铝玻璃、微晶矿物颗粒和未燃尽的残
炭微粒所组成。粉煤灰中的玻璃微珠是以Si、Al、Fe的氧化物为主要组分及少量Ca、Mg、Na氧化物
组成的聚合物的珠晶。粉煤灰中一般含有50%–80%的空心玻璃微珠，对微珠进行超细粉碎加工后，
微珠被破碎开或外壁层磨掉，显示出微珠体内部的多微孔状显微结构，这种显微结构与高分子制品
中应用的补强材料的显微结构相似，符合高分子制品中对补强材料比表面积大、多微孔状或海绵体、
比重小的主要要求，还有未燃尽的可燃物起炭黑作用。粉煤灰一系列的颗粒细小、质轻、隔热、耐
高温、耐磨、强度高及电绝缘的理化特点，决定了粉煤灰完全可以作为高分子制品的填充材料。
我国燃烧用煤含灰分较高，所以排出的粉煤灰量很大。大量的粉煤灰如不加以处理，会产生扬
尘，污染大气，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排入河道水系会造成河流淤塞，污染水质，粉煤灰渗水使地
下水产生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粉煤灰的处理和利用问题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与再生资源开发领域
的一个重要课题 [5]。近年来不少学者对粉煤灰的应用进行了详尽的物理化学分析，研究发现，粉煤
灰作为一种廉价的资源，经过除杂、分级、化学改性后能一定程度上改善粉煤灰的界面性质，改性
后的粉煤灰具有好的形貌、好的分散性、好的流动性和低密度等优点 [6]，传统处理粉煤灰的方法是
用酸溶法和碱溶法 [7]，目前常用的处理方法是在粉煤灰中加入偶联剂或表面活性剂来修饰粉煤灰的
表面 [8]。粉煤灰表面改性所用的改性剂是以硅烷偶联剂为主，以助改性剂为辅。在选择表面改性剂
时，表面改性剂的品种是实现粉体表面改性预期目的的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应根据有机高分
子制品的配方、加工工艺、制品的技术要求等来选择不同的表面改性剂和助改性剂。对特殊要求的
有机高分子制品，要选择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表面改性剂，配制成复合表面改性剂。改性后的粉煤灰
不仅可以解决无机与有机材料之间的界面相容性，填入橡胶制品还可起到一定的补强和交联效果，
获得较好的力学性能[9]。改性粉煤灰也可用于聚氯乙烯、聚乙烯和工程塑料等制品中[10]，以改善加
工时树脂的流变性能。粉煤灰用作高分子聚合物填充剂不仅能提高粉煤灰的利用率和附加值，改善
塑料和橡胶的各项性能，还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具有良好的优势和前景[6,11]。
目前在综合化学实验教材中，与材料相关的化学实验还不多。本文设计了一个与材料相关的综
合化学实验，从氯化聚乙烯(CPE)和粉煤灰出发，实验过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粉煤灰的
改性，第二部分为硫化胶的制备与性能测试。图1是综合实验的实验方案与技术路线图，在整个综合
实验中，涉及了橡胶原材料、高分子添加剂、高分子的配方设计及表示方法、橡胶的混炼、开炼、
硫化、模压成形、材料性能表征等多个重要的知识点。通过这个综合性的实验教学，可以有效强化
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的能力，深入体会高分子材料加工课程的理论知识。该实验具有可操作
性，具有化学知识生活化的特点，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意愿与强烈的求知欲，可用作化学相关专
业的综合化学实验。

图1

1

实验方案与技术路线图

实验主要原料

实验所用药品与原料：钛酸酯偶联剂LD-122：工业级，扬州立达树脂有限公司产品；硅烷偶联
剂KH-570、乙醇：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品；2000目粉煤灰：取洛阳电厂粉煤灰为
试验原料，对粉煤灰进行除杂、分级处理后用于橡胶制备填料；氯化聚乙烯(CPE)：型号CPE135A，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轻质碳酸钙(CaCO3)、炭黑N330、石蜡、活性氧化镁(MgO)：工业
级，上海统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过氧化二异丙苯(DCP)、三烯丙基异氰脲酸酯(TAIC)、邻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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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酸二辛酯(DOP)：工业级，上海方锐达化学品有限公司产品。
基本配方：CPE 20 g，稳定剂(MgO) 3 g，硫化体系(DCP + TAIC) 1.5 g，填充剂(CaCO3) 10 g，
补强(N330) 6.5 g，增塑剂(DOP) 3 g。

2

实验主要仪器和设备

RM-200A转矩流变仪，哈勃电气制造公司；BL-6175-A100 × L320开放式双辊炼胶机，宝轮精密
检测仪器有限公司；XLB-D350 × 350 × 2/0.25MN平板硫化机，无锡晨光橡塑机械厂；CP-25型冲片
机，江都市新真威试验机械有限责任公司；HY-0508万能材料试验机，上海衡翼产品；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仪(Nicolet iS50，美国Thermo公司)；DHG-9145A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仪器；5002型电子天
平，上海恒平。

3

实验步骤

3.1

改性粉煤灰的制备及改性效果评价
学生分为两组，分别选用钛酸酯偶联剂LD-122、硅烷偶联剂KH-570对粉煤灰进行表面改性，参
照文献[12]，将偶联剂与粉煤灰的比例固定为1%，具体步骤如下：将去离子水与乙醇按体积比1 : 3配
制成溶液40 mL，滴入少量盐酸溶液调节pH = 3–4，称取适量相应偶联剂加入到配制的40 mL溶液中，
于80 °C左右回流5 min后加入粉煤灰，快速搅拌加热至85 °C恒温30 min，过滤后在烘箱中90 °C恒温
1 h烘干，研磨之后得到改性粉煤灰。测定两种改性粉煤灰的活化指数[13]和吸附强度[12]，初步评价两
种粉煤灰改性效果。由于粉煤灰作橡胶填料不仅要考虑到活性指数，同时还要考虑到偶联剂吸附强
度，从表面改性剂分子与无机粉体表面作用的角度来考虑，应尽可能选择与粉体颗粒表面进行化学
反应或化学吸附的表面改性剂，因为物理吸附在其后应用过程中的强烈搅拌或挤压作用下容易脱
附 [14]，进而可能影响到橡胶力学性能指标，所以最佳改性剂的选择参照活化指数及吸附强度，确定
改性效果好的粉煤灰用于填充橡胶的制备。
3.2 橡胶的制备及力学性能测试
学生分为四组，按配方进行原料称取，配方如表1所示。首先将CPE及配合剂在转矩流变仪中进
行混炼，密炼室初始温度为90 °C，转子转速为60 r·min−1，时间6 min，获得CPE混炼胶；胶料在开炼
机上薄通6–8次后下片，最后在150 °C的平板硫化机上预热5 min，加压并排气3次，15 MPa保压
10 min，取出后冷压5 min，即可取出橡胶样品。裁片制测试样条，形状为哑铃型，试样厚度为1 mm，
硫化后在室温放置超过24 h后进行拉伸性能测试。硫化胶的拉伸性能按《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
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GB/T528–2009)测定，使用电子拉力试验机，拉伸速度为250 mm·min−1，测
试力学性能，每片试样测试5组有效样条，在外力作用下测试有效区域内断裂视为有效。
表1

CPE橡胶试验配方

材料

配方1

配方2

配方3

配方4

CPE

20

20

20

20

MgO

3

3

3

3

N330

6.5

6.5

6.5

4.5

DCP+TAIC

1.5

1.5

1.5

1.5

DOP

3

3

3

3

CaCO3

10

–

–

10

改性粉煤灰

–

–

10

2

未改性粉煤灰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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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粉煤灰表面改性效果的分析
用偶联剂对粉煤灰进行表面改性处理，改性剂用量不大，却能显著改善粉煤灰的表面性能，本
实验粉煤灰改性采用化学包覆改性法。两种偶联剂改性后的粉煤灰颜色均变浅，表明堆积密度明显
减小，比表面积增大。粉煤灰亲水性实验结果(表2)显示：改性后的粉煤灰大部分浮于水面，未改性
的粉煤灰几乎全部沉在水底，这是因为未改性的粉煤灰的表面是强极性的，具有较强的亲水性，在
水中自然沉降；改性粉煤灰表面是非极性的，具有较强的亲油性，在水中由于巨大的表面张力使其
在水面上漂浮不沉；通过测其活化指数H [12]可以反映表面处理效果的好坏，活化指数H=样品中漂浮
部分的质量(g)/样品总质量(g)，活化指数越大，说明亲油性越强，两种偶联剂改性的粉煤灰活化指数
均在90%左右，说明改性剂能够均匀地包裹在粉煤灰颗粒的表面，作用完全。改性后的粉煤灰经过
溶剂(乙醇)反复洗涤后，活化指数H2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KH-570改性粉煤灰的活化指数下降幅度
不明显，说明绝大部分硅烷偶联剂分子与粉煤灰颗粒表面发生较强的化学键合，吸附强度高，以化
学吸附为主，因此在有机溶剂的洗涤下不易产生脱附。图2是未改性粉煤灰和KH570改性粉煤灰的FTIR图谱。由于粉煤灰是以Si、Al、Fe的氧化物为主要组分，未改性粉煤灰表面有以下特征峰：如图2a
所示，在1050 cm−1附近有1个强吸收带，是Si―O―Si伸缩振动特征峰，725 cm−1附近峰值是Si―O―Si
弱的吸收带，875 cm−1和797 cm−1归属于Si―C键伸缩振动峰。图2b为改性粉煤灰的FT-IR图谱，偶联
剂KH570与粉煤灰的质量比为1 : 100。对比图2a和2b可见，改性前后粉煤灰在1050 cm−1的Si―O伸缩
振动峰、以及其他指纹区的特征吸收峰位置基本没有变化，但改性后振动峰强度增加，且在1725和
2920 cm−1 处均出现了新的特征峰，其中1725 cm−1 为C＝O的伸缩振动吸收峰，2920 cm−1 为烷烃的
C―H键伸缩振动峰，可能由于偶联剂用量较少，FT-IR图谱中烷基的C―H键振动峰值较弱。对比图
2a和2b可以说明，硅烷偶联剂KH570与粉煤灰表面发生了一定的包覆和化学键合作用。红外检测前
用溶剂反复清洗改性粉煤灰去除表面上可能存在残留的偶联剂，因此通过红外也可以验证KH570是
以成键形式与粉煤灰表面结合，而不是简单的物理吸附。LD-122改性粉煤灰的活化指数降低幅度较
大，活化指数由0.91 → 0.24，说明钛酸酯偶联剂与粉煤灰表面颗粒产生脱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
钛酸酯偶联剂分子与粉煤灰颗粒表面既有物理吸附，又有化学吸附[15]，但以物理吸附为主，这种吸
附是通过分子间作用力相互吸引而产生的，吸附强度低，在有机溶剂洗涤的过程中，粉煤灰颗粒表
面与偶联剂分子产生脱附现象。所以选用KH-570改性后的粉煤灰作为填料填充制备硫化橡胶。
表2

两种偶联剂改性效果及吸附强度的比较

粉煤灰

表观现象

活化指数H1

活化指数H2

未改性

几乎全沉入水

–

–

LD-122改性

大部分浮于水

0.91

0.24

KH-570改性

大部分浮于水

0.90

0.85

1050

875
797
725

1725

b)

2920

a)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波长/cm-1

图2

粉煤灰改性前(a)及KH570改性粉煤灰后(b)FT-IR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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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改性粉煤灰填充橡胶的力学性能分析
表1为四组学生的实验配方，配方1为基本配方，配方2为用未改性的粉煤灰等量取代轻钙，配方
3为改性粉煤灰等量取代轻钙，配方4为改性粉煤灰部分替代炭黑，替代比例为30%。图3所示是本实
验CPE及配合剂从粉料到混炼胶到硫化胶，最后到标准样条的实物转变过程，从图3中可以明显看出
物质的形态差异，让学生产生感性认识。

图3

硫化胶转化实物图

图4所示是表1中四个配方制得四种硫化橡胶的应力–应变曲线，均表现出“软而韧”的弹性体特
征。用粉煤灰等量代替轻钙或部分替代炭黑作橡胶的填料，制样测试其拉伸性能，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的配方2和配方1的对比可以看出，不经改性处理的粉煤灰直接替代轻钙用来做橡胶填料，其
拉伸强度与轻钙做填料得到的制品的抗拉强度相差较远，分别为7.4 MPa和8.7 MPa。这是因为粉煤
灰颗粒与橡胶、塑料等高聚物基体，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材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不相容性，直接填充的粉煤灰填料，由于其表面的某些缺陷，界面容易产生内部应力，另外粉煤灰
的表面能偏高，粒度过细，容易产生团聚，很难在橡胶基体中分散，从而影响橡胶的各项力学性能
20
18

1.原配方
2.未改性粉煤灰替代轻钙
3.改性粉煤灰替代轻钙
4.改性粉煤灰部分替代炭黑

16

应力/MPa

14
12
10

4

8

2

6
4

1

3

2
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应变/100%
图4

几种不同配方硫化胶的应力-应变曲线
表3

各硫化橡胶力学性能比较

编号

橡胶试样

抗拉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1

配方1

8.7

540

2

配方2

7.4

420

3

配方3

8.8

550

4

配方4

8.7

380

大 学 化 学 Univ. Chem. 2021, 36 (6), 2007047 (6 of 7)
指标[16]。对粉煤灰进行表面改性后，其作为填料替代轻钙得到的橡胶制品的抗拉强度(表3中配方3所
示8.8 MPa)有很大提高，处于平时生产用胶测试结果的上游水平，说明改性粉煤灰全部代替轻质碳
酸钙是可行的。这是因为经过表面改性处理后，粉煤灰的表面活性基团增多，这些活性基团与橡胶
的碳氢分子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使粉煤灰与橡胶之间的吸附作用和化学结合力增加，这比仅靠挤
压使两者形成物理缠结的相容性好得多，从而提高了橡胶的物理机械性能[17]。炭黑对橡胶的优良补
强作用是因为其表面吸附着－OH、－COOH等活性基团，粉煤灰经过表面改性后，表面上却有与炭
黑表面相类似的活性基团，由表3试验配方4中可以看出，用改性粉煤灰以30%左右替代炭黑时，其
力学性能指标都接近炭黑作橡胶补强填料的性能，因此，在CPE橡胶中用改性粉煤灰可替代部分炭
黑，从而减少炭黑用量，降低橡胶制品的成本。

5

实验组织与教学建议

学生进入实验室之前，要求首先查阅与实验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粉煤灰改性的常用方法及机
理；熟悉转矩流变仪、开放式炼胶机、平板硫化机、万能试验机的仪器结构、设备原理以及混炼、
模压工艺的基本知识；熟悉橡胶的配方设计原则；熟悉树脂、橡胶及助剂的种类、作用原理，及混
炼和硫化操作的注意事项。具体实验安排如下：
(1) 第1次实验(4学时)：将学生分为A、B两组，选用两种改性剂(LD-122，KH-570)对粉煤灰进
行改性。测定改性粉煤灰活化指数(H)并比较两种偶联剂的吸附强度，选出改性效果较好的粉煤灰，
用于橡胶的填充制备。
(2) 第2次实验(4学时)：学生分为四组，按照实验配方，用KH-570改性后的粉煤灰做填料制备硫
化橡胶。
(3) 第3次实验(4学时)：测定硫化橡胶力学性能。
思考题(课外)：要求每位学生在完成上述实验后，按科研论文格式提交实验小论文，内容包括：
通过实验数据共享，比较两种偶联剂对粉煤灰的改性效果，推测改性机理。对粉煤灰做填料制得的
橡胶的力学性能进行分析，从机理层面阐述力学性能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指出实验中存在的问题及
注意事项等。

6

实验特色和效果

粉煤灰是工业废弃物，我们从以废治废和变废为宝的概念出发，使用粉煤灰部分代替价格昂贵
的炭黑可降低材料的成本，同时减少粉煤灰对环境的污染，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实
验涉及知识点包括无机化学、材料化学、分析化学及大型分析仪器的使用等，实验教学具有直观性、
启发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从文献的检索、阅读、总结，到实验方案的设计、实施和改进，需要学生
全程参与每个环节。通过本实验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更能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在较高层次上了解化学实验领域中的特殊应用，培养其以创新的思路去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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