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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橡胶助剂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本发明提供的橡胶助剂，由包括如下重量

份数的原料改性反应制备得到：白碳黑 80 ～ 110

份；硅烷偶联剂2～25份；氮化物5～15份；稀土

化合物的组合物 2 ～ 18 份。在本发明中，稀土化

合物的组合物与硅烷偶联剂对白碳黑的改性，使

得到的橡胶助剂具有生热低、散热快的特点，能够

有效解决橡胶厚制品由于生热大、传热差等缺陷

造成橡胶厚制品的早期脱层、爆破易报废的问题；

同时橡胶助剂还具有导热性能好、耐高温特性以

及较好的补强性能，以橡胶助剂制得的橡胶材料

制备得到的实心轮胎或橡胶护弦厚制品强度提高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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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橡胶助剂，由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改性反应制备得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橡胶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烷偶联剂为双-(三乙氧基甲硅

烷基丙基)四硫化物和双-(三乙氧基硅基丙基)二硫化物，所述双-(三乙氧基甲硅烷基丙

基)和所述双-(三乙氧基硅基丙基)二硫化物的重量比为(1～15)：(1～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橡胶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稀土化合物为镧系化合物，所述

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包括第一稀土组合物和第二稀土组合物，所述第一稀土组合物和所述

稀土第二组合物的重量比为(1～10)：(1～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橡胶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稀土组合物包括CeO2、CeN和

LaN中的任意两种。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橡胶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稀土组合物包括Nd2N3、LaO2、

NdN和PrN中的任意两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橡胶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氮化物包括BN、AlN和Si3N4中的一

种。

7.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橡胶助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白炭黑、氮化物、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和硅烷偶联剂混合得到混合物料；

将所述混合物料在液相状态下进行改性反应，得到橡胶助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橡胶助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反应温度为140

～150℃；

所述改性反应的时间为10～15min。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相状态由醇类溶剂提供。

10.包括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橡胶助剂或权利要求7～9任一项所述制备方法得到

的橡胶助剂的橡胶材料的应用，具体为：所述橡胶材料为实心轮胎或橡胶护弦厚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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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橡胶助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橡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橡胶助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橡胶制品是以橡胶为主要原料经过一系列加工制得成品的总称。橡胶制品的共同

特点是具有高弹性，优异的耐磨、减震、绝缘和密封等性能。橡胶工业生产的橡胶制品，种类

众多。橡胶工业不仅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日用、医用等轻工橡胶产品，而且向采

掘、交通、建筑、机械、电子等重工业和新兴产业提供各种橡胶制生产设备或橡胶部件，例如

实心轮胎和大型橡胶护舷。

[0003] 实心轮胎在行驶过程中受到来自载重方面的作用力，轮胎在不断地反复曲挠中工

作，由于轮胎部件之间、原材料分子间的相对运动和摩擦使轮胎产生并积累了大量的热量。

尤其是大规格的实心轮胎，随着轮胎不断行驶，这种热量的积蓄越来越多，轮胎的温度越来

越高，这种高温严重地破坏橡胶使用寿命，在热氧的作用下使交联键发生断裂，橡胶的交联

密度急剧下降，最后导致轮胎过早爆破、脱层等，进而过早报废。

[0004] 大型橡胶护舷是用于港口船舶靠岸的缓冲挂件，用以缓冲在船舶靠岸时的冲击

力，减缓对船舶和口岸的破坏。护舷长年在日光下暴晒，橡胶护舷在外力冲击和太阳暴晒作

用造成舷体升温，同时分子链不断断裂，加快橡胶护舷的老化。

[0005] 国外为了提高大型厚橡胶制品的使用寿命，研制了多种助剂，例如(1)德国巴士夫

生产的乙炔酚醛树脂，它作为增粘剂可大大提高混炼胶复合层之间的粘性改善加工质量；

(2)S.S公司生产的橡胶均匀剂，用以改善不同极性橡胶之间的混合，增加胶料粘力和强力；

(3)富莱克斯公司生产的PK-900抗硫化返原效果不错。但是以上助剂仍然均存在缺乏散热

和缺乏降低生热功能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橡胶助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本发明提供的橡胶助

剂生热低、散热快。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橡胶助剂，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白碳黑80～110份；硅烷

偶联剂2～25份；氮化物5～15份；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2～18份。

[0008] 优选的，所述硅烷偶联剂为双-(三乙氧基甲硅烷基丙基)四硫化物和双-(三乙氧

基硅基丙基)二硫化物，所述双-(三乙氧基甲硅烷基丙基)四硫化物和所述双-(三乙氧基硅

基丙基)二硫化物的重量比为(1～15)：(1～10)。

[0009] 优选的，所述稀土化合物为镧系化合物，所述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包括第一稀土

组合物和第二稀土组合物，所述第一稀土组合物和所述稀土第二组合物的重量比为(1～

10)：(1～8)。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稀土组合物包括CeO2、CeN和LaN中的任意两种。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二稀土组合物包括Nd2N3、LaO2、NdN和PrN中的任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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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氮化物包括BN、AlN和Si3N4中的一种。

[0013] 本发明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将白炭黑、氮化物、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和硅烷偶联剂混合得到混合物料；

[0015] 将所述混合物料在液相状态下进行改性反应，得到橡胶助剂。

[0016] 优选的，所述改性反应温度为140～150℃；所述改性反应的时间为10～15min。

[0017] 优选的，所述液相状态由醇类溶剂提供。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橡胶助剂或者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制备方法

得到的橡胶助剂的橡胶材料的应用，具体为：所述橡胶材料为实心轮胎或橡胶护弦厚制品。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橡胶助剂，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白碳黑80～110份；硅烷

偶联剂2～25份；氮化物5～15份；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2～18份。在本发明中，稀土化合物的

组合物与硅烷偶联剂对白碳黑的改性，使得到的橡胶助剂具有生热低、散热快的特点，能够

有效解决橡胶厚制品由于生热大、传热差等缺陷造成橡胶厚制品的早期脱层、爆破易报废

的问题。而且，本发明提供的橡胶助剂还具有导热性能好、耐高温特性；橡胶助剂具有较好

的补强性能，以橡胶助剂制得的橡胶材料制备得到的实心轮胎或橡胶护弦厚制品强度提高

显著。本申请实施例的结果表明，所得到的橡胶助剂生热低、散热快，添加橡胶助剂的橡胶

材料制备的试验轮胎比没有使用橡胶助剂的耐久试验多行驶1小时44分，胎面内温低11℃，

胎侧内温低10℃，显著延长橡胶厚制品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图1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橡胶助剂的制备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橡胶助剂，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白碳黑80～110份；硅烷

偶联剂2～25份；氮化物5～15份；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2～18份。

[0023] 本发明提供的橡胶助剂通过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与硅烷偶联剂对白碳黑的改性，

得到的橡胶助剂具有生热低、散热快的特点，能够有效解决橡胶厚制品由于生热大、传热差

等缺陷造成橡胶厚制品的早期脱层、爆破易报废的问题。

[0024] 在本发明中，以重量份数计，制备所述橡胶助剂的原料包括80～110份白碳黑，优

选为85～105份，更优选为90～100份。在本发明中，对白炭黑没有特殊要求，采用本领域技

术人员所熟知的白炭黑即可，本发明实施例中可具体为白炭黑粉末或白炭黑胶体；本发明

中白炭黑优选为LK975、LK955-1或933，本申请实施例中选用山东联科卡尔迪克白炭黑有限

公司生产的白炭黑LK975或者白炭黑LK955-1。

[0025] 在本发明中，以重量份数计，制备所述橡胶助剂的原料包括2～25份硅烷偶联剂，

优选为5～20份，更优选为10～15份。在本发明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优选为双-(三乙氧基甲

硅烷基丙基)四硫化物(TESPT)和双-(三乙氧基硅基丙基)二硫化物(TESPD)；本发明对所述

TESPT和所述TESPD的来源没有特殊要求，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两种硅烷偶联剂的

市售商品或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制备方法自行制备即可。

[0026] 在本发明中，所述TESPT和所述ESPD的重量比优选为(1～15)：(1～10)，更优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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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8)。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TESPT和TESPD的重量比可具体为2:9、3:8、4:

7、9:2、8:3或7:4。

[0027] 在本发明中，以重量分数计，制备所述橡胶助剂的原料包括7～12份氮化物，优选

为8～11份，更优选为9～10份。在本发明中，所述氮化物优选为BN、AlN和Si3N4中的一种，本

发明对BN、AlN和Si3N4的来源没有特殊要求，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BN、AlN和Si3N4

市售产品或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制备方法自行制备即可。

[0028] 在本发明中，以重量份数计，制备所述橡胶助剂的原料包括2～18份的稀土化合物

的组合物，优选为5～15份，更优选为7～10份。在本发明中，所述稀土化合物优选为镧系化

合物，所述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优选包括第一稀土组合物和第二稀土组合物，本发明中所

述第一稀土组合物和所述第二稀土组合物重量比优选为(1～10)：(1～8)，更优选为(2～

8)：(3～5)；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稀土组合物和所述第二稀土组合物重量比可具

体为3:7、5:6、7:5或9:4。

[0029] 本发明中所述第一组合物优选为CeO2、CeN和LaN中的任意两种，本发明实施例对

所述CeO2、CeN和LaN中的任意两种的比例没有任何限制，本申请实施例中两种的比例可具

体为：CeO2和CeN为1：1、CeN和LaN为1：2或CeO2和LaN为2：1；本发明中所述第二组合物优选为

Nd2N3、LaO2、NdN和PrN中的任意两种，本发明实施例对所述Nd2N3、LaO2、NdN和PrN中的任意两

种的比例没有任何限制，本发明实施例中两种的比例可具体为：Nd2N3和LaO2为1：1、LaO2和

NdN为2：1、NdN和PrN为1：3或Nd2N3和PrN为2：1。

[0030] 本发明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橡胶助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将白炭黑、氮化物、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和硅烷偶联剂混合得到混合物料；

[0032] 将所述混合物料在液相状态下进行改性反应，得到橡胶助剂。

[0033] 如图1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橡胶助剂的制备流程示意图所示，图1中橡胶助剂的工

艺流程为：原料混合→改性过程→后处理。

[0034] 本发明将白炭黑、氮化物、稀土化合物的组合物和硅烷偶联剂混合得到混合物料，

本发明对混合方式没有特殊要求，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物料混合方式即可。本发

明优选在震动搅拌的条件下，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原料混合；在本发明中，所述混合的时间

优选为15～20min，更优选为16～18min；本申请实施例所述白碳黑、氮化物和稀土化合物的

组合物的混合温度优选为室温。在本发明中，震动搅拌的速率优选为800～1500转/分。本发

明对所述混合采用的设备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物料混合设备即

可，如可以为震动研磨机。

[0035] 得到混合物料后，将所述混合物料在液相状态下，进行改性反应得到橡胶助剂。在

本发明中，所述液相状态优选由醇类溶剂提供；具体的，本发明优选向得到的混合物料中添

加醇类溶剂提供所述混合物料的液相状态。在本发明中，所述醇类溶剂优选为乙醇溶液，更

优选为乙醇水溶液；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浓度优选为90～98％，更优选为95～96％。在本发

明中，所述醇类溶剂与所述硅烷偶联剂的体积比优选为(0.5～1):(0.5～2)；在本申请实施

例中，乙醇溶液与所述硅烷偶联剂的体积比可具体为0.5:1、0.5:1.5、0.5:2、1:0.5、1:1或

1:2。

[0036] 本申请中，所述改性反应的温度优选为140～150℃，进一步优选为142～148℃；在

本申请实施例中，所述改性反应温度可具体为141℃、143℃、144℃、145℃、146℃或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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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本申请中，改性反应的时间优选为10～15min，进一步优选为11～14min；在本申请

实施例中，所述改性反应的时间可具体为10min、12min或13min。

[0038] 完成所述改性反应后，本发明优选对所述改性反应产物进行后处理，得到橡胶助

剂。在本发明中，所述后处理优选包括排料、冷却、检验和包装，本发明优选依据HG/T3061-

1999标准进行排料、冷却、检验和包装；在本申请中，对所述排料方法没有特殊要求，采用本

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排料方法即可；在本申请中，对所述冷却方式没有特殊要求，采用本

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冷却方式即可，本申请实施例中冷却方式具体为空冷方式，冷却后

温度达到室温；检验和包装按照本领域所熟知的方法进行。

[003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橡胶助剂或者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制备方法

得到的橡胶助剂的橡胶材料的应用，具体为：所述橡胶材料为实心轮胎或橡胶护弦厚制品。

[0040] 本发明中，所述橡胶助剂具体用于制备橡胶材料，本发明中橡胶材料优选包括标

准橡胶、炭黑和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橡胶助剂。在本发明中，以标准橡胶的质量为基准，所述

橡胶助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10～15％，所述炭黑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30～40％。本发

明对所述橡胶材料的标准橡胶和炭黑的来源没有特殊要求，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

标准橡胶和炭黑市售产品或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制备方法自行制备即可。

[0041]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橡胶助剂进行详细地描

述，但不能将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42] 以下实施例中所得样品的机械性能测试的方法如下：按照GB/T1681硫化橡胶回弹

性的规定测定回弹率，依据DIN53505规定测定硬度，按照ISO37的规定进行300％定伸长强

度、扯断伸长率、扯断强度和撕裂强度的测定。

[0043] 实施例1:

[0044] 以重量份计，按照白碳黑LK955-1为85份；BN 7份；CeO2和CeN 1份，Nd2N3和LaO26

份，硅烷化合物TESPT 2份、硅烷化合物TESPD 3份备料，将原料通过震动研磨机在常温下混

合15min得到混合物料；以硅烷化合物TESPT与硅烷化合物TESPD混合体积与乙醇体积1：1

计，添加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溶液对混合物料进行稀释，在140℃条件下进行改性反应

10min得到橡胶助剂；随后通过排料、冷却、检验和包装对橡胶助剂进行后处理。

[0045] 得到橡胶助剂后，委托烟台中策橡胶有限公司制作6.50-10规格的实心轮胎，制备

实心轮胎中间胶的配方如表1所示，制备轮胎胎面胶的配方如表2所示；并对实心轮胎进行

耐久试验和机床试验以及实心轮胎中间层的机械性能测试试验。

[0046] 耐久试验按照GB/T10824-2008进行，试验温度为25℃、时速为10Km/h，负荷为

2640Kg：使用橡胶助剂制备的实心轮胎的机床试验测试结果记录如表3所示，未使用橡胶助

剂制备的实心轮胎的机床试验结果记录如表4所示；试验结果分析如表5所示，表明添加橡

胶助剂的试验轮胎比没有使用橡胶助剂的耐久试验多行驶1小时44分，胎面内温低11℃，胎

侧内温低10℃，本发明提供的橡胶助剂能够降低轮胎在使用过程中的温度，延长轮胎的使

用寿命。

[0047] 实心轮胎中间胶机械性能测试结果如表6所示，实心轮胎中间胶添加本发明技术

方案提供的橡胶助剂，扯断强度和撕裂强度得到提高；实心轮胎胎面胶机械性能测试结果

如表7所示，实心轮胎胎面胶添加本发明技术方案提供的橡胶助剂，扯断强度和撕裂强度得

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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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表1 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实心轮胎中间胶配方(重量份)

[0049]

组成 常规配方 使用橡胶助剂的配方

标准橡胶 100 100

炭黑 50 40

橡胶助剂 / 10

[0050] 表2 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实心轮胎胎面胶配方(重量份)

[0051]

组成 常规配方 使用专用助剂的配方

标准橡胶 100 100

炭黑 53 41

橡胶助剂 / 12

[0052] 表3 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使用橡胶助剂的实心轮胎(6.50-10)的机床试验结果

[0053]

循环号 测试循环 时间 胎面内部温度(℃) 胎侧内温度(℃)

1 开始 9:10 25 25

2 停止 9:25 40 30

3 开始 9:27 / /

4 停止 9:42 58 39

5 开始 9:45 / /

6 停止 10:00 75 52

7 开始 10:03 / /

8 停止 10:18 92 67

9 开始 10:21 / /

10 停止 10；36 105 83

11 开始 10:40 / /

12 停止 10:55 115 97

13 开始 10:58 / /

14 停止 11；13 121 108

15 开始 11:17 / /

16 停止 11:32 125 122

17 开始 11:35 /  

18 爆破 14:12 170 176

[0054] 由表3可以看出，使用本发明实施例制备得到的橡胶助剂的实心轮胎，爆破行驶时

间达到4小时52分钟，爆破时，胎面内部温度为170℃，胎侧温度为176℃。

[0055] 表4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常规配方生产的实心轮胎(6.50-10)的机床试验结果：

[0056]

循环号 测试循环 时间 胎面内部温度(℃) 胎侧内温度(℃)

1 开始 9:10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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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止 9:25 40 30

3 开始 9:27 / /

4 停止 9:42 60 40

5 开始 9:45 / /

6 停止 10:00 77 53

7 开始 10:03 / /

8 停止 10:18 94 69

9 开始 10:21 / /

10 停止 10；36 107 85

11 开始 10:40 / /

12 停止 10:55 118 100

13 开始 10:58 / /

14 停止 11；13 123 111

15 开始 11:17 / /

16 停止 11:32 128 125

17 开始 11:35 /  

18 爆破 12:28 181 186

[0057] 由表4可以看出，按照常规配方制备得到的橡胶助剂的实心轮胎，爆破行驶时间达

到3小时8分钟，爆破时，胎面内部温度为181℃，胎侧温度为186℃。

[0058] 表5 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耐久试验分析结果

[0059]

配方类别 爆破时行驶时间h 爆破时胎面内温(℃)

常规配方配方 3小时08分 胎面内温182；胎侧内温188

添加橡胶助剂配方 4小时52分 胎面内温170；胎侧内温176

[0060] 通过对比表3和表4的效果数据，结合表5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提供的橡胶助剂能

够降低轮胎在使用过程中的温度，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0061] 表6 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实心轮胎中间胶机械性能实验结果

[0062]

[0063] 由表6可以看出，添加本申请提供的橡胶助剂制备得到的实心轮胎具有较好的力

学性能。

[0064] 表7 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实心轮胎胎面胶物理机械性能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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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由表7可以看出，添加本申请提供的橡胶助剂制备得到的实心轮胎具有较好的力

学性能。

[0067] 实施例2

[0068] 以重量份计，按照白碳黑LK975为110份；BN 15份；CeO2和CeN 10份，Nd2N3和LaO28

份，硅烷化合物TESPT 15份、硅烷化合物TESPD 10份备料，将原料通过震动研磨机在常温下

混合20min得到混合物料；以硅烷化合物TESPT与硅烷化合物TESPD混合体积与乙醇体积1：1

计，添加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溶液对混合物料进行稀释，在150℃条件下进行改性反应

10min得到橡胶助剂；随后通过排料、冷却、检验和包装对橡胶助剂进行后处理。

[0069] 得到橡胶助剂后，委托烟台中策橡胶有限公司制作6.50-10规格的实心轮胎，制备

实心轮胎中间胶的配方如表8所示，制备轮胎胎面胶的配方如表9所示；并对实心轮胎进行

耐久试验和机床试验以及实心轮胎中间层的机械性能测试试验。

[0070] 耐久试验按照GB/T10824-2008进行，试验温度为25℃、时速为10Km/h，负荷为

2640Kg：使用橡胶助剂制备的实心轮胎的机床试验测试结果记录如表10所示，未使用橡胶

助剂制备的实心轮胎的机床试验结果记录如表11所示；试验结果分析如表12所示，表明添

加橡胶助剂的试验轮胎比没有使用橡胶助剂的耐久试验多行驶1小时44分，胎面内温低11

℃，胎侧内温低10℃，本发明提供的橡胶助剂能够降低轮胎在使用过程中的温度，延长轮胎

的使用寿命。

[0071] 实心轮胎中间胶机械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3所示，实心轮胎中间胶添加本发明技术

方案提供的橡胶助剂，扯断强度和撕裂强度得到提高；实心轮胎胎面胶机械性能测试结果

如表14所示，实心轮胎胎面胶添加本发明技术方案提供的橡胶助剂，扯断强度和撕裂强度

得到提高。

[0072] 表8 本发明实施例2得到的实心轮胎中间胶配方(重量份)

[0073]

组成 常规配方 使用橡胶助剂的配方

标准橡胶 100 100

炭黑 56 45

橡胶助剂 / 11

[0074] 表9本发明实施例2得到的实心轮胎胎面胶配方(重量份)

[0075]

组成 常规配方 使用专用助剂的配方

标准橡胶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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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 55 40

橡胶助剂 / 15

[0076] 表10本发明实施例2得到的使用橡胶助剂的实心轮胎(6.50-10)的机床试

[0077] 验结果

[0078]

循环号 测试循环 时间 胎面内部温度(℃) 胎侧内温度(℃)

1 开始 9:10 25 25

2 停止 9:25 40 30

3 开始 9:27 / /

4 停止 9:42 58 39

5 开始 9:45 / /

6 停止 10:00 75 52

7 开始 10:03 / /

8 停止 10:18 92 67

9 开始 10:21 / /

10 停止 10；36 105 83

11 开始 10:40 / /

12 停止 10:55 115 97

13 开始 10:58 / /

14 停止 11；13 121 108

15 开始 11:17 / /

16 停止 11:32 125 122

17 开始 11:35 /  

18 爆破 13:59 175 178

[0079] 由表10可以看出，使用本发明实施例制备得到的橡胶助剂的实心轮胎，爆破行驶

时间达到4小时39分钟，爆破时，胎面内部温度为175℃，胎侧温度为178℃。

[0080] 表11 本发明实施例2得到的常规配方生产的实心轮胎(6.50-10)的机床试验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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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082]

[0083] 由表11可以看出，按照常规配方制备得到的橡胶助剂的实心轮胎，爆破行驶时间

达到2小时58分钟，爆破时，胎面内部温度为185℃，胎侧温度为190℃。

[0084] 表12 本发明实施例2得到的耐久试验分析结果

[0085]

配方类别 爆破时行驶时间h 爆破时胎面内温(℃)

常规配方配方 3小时08分 胎面内温185；胎侧内温190

添加橡胶助剂配方 4小时52分 胎面内温175；胎侧内温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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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通过对比表10和表11的效果数据，结合表12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提供的橡胶助

剂能够降低轮胎在使用过程中的温度，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0087] 表13 本发明实施例2得到的实心轮胎中间胶机械性能实验结果

[0088]

[0089] 由表13可以看出，添加本申请提供的橡胶助剂制备得到的实心轮胎具有较好的力

学性能。

[0090] 表14 本发明实施例2得到的实心轮胎胎面胶物理机械性能试验结果

[0091]

[0092] 由表14可以看出，添加本申请提供的橡胶助剂制备得到的实心轮胎具有较好的力

学性能。

[009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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