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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 

 6.1 混合与分散  

 6.2 混合设备 

 6.3 橡胶的塑炼与混炼 

 6.4 塑料的混合与塑化 

 6.5 聚合物溶液、分散体和胶乳的配制 

 6.6 聚合物共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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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材料由多种组分组成，在成型前必须将各种组分相

互混合，制成合适形态的物料再进行成型加工，这一过程就

称为混合，又称为配料，实际上是成型加工前的准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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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需要在成型前进行准备？     

    ①不同的成型过程，对原料的形态有不同的要求 

        塑料制品：粒料、粉料、溶液、分散体 

    橡胶制品：混炼胶团、片状胶条 

  ②聚合物与添加剂需要在成型前进行有效的混合 

  ③成型加工的物料必须经过准确计量 

  ④各种添加剂需要进行预处理 

  ⑤聚合物原料在运输、贮存过程中产生性质变劣或混入杂

质，需要在成型前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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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混合与分散  
    在制备混合物时，通常有分散与混合这两个基本过程。 

    混合是将组分相互分布在各自所占的空间中，即使两种

或多种组分所占空间的最初分布情况发生变化。 

    分散是指混合物中一种或多种组分的物理特性发生了一

些内部变化的过程，如颗粒尺寸减小或溶于其他组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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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混合机理 

    混合是一种趋向于减少混合物非均匀性的操作，是在整

个系统的全部体积内各组分在其基本单元没有发生本质变

化情况下的细化和分布过程。 

(1)扩散 

 

         

 

 

通过组分的物理运动 
组分非均匀性的减少 
 
组分的细化 

扩散的基本运动形式 
分子扩散 
涡流扩散 
体积扩散 （Brodkey混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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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分子扩散 

    由浓度梯度驱使自发地发生的一种过程，各组分的微粒

由浓度较大的区域迁移到浓度较小的区域，从而达到各处

组分的均化。 

    不同物态的物料，其分子扩散的程度不同。 

    聚合物的混合是高粘度熔体间的混合，不是靠分子扩散

实现。但低分子组分在聚合物熔体中的混合，可通过分子

扩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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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物料的状态与分子扩散程度的关系： 

    混合物料的状态                  分子扩散的程度 

①气体与气体间的混合              较快地、自发地进行 

②低粘度液体与低粘度液体间的混合  也能较显著地进行   

  低粘度液体与固体间的混合 

③高粘度液体与高粘度液体间的混合  不显著，较困难进行   

  高粘度液体与固体间的混合 

④固体与固体间的混合              极慢，很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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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涡流扩散(紊流扩散) 

       紊流扩散的必要前提是体系粘度很低，或物料运动的速

度很高，达到紊流的程度。由于高分子熔体或浓溶液粘度

很高，要达到紊流，必须有很高的流速。 

    聚合物熔体的流速很高时，势必施加极高的剪切速率，

会造成聚合物降解，成型加工中不允许。因此，聚合物加

工中通常很少发生涡流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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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扩散 

体积对流混合 
 
     
层流对流混合 
   (主要发生在液体物料间) 

可发生在固体物料 
间，或液体物料间 

  ③体积扩散(对流扩散) 

    流体质点、液滴或固体粒子由系统的一个空间位置向另

一个空间位置的运动，或两种或多种组分在相互占有的空

间内发生运动，以达到各组分的均匀分布。 

    在聚合物加工中，体积扩散占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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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混合过程要素 

    混合的目的： 

    使原来两种或两种以上各自均匀分散的物料中的一种物

料按照可接受的概率分布到另一种物料中去，以便得到组

成均匀的混合物。 

    混合的问题： 

    在没有分子扩散和分子运动的情况下， 

  混合就需要有外加的作用力(主要是剪切 

  力)，该作用力主要起两个作用： 

    ①使物料发生形变和重新分布 

    ②克服颗粒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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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流体的混合要素 
剪切 
分流 
位置交换 

混合操作 
搅拌 
混合 
混炼 

压缩 
剪切 
分配置换 

三要素 

压缩 剪切 分配置换 流动感觉 

搅拌   要 流动顺畅 

混合   要 流动较易 

混炼 
填料多，流动性
差的材料必压缩 

要 要 
有发粘、粘
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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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炼三要素的关系： 

 “分布”由“置换”来完成； 

 “剪切”为进行“置换”起 

   辅助作用； 

 “压缩”则是提高物料的密 

   度，为提高“剪切”速率 

   起辅助作用。 

 

 

 

   

置换(D)  压缩(P)  剪切(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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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聚合物混合过程中，混合机理包括了如下作用： 

    ①剪切 

    ②分流、合并和置换 

    ③挤压(压缩) 

    ④拉伸 

    ⑤聚集 

    影响这些作用在同一个混合过程中所处地位的因素：混

合的最终目的、物料的状态、温度、压力、速度等。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POLYMER MATERIALS PROCESSING 

第六章 高分子材料混合与制备 

  ①剪切 

     

 

    剪切的作用：把高粘度分散相的粒子或凝聚体分散于其

它分散介质中。 

    物料受剪切作用后，发生变形、拉长，但体积没有发生

变化，于是截面变细、向倾斜方向伸长、表面积增大，渗

进别的物料的可能性增加，从而达到混合均匀的目的。 

 

剪切 
粘性剪切 
分割剪切 
磨碎剪切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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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高分子材料在挤出机内的混合过程 

    螺杆旋转时物料在螺槽和料筒间所受到的剪切作用，可

以设想为在两个无限长的平行板之间进行。 

 

 

 

    提高剪切混合效果的因素： 

  ①剪切速率，混合效果； 

  ②改变剪切方向，混合效果。 

 

 

图表链接/图6-3.ppt
图表链接/双螺杆熔体.swf
图表链接/捏合运动.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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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分流、合并和置换 

    在流道中设置突起状或隔板状的剪切片，对流动进行分

流。分流后： 

  分流束在流动下游再合并为原状态； 

  在各分流束内引起循环流动后再合并； 

  在各分流束进行相对位置交换（置换）后再合并； 

  以上几种过程一起作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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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挤压(压缩) 

    当物料被压缩时，物料内部会发生流动，产生由于压缩

而引起的流动剪切。这种由挤压(压缩)引起的流动在密炼

机、开炼机和挤出机中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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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链接/图6-5.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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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拉伸 

    拉伸可使物料产生变形，减小料层厚度，增加界面。 

  ⑤聚集 

    已破碎的分散相在热运动和微粒间相互作用下，重新聚

集在一起的过程。显然，聚集是必须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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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混合的类型 

1.非分散混合和分散混合 

 (1)非分散混合 

    在混合中仅增加粒子在混合物中空间分布均匀性而不减

小粒子初始尺寸的过程，称为非分散混合或简单混合。主

要通过对流实现。 

 

 

         

 

 

非分散混合 

分布性混合：主要发生在 

 
 
层状混合：主要发生在 液－液 
 

固－固
固－液 
液－液 

图表链接/非分散混合.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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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散混合 

       在混合过程中发生粒子尺寸减小到极限值，同时增加相

界面并提高混合物组分均匀性的过程称为分散混合。主要

依靠剪切应力和拉伸应力实现。 

        分散混合的目的： 

    是将少组分的固体颗粒和液滴分散开来，成为最终粒子

或允许的更小颗粒或液滴，并均匀地分布到多组分中。 

    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少组分在变形粘性流体中破裂，这种

过程是靠强迫混合物通过窄间隙而形成的高剪切区来完成

的。 

 

 

图表链接/分散混合.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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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分散混合     b  分散混合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POLYMER MATERIALS PROCESSING 

第六章 高分子材料混合与制备 

    分散混合过程所发生的物理、机械和化学作用： 

  ①把较大的添加剂团聚体和聚合物团块破碎为适合于混合

的较小的粒子； 

  ②在剪切热和传导热的作用下，使聚合物熔融塑化，以降

低聚合物的粘度； 

  ③粉状或液状的较少粒子组分克服聚合物的内聚能，渗入

到聚合物内部；      

  ④使较少粒子组分分散，将添加剂聚结体或团聚体的尺寸

减小到初始粒子的最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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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固相最终粒子的分布均化，使粒子发生位移，从而提高

物料的熵或无规程度、随机性或均匀性； 

  ⑥聚合物与活性填充剂之间产生力－化学作用，使填充物

料形成强化结构。 

  例：炭黑与橡胶的混合过程 

    粒状炭黑团聚体在密炼机的转子-转子间隙、转子-腔体

间隙中受到强烈剪切，二次结构(次结构)被破碎成一次结

构(原结构)。 

 

         

 

 

图表链接/FCM连续混炼机.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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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VE 

DISPERSIVE 

REACTIVE 

      

Mixing :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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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混合物料的状态 

 (1)固体与固体混合 

        主要是固体聚合物(粉状、粒状或片状) 

  与其它固体组分(如粉状添加剂)的混合。 

    这种混合一般在正式成型前进行，属无规分布性混合。 

        例：硬质PVC配方的混合 

            PVC树脂＋非液体的添加剂 

                                    (热稳定剂、填充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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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液体与液体混合 

    有两种情况： 

  ①低粘度体系：参与混合的液体是低粘度的单体、中间体

或非聚合物添加剂，通常发生在单体或预聚体成型中，以

及液体添加剂的预混合。 

  ②高粘度体系：参与混合的是高粘度的聚合物熔体，如两

种或多种聚合物的并用(共混)体系、聚合物与液体添加剂

的熔融态混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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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固体与液体混合  

    有两种形式： 

  ①液态添加剂与固态聚合物的掺混：主要发生在准备工艺

阶段，此时固态聚合物不会在混合中熔融。 

  ②固态添加剂混到熔融态聚合物中：如填充剂和补强剂在

聚合物中的混合，而固态添加剂不会在混合中熔融。  

    聚合物加工中的主要混合形式： 

  ①液－液混合(共混) 

  ②液－固混合(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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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混合状态的判定 

 1.混合状态的直接判定 

    直接对混合物取样，对其进行检验、观察和判定。 

 

 

 

 

 

 

          聚乳酸/淀粉                 聚乳酸/改性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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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物料：分析混合物不同部分的组成。若不同部分的

组成与整个物料的平均组成一致，或相差很小，说明混合

效果好；反之，则差。 

        固体物料：要从物料的分散程度和混合物的均匀程度两

方面考察。 

 

 

 

(a)、(b) 粗分散的        (c)、(d) 细分散的 
(a)、(c) 混合不好        (b)、(d) 混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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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混合效果需从物料的均匀程度和组分的分散程度两

方面来考虑。 

 (1)均匀程度 

    指混入物所占物料的比率与理论或总体比率的差异。 

    应从不同部位取样分析，计算统计平均结果。平均结果

越接近理论或总体比率，混合的均匀程度越好。 

    生产实践中，由于混合、捏和与剪切 

  的操作时间均很短，给分析测定带来一 

  定的困难，较多的是凭实际操作经验和目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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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散程度 

    指混合体系中各混入组分的粒子在混合后的破碎程度。 

        判定方法： 

         采用同一组分相邻粒子间的平均距离(r)来描述，距离

越短，分散程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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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程度越好 
       
                各物料的分散粒子越小 
                          
                分散粒子的体积(V)越小 
                          
               分散粒子的表面积(S)越大 

 
     而分散粒子的体积与表面积有如下关系： 
 
 
 

     因此，r 越小，分散程度越好。 

         

 

S

V
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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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混合状态的间接判定 

   检测与混合物的混合状态密切相关的制品或试样的物理

性能、力学性能和化学性能等，间接地判断多组分体系的

混合状态。 

       Tg  表征并用(共混)聚合物混合状态的间接指标 

                    可用DSC、DMA进行测定 

      力学性能  表征填充聚合物材料混合状态的间接指标 

                    可测定拉伸强度、冲击强度、弯曲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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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S的分散相粒径和分散相体积分数对缺口冲击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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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PDM particle size on TPV mechan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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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混合设备  

    混合设备是完成混合操作工序必不可少的工具，混合的

质量指标、经济指标(产量及能耗等)及其它各项指标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混合设备的性能。 

    混合物的种类及性质各不相同，混合的质量指标也有不

同，必须采用具有不同性能特征的混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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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混合设备的分类 

操作方式 
间歇式 
 
连续式 

混合过程特征 
分布式 
 
分散式 

混合强度大小 
高强度 
中强度 
低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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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间歇式和连续式 

  ①间歇式混合设备 

    混合过程是不连续的。 

    混合过程三个主要步骤：投料、混炼、卸料，周而复始 

        典型设备：捏合机、开炼机、密炼机 

  ②连续式混合设备： 

    混合过程是连续的。 

        典型设备：螺杆挤出机、 FCM连续混炼机 

图表链接/开炼机.swf
图表链接/密炼机.swf
图表链接/单螺杆挤出机.swf
图表链接/FCM转子及结构.swf
图表链接/FCM转子及结构.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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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布式和分散式 

  ①分布式混合设备 

    具有使混合物中组分扩散、位置更换，形成各组分在混

合物中浓度趋于均匀的分布混合能力。 

        分布混合作用： 

        通过对物料的搅动、翻转、推拉作用使物料中各组分发

生位置更换。对于熔体则可使其产生大的剪切应变和拉伸

应变，增大组分的界面面积以及配位作用。 

        典型设备：重力混合器、气动混合器、用于干混合的中

、低强度混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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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分散式混合设备 

    具有使混合物中组分粒度减小的分散混合能力。 

    分散混合作用： 

    通过向物料施加剪切力、挤压力而达到分散目的。 

    典型设备：开炼机、密炼机、挤出机 

（3）混合强度大小 

    按设备在混合过程中向物料施加的速度、压力、剪切力

及能量损耗大小分为高强度、中强度和低强度混合设备。     

    通常以物料所受剪切力大小或剪切变形程度来决定混合

强度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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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间歇混合设备 

  ①静式混合设备：重力混合器和气动混合器 

  温和的低强度混合器，适于大批量固态物料的分布混合。 

  ②滚筒类混合设备：鼓式混合机、双锥混合机和V形混合机  

  中、低强度的分布混合设备，适用于物料初混。 

  ③转子类混合设备：螺带混合机、锥筒螺杆混合机、犁刀

混合机、双行星混合机、Z形捏合机、高速混合机 

  高强度混合设备，适用于物料初混。 

        最主要设备是开炼机与密炼机，属转子类混合器。 

 

 

图表链接/间歇混合设备.ppt
图表链接/螺带混合机.swf
图表链接/高速混合机.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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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Z型捏合机 

      常用的物料初混设备。 

      适用于固态物料(非润性)和固液物料(润性)。 

      主要结构：有加热和冷却夹套的鞍型底部的混合室和一对

Z型搅拌桨。 

      捏合机的混合需要较长时间，约半小时至数小时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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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速混合机 

      广泛使用的高效物料初混设备。 

      适用于固态混合和固液混合，更适于配制粉料。 

      主要结构：有加热或冷却夹套的圆筒型混合室、折流挡板

和高速叶轮。  

        高速混合机的混合，一般需时较短，约8～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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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开炼机 

        广泛使用的物料混合设备。       

         

        主要结构： 

    ①一对安装在同一平面内的中空辊筒； 

    ②辊筒中间可通冷却水或通蒸汽，以便冷却或加热； 

    ③工作时两辊相向旋转，两辊筒的辊距可调； 

    ④两辊筒转速略有差异，存在一定速比。（1  1.15 ～1  1.27） 

    适用于橡胶的塑炼和混炼、塑料的塑

化和混合、填充与共混改性物的混炼、

为压延机连续供料、母料的制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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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密炼机 

        广泛使用的高强度物料混合设备。       

         

 

        主要结构： 

    ①密炼室的上部为加料口、下部为排料口，上、下各有一

顶栓，当上、下顶栓关闭后，即形成封闭的密炼室； 

    ②密炼室内有一对相向旋转、表面有螺旋形突棱的转子； 

    ③密炼室外壁有冷却(加热)夹套； 

    ④转子转速略有不同，存在一定速比。 

 

    适用于橡胶的塑炼和混炼、塑料的塑化

和混合、填充与共混改性物的混炼、为压

延机连续供料、母料的制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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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连续混合设备 

  (1)单螺杆挤出机 

        广泛使用的聚合物加工设备，混合能力较弱。 

        主要用于挤出造粒，成型板、管、丝、膜、中空制品和

异型材。 

        主要结构：带有加热或冷却装置的料筒和三段式螺杆。 

图表链接/单螺杆挤出机.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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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双螺杆挤出机 

        极为有效的聚合物混合设备，混合能力很强。 

        主要用于熔融混合、填充改性、纤维增强改性、共混改

性以及反应挤出。 

        主要结构：带有加热或冷却装置的字型料筒和组合式    

螺杆。 

可分为  

啮合异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 

啮合同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 
非啮合(相切)双螺杆挤出机 

图表链接/双螺杆结构.AVI
图表链接/组合双螺杆.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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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螺杆挤出机的螺杆元件： 

    ①输送元件： 

     

 

    ②捏合元件： 

   

   

    ③分流元件：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POLYMER MATERIALS PROCESSING 

第六章 高分子材料混合与制备 

  (3)行星螺杆挤出机 

        具有混炼、塑化双重作用的聚合物混合设备。 

        主要作为压延机的供料装置，用于生产透明PVC片材。 

        主要结构：有两根串联的螺杆。第一根为常规螺杆，起

供料作用；第二根为行星螺杆，起混炼、塑化作用；末端

呈齿轮状，螺杆套筒上有特殊螺旋齿。 

         

图表链接/行星螺杆挤出机.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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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CM连续混炼机 

        既有密炼机的优异混合特性，又使其转变为连续工作。 

        可在很宽的范围内完成混合任务，可用于各种类型的塑

料和橡胶的混合。 

        主要结构：在内部有两根并排的转子，转子的工作部分

由加料段、混炼段和排料段组成，两根转子作相向运动，

但速度不同。 

         

图表链接/FCM转子及结构.swf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POLYMER MATERIALS PROCESSING 

第六章 高分子材料混合与制备 

6.3 橡胶的塑炼与混炼  

    橡胶准备工艺  按照配方规定的比例，将生胶与配合

剂混合均匀制成混炼胶。 

 

 

 

                       

     

 

 

 

 

生胶 烘胶、切胶 塑炼(塑炼胶) 

配合剂 配料 混炼(混炼胶) 
配制母料 

提纯、粉碎、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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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塑炼的目的 

①降低弹性，增加可塑性，获得流动性； 

②混炼时配合剂易于分散均匀，便于操作； 

③使生胶分子量分布变窄，胶料质量均匀一致。 

 

         

6.3.1 生胶的塑炼 

解决的办法  塑炼  
橡胶是强韧的高弹态高分子 
 
成型加工需要柔软的塑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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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塑炼机理 

       生胶塑炼的实质：橡胶分子断链，分子量降低。 

       生胶塑炼的方法：机械塑炼、化学塑炼、物理塑炼。 

         

         
机械 
塑炼 

低温塑炼  机械降解作用为主，氧起稳定 
            游离基作用。 
 

高温塑炼  自动氧化降解作用为主，机械 
            作用强化橡胶与氧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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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机械塑炼机理 

    ①机械力作用 

       塑炼中的剪切力使橡胶分子断裂。 

       橡胶大分子断裂时有如下几种特征： 

    主链断裂的可能性＞＞侧链 

分子链中部断裂可能性＞＞两端 

弱键断裂的可能性＞＞强键 

分子量大的橡胶分子断裂的可能性＞＞分子量小的 

       结果：分子量分布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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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氧化作用 

    机械力作用  橡胶分子断裂  生成链自由基 

    链自由基与空气中的氧作用  发生氧化反应  使断裂

后的分子丧失再聚合成大分子的可能 

    氧化后生成的过氧化物、环氧化物不稳定  容易发生分

子重排  分子进一步断裂  分子量进一步减小 

    过氧化后的自由基活性很大  引发其它橡胶分子成为自

由基  一起参与到断裂的过程 

        机械力作用和氧化作用是同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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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温度的作用 

       温度对橡胶的塑炼效果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不同温度范围

内的影响也不同。 

 

 

 

 

 

        在较低和较高的温度下塑炼，效果最好。 

 

 

塑炼温度低  

物料粘度高，剪切作用大，机械作用效果大 
 
氧化反应速度低，化学作用效果小 

塑炼温度高  

物料粘度低，剪切作用小，机械作用效果小 
 
氧化反应速度高，化学作用效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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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塑炼机理：    

         温度提高，橡胶分子和氧均活泼，可直接进行氧化反

应，使橡胶分子降解。 

      自动催化氧化连锁反应： 

链引发：  

链增长： 

 

链终止： 

R H + O2 R + HOO

R + O2 ROO

ROO + R' H ROOH + R'

H+ +R'ROOH RO OH C

O

R''OH

( R = R'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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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静电作用 

        塑炼过程中，橡胶分子反复摩擦  表面带电(电压可达

几千、数万伏) 引起高压放电  使周围空气中的氧活化

为原子态氧或臭氧  促使橡胶分子进一步氧化断裂。 

 (2)化学塑炼机理 

        在低温和高温塑炼过程中，加入塑解剂能加强氧化作用，

促进橡胶分子断裂，从而提高塑炼效果。 

        塑解剂  化学增塑剂，它是通过化学作用来提高橡胶的

塑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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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增塑剂有三种类型： 

    ①引发型：高温塑炼时分解生成自由基，引发橡胶大分子 

            生成大分子自由基，进而氧化断链。  

      主要品种：过氧化二苯甲酰、偶氮二异丁腈 

  ②接受型：低温塑炼时起自由基接受体作用，使断链的橡 

            胶大分子自由基丧失活性，生成较短分子。 

      主要品种：硫酚、苯醌、偶氮苯 

  ③混合型(链转移型)：兼具引发型和接受型的功能。 

      主要品种：硫醇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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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在较高和较低的温度下塑炼，效果最好； 

使用引发型塑解剂时，宜在较高温度下塑炼；        

          使用接受型塑解剂时，宜在较低温度下塑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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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胶分子断裂成链自由基后，有几种变化的可能： 

  ①断裂分子被氧和塑解剂封闭； 

  ②本身分子在断裂处重新键合； 

  ③断裂分子与另一个断裂分子键合。 

    显然②和③是不希望发生的。其中③对塑炼效果更有危

害，因为交联形成的网状结构对后续加工十分有害。 

    因此，塑炼中： 

              一要保证物料与空气充分接触； 

              二要根据情况使用塑解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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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塑炼工艺 

         生胶塑炼之前需先经过烘胶、切胶、选胶和破胶等准备

工序，然后进行塑炼。 

    烘胶：降低生胶的硬度以便于切割，同时解除有些生胶结 

                晶。在烘房中进行，温度一般为50～70℃。 

    切胶：将烘热的生胶用切胶机切成10kg左右的小块以便于 

                塑炼。切胶后应人工选除表面砂粒和杂质。 

    破胶：在辊筒粗而短的破胶机中进行，以提高塑料效率。 

                破胶时的辊距一般在2～3mm，辊温在4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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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炼工艺有三种类型：        

  ①机械塑炼：通过塑炼机的机械力作用使橡胶分子断链。 

              其中包含氧和摩擦作用使塑炼效果提高。 

  ②化学塑炼：通过塑解剂的化学作用使橡胶分子断链。 

    例：天然橡胶的高温塑炼 

            添加0.3～0.5%塑解剂，塑炼时间缩短30～50% 

  ③物理塑炼：通过添加大量软化剂，减小橡胶分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力，增加分子活动能力。 

        例：各种充油橡胶 

      充油BR、充油SBR、充油 SBS、充油EP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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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炼机塑炼 

        开炼过程中，空气中的氧和臭氧与物料接触较多，塑炼

作用较好。 

        因属低温机械塑炼，温度越低，效果越好。塑炼中因挤

压、剪切作用而产生大量热量，需对双辊通冷水冷却(胶料

温度一般控制在55℃以下)；可采用分段塑炼，一般塑炼

10～15分钟后冷却一段时间再塑炼。 

        两辊间距，剪切作用，塑炼效果。 

        也可使用塑解剂，但塑炼温度可低一些。 

        辊距、辊速比、温度是影响塑炼效果的主要因素。 

 

 

图表链接/开炼机塑炼.swf
图表链接/薄通包辊.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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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密炼机塑炼 

    转子与密炼室内壁、转子与转子的间隙很小，物料在塑

炼中所受剪切作用很大。 

    物料不仅上下翻转，还受Z形转子的旋转带动沿转子纵向

来回运动，物料相互混合效果较好。 

    由于塑炼中剪切作用大，升温很大，即使冷却，温度仍

很高，因此，塑炼时间短。 

    因属高温机械塑炼(天然橡胶温度一般为140～160℃)，

使用化学塑解剂效果好。 

        装胶容量和上顶栓压力是影响塑炼效果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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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螺杆塑炼机塑炼 

        生胶进入料筒后，通过螺杆的旋转向口模方向行进；螺

杆旋转时，由于螺杆与料筒的间隙很小，形成较大的剪切

作用而使生胶塑炼。 

        胶料在料筒内因剪切摩擦而升温，属高温机械塑炼。 

        属连续式塑炼，生产能力较大，但分子量分布较宽，对

加工后的制品性能会造成不利影响。 

        温度条件相当重要，机筒温度：95～110℃，机头温度：

80～90℃。 

 

 

图表链接/橡胶挤出混炼.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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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胶料的混炼 

       混炼就是将各种配合剂与可塑度合乎要求的生胶或塑炼胶

在一定的温度和机械力作用下混合均匀，制成性能均一、

可供成型的混炼胶的过程。 

        混炼的关键  使各种配合剂都能均匀地分散在橡胶中 

    混炼的成品  混炼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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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混炼理论 

         混炼胶组分复杂，组分性质影响混炼过程、分散程度以

及混炼胶的结构。 

 (1)配合剂的性质 

  ①分散性 

      能溶于橡胶的配合剂，容易混合均匀。 

        软化剂、促进剂、硫黄。 

      不能溶于橡胶的配合剂，不容易混合均匀。 

        填充剂、补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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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几何形状 

      球状配合剂(即使不溶于橡胶)，较容易混合均匀。 

        碳黑 

      片、针状等不对称形状的配合剂，不容易混合均匀。 

        陶土、滑石粉、石棉。 

  ③表面性质 

      表面性质与橡胶相近的配合剂，容易混合均匀。 

        炭黑 

      表面性质与橡胶相差较大的配合剂，不容易混合均匀。 

        陶土、硫酸钡、碳酸钙、氧化锌、氧化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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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表面性质与橡胶相差较大的配合剂，可采用加表面

活性剂的办法解决。常用的表面活性剂： 

      硬脂酸、高级醇、含氮化合物 

  ④聚集体 

    对于粒径很小的配合剂（如炭黑、某些填充剂），颗粒

团聚倾向很大，必须在混炼时使其搓开。 

 

    胶料粘度高有利于分散团聚体。因此，塑炼胶的可塑性

不宜过大，混炼温度不宜过高。 

 

 

 
a

图表链接/炭黑的电子显微镜照片.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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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合橡胶的作用 

       混炼过程中，当橡胶分子被断裂成链自由基时，炭黑粒子

表面的活性部位就能与链自由基结合，形成一种不溶于橡

胶溶剂的产物  结合橡胶。 

    已经与炭黑结合的橡胶分子，又会通过缠结、交联等结

合更多的橡胶分子，生成更多的结合橡胶。 

    不仅在混炼中会生成结合橡胶，在混炼后的停放过程中，

也会生成结合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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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橡胶的生成，有利于补强剂、填充剂的分散，有利于

改善物料性能。但如果生成了与橡胶结合的炭黑凝胶过多

，则难以进一步分散。 

 

 

 

 

                           如何控制结合橡胶？ 

橡胶的不饱和度越高 

橡胶的化学活性越大 

配合剂粒子越细 

配合剂活性越大 

混炼温度越高 

越容易生成结合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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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混炼胶的结构 

        混炼胶是一种胶态分散体  粒状配合剂分散于生胶中。 

        分散体系的类型： 

①粒径 ＞100m  粗分散体  悬浮体 

②粒径 100～1m  胶体分散体  胶体 

③粒径 1～0.1m  分子分散体  真溶液                    

 

     

 

 

     

与生胶不相容的配合剂 
以细粒状分散在生胶中  细分散体 

生胶与溶于生胶的配合
剂成为复合分散介质 生胶介质 

胶态 
分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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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炼胶与一般胶态分散体系的区别： 

  ①分散介质是由生胶和溶于生胶的配合剂(如增塑剂)共同

组成的，分散介质和分散体的组成会随温度而变。 

  ②细粒状配合剂(如炭黑、促进剂)不仅分散在生胶中，在

接触界面上还形成多种化学的、物理的结合。 

  ③橡胶的粘度很高，热力学不稳定性不明显。 

  结论：混炼胶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特性的胶态分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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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混炼工艺 

     混炼需借助强大机械力作用进行。 

     混炼时加料顺序的基本原则： 

 ①先加塑炼胶(或具有一定可塑性的生胶)； 

 ②后加用量少的、难分散的配合剂； 

 ③再加用量多的、易分散的配合剂； 

 ④最后加硫黄等硫化剂。 

     混炼设备主要是开炼机和密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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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炼机混炼 

    适应性强，可混炼各种胶料； 

    混炼后的胶料成片状，可直接

进行后加工，不需辅助混炼； 

    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大。 

图表链接/开炼打卷.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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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炼机混炼的工艺控制： 

    辊速：15～35rpm              速比：11.1～1:1.2 

        辊温：50～60℃(因剪切升温，混炼中需通冷却水) 

        混炼一开始就将配合剂加足，并及时加入其余配合剂，

以减少混炼时间； 

        混炼中采用割开、翻动、折迭等方法，使各配合剂与胶

料混合均匀。 

            开炼机混炼中最常用的投料顺序： 

        生胶  固体软化剂  促进剂、活性剂、防老剂  补强

剂、填充剂  液体软化剂  硫黄、超促进剂 

图表链接/开炼吃粉.swf
图表链接/开炼捣胶.swf
图表链接/开炼走刀.swf
图表链接/开炼打卷.swf
图表链接/开炼打三角包.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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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密炼机混炼 

    混炼温度高、压力大； 

    混炼容量大； 

    效率高； 

    自动化程度高； 

    劳动条件改善。 

   

  ★对温度敏感的胶料不适合密炼； 

  ★密炼后的胶料形状不规则，还需 

    配备开炼机补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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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炼机混炼的工艺控制： 

    装料量：V = KV0           K  — 装料系数(常用0.48～0.75) 

        温度：100～130℃(近年来也有采用170～190℃的高温密

炼)，可以一段混炼、二段混炼。 

        上顶栓压力：提高压力，有利于增加装料量，缩短密炼

时间，提高混炼胶质量。 

        密炼机混炼终点：主要控制密炼时间，应根据具体配方

而定。 

        投料顺序：基本同开炼机混炼，但交联剂和促进剂须在

密炼后的开炼辅助操作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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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密炼车间物料流程 

天然橡胶 碳黑 合成胶 

切胶 切胶 

混合 混合 封闭的回路 称量药粉 与橡胶混炼 

化学药品 

成块 

切成小块 
进行称量 

翻箱 

塑炼 

混合 
ZA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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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高分子材料混合与制备 

典型密炼车间物料流程 

270 升 

密炼机 

第一组开炼机 

第二组开炼机 

重量检验 轧片 
BLENDING 

干燥 收皮 冷却 

第二组开炼机：出片机，翻料机 

ZA 

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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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连续混炼 

       用螺杆混炼机进行混炼，可与压延、压出等后道工序联

动，便于实现自动化。 

 (4)混炼胶冷却、停放及质量检验 

    强制冷却至30～35℃以下。 

        停放的目的：应力松弛、配合剂继续分散均匀、橡胶与

炭黑进一步相互作用。 

        快速检验：可塑度、硬度、密度、 

                            力学性能 

图表链接/橡胶挤出混炼.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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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塑料的混合与塑化  

 

 

 

        塑料成型前的准备工艺，又称塑料的配制，简称配料。 

         

 

         

塑料 

单组分塑料 
 
多组分塑料 

相互混合 
 
混合均匀 

由成型前的准备工艺解决 

    塑料的配制：塑料各组分相互

混合，并尽可能成为均匀体系，

并制成粉料、粒料、溶液或分散

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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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料和粒料的配制一般分为四个步骤： 

  ①原料的准备 

  ②初混合 

  ③初混物的塑炼  

  ④塑炼物的粉碎和造粒 

 

 

粉状和粒状塑料配制工艺流程图 

合成树脂 

粉状配合剂 

液状配合剂 

过筛、吸磁 

筛选 

过滤 

配料 塑化 混合 

粉碎 

粒化 

粒状热塑性和 
热固性塑料 

粉状热固性塑料 

粉状热塑性塑料 

① 

① 

① 

② 

③ 

④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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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原料的准备 

稳定剂 

填充剂 

着色剂 

固体助剂 

浆料或酥状物  

少量增塑剂 

研磨 

提高分散均匀性 

提高计量精度 

 (1)预处理 

       树脂  过筛、吸磁、干燥 

       增塑剂  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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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计量 

       固体物料的计量  电子秤 

       液体物料的计量  计量泵 

       添加量较少的固体和液体物料  采用人工称量 

  (3)输送 

       树脂  常用气力输送到高位料仓，使用时依靠重力下放 

       液体物料  常用计量泵输送到高位槽，使用时通过计量 

                             泵直接输送到混合设备 

       添加量较少的固体和液体物料  采用人工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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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混合 

        混合(捏和)属于初混合。T ＜ Tf ，较低剪切应力。 

        非润性物料  固态物料间的混合产物 

        润性物料  固态  液态物料间的混合产物 

   (1)物料初混合的原因 

  ①塑炼设备受料量有限 

  ②初混合时物料的分散流动阻力大大小于塑炼时，有利    

于粒子间发生相对位移 

  ③缩短塑炼时间 

  ④弥补塑炼时大范围分散困难的不足 

图表链接/螺带混合机.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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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初混合的加料顺序 

  ①非润性物料 

    先按聚合物、稳定剂、着色剂、填充剂、润滑剂等的顺

序加入混合设备 

    开始混合 

    一定时间后，设备夹套加热，使物料升温至规定的温度 

    热混合达到终点时，停止混合 

    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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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润性物料 

    聚合物加入混合设备即开始混合加热，控制温度＜100℃   

    在混合物中喷入增塑剂 

    加入由稳定剂、着色剂加少量增塑剂研磨的浆料(或酥状 

       物) 

    加入填充剂、润滑剂等其它助剂 

    混合达到终点时，停止混合 

  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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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初混合的设备 

      ①转鼓式混合机  只能用于非润性物料 

      ②螺带式混合机  兼用于非润性和润性物料 

      ③捏和机  兼用于非润性和润性物料 

      ④高速混合机  兼用于非润性和润性物料 

  (4)初混合的工艺控制 

   ①加料顺序；②混合温度；③混合时间 

         (对于高速混合机，转速也应有适当选择) 

      混合终点：疏松不结块，表面无油脂，手捏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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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塑化 

        塑化(塑炼)属于再混合。T＞Tf ，较大剪切应力。 

 (1)塑化的目的 

①借助于加热和剪切应力作用，使树脂熔化，进一步混合，

并与各配合剂相互渗透 

②驱出物料中的水份、空气及其它挥发物 

③增大物料的密度，提高物料的可塑性 

④有时还专门为一些成型工艺提供塑性物料 

    塑化的对象是初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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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塑化(炼)工艺 

   ①开炼机塑化 

        开炼机的外形和功能与橡胶开炼机基本一样。但两个辊

筒是加热的。 

        开放式，空气有冷却作用，使物料粘度增加，导致剪切

增大，提高塑炼效果。 

        塑化中必须不断地翻动物料，改变剪切方向，以使混合

更均匀。 

翻炼的方法 

打卷(90交叉) 

  
打三角包(60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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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密炼机塑化 

    密炼机的外形和功能，与橡胶准备工艺中的密闭式炼胶

机基本一样。 

    密炼机塑炼室内的剪切作用远大于开炼机上的剪切作用，

当物料升温也很大时，导致粘度下降，剪切应力也因此而

下降。 

    如果转子恒速转动，电源电压不变，则可通过电流指示

来控制密炼终点。 

图表链接/塑料密炼.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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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挤出机塑化 

        挤出机的结构和原理在挤出成型中详细讲授。 

    与开炼机和密炼机相比，挤出机塑化属于连续式塑化。 

    塑炼中物料的热源是料筒外加热，同时物料的剪切摩擦

也有一定程度的升温作用。 

    生产率高，工艺简单，是塑化工艺的发展方向。 

图表链接/单螺杆挤出机.swf
图表链接/挤出塑化.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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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塑化的工艺控制 

        对热塑性塑料  基本上是一个物理过程。 

    对热固性塑料  是物理、化学过程皆有之。 

    主要工艺控制条件  T、t、。控制不当，会发生降解、

交联等变化，使混合质量降低。 

    塑炼终点：均匀性、分散程度； 

              观察表面； 

              测定撕裂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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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塑料塑炼包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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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填充塑料塑炼包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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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三种塑炼设备的特点比较 

设备名称 开炼机 密炼机 挤出机 

工作方式 间歇 间歇 连续 

结构形式 开放式 密闭式 密闭式 

工作气氛 接触O2 隔绝O2 隔绝O2 

剪切强度 中等 最大 较小 

操作形式 手工操作 机械操作 自动操作 

工作环境 较差 较好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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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粉碎和粒化 

       造粒和粉碎的目的： 

①相同之处 

      希望减小团块尺寸。 

②不同之处 

      造粒  所形成的颗粒大小较均一，形状较固定； 

      粉碎  所形成的颗粒大小不等。 

    究竟采用造粒还是粉碎，主要取决于物 

  料的性状、成型加工方法对物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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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粉碎 

        粉碎的主要用途为： 

    ①热固性塑料经塑炼后，通常采用粉碎机粉碎； 

    ②硬性的或韧性的废旧塑料的回收利用，一般采用粉碎； 

    ③经开炼的片状物料，有时也采用粉碎机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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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粒化 

        塑料多数是韧性或弹性物料，要获得粒状塑料，常用具

有切割作用的造粒设备。 

    造粒的方法根据塑化工艺的不同有以下三种： 

    ①开炼机轧片造粒 

    主要指对经开炼机辊压后的片状物料的纵横向切粒，又

称平板切粒机。 

    所切粒子形状：矩形六面体 

图表链接/塑料粒化设备.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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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挤出机挤出条冷切造粒 

    挤出物料条先冷却(水冷或风冷)再切粒。 

    所切粒子形状：相同横截面的柱体 

 

图表链接/HAAKE挤出造粒.AVI
图表链接/切粒机.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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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挤出热切造粒 

    在口模处装有旋转刀，直接对热条切粒，然后冷却和输

送(风冷或水冷)。 

    所切粒子形状：球状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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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出造粒 

图表链接/挤出造粒.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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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聚合物溶液、分散体和胶乳的配制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的必要条件是流动性，某些制品的

成型方法常使用聚合物的溶液和分散体(如:溶胶塑料、乳

胶)作为原料来获得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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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塑料溶液的配制 

   (1)溶液组成及溶剂选择 

        塑料溶液是由作为溶质的合成树脂及各种配合剂，以及

作为溶剂的有机溶剂所组成的。 

        溶剂是一种特别的配合剂，它在加工中或在加工后已经

挥发了，因此它在加工之后的制品中是不存在的。 

        溶剂属于加工助剂，而不是性能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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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剂的选择 

          首先要选好合适的溶剂。 

          聚合物的溶剂有良溶剂和不良溶剂之分。 

          判断聚合物的良溶剂和不良溶剂，主要看它与聚合物的

溶解度参数。两者越相近，溶解性能越好，就是良溶剂；

反之，是不良溶剂。 

          除了溶解度参数之外，还应看极性、基团结构等。可以

通过手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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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溶剂的原则 

   ①对聚合物溶解性好； 

 ②无色、无嗅、无毒、不燃、化学稳定性好； 

 ③沸点低； 

 ④成本低。 

     为提高溶解性，可采用混合溶剂。 

     加稀释剂可起到降低粘度和成本， 

   提高挥发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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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聚合物的溶解 

  ①溶剂化作用 

  ②溶涨(体积膨胀) 

  ③粘性小团 

  ④小团变大团(粘性) 

  ⑤团块相互脱落、扩散 

  ⑥完全溶解 

    注意：聚合物的溶解过程很慢，应采取加速扩散的措施；

晶态聚合物的溶解过程更慢，应升温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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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溶液的制备工艺 

 

 

 

 

 

 

 

         

         

         工业过程中，塑料溶液的配制必须解决加快溶解过程的

问题。 

                                           加速溶涨 

          加快溶解的关键 

                                           强化扩散 

          溶解加热的温度至关重要。 

         目前工业上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解决加快溶解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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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慢加快搅法 

         溶剂放入溶解釜，T ，至一定的温度； 

         在快速搅拌下，缓缓加入聚合物，直至加完； 

         搅拌(T 不变)，直至完全溶解。 

②低温分散法 

         溶剂加入溶解釜内，T ，至对聚合物失去溶解的活性； 

         将聚合物一次投入釜内溶剂中； 

         搅拌，使聚合物很好地分散在溶剂中； 

         不停地搅拌，T ，直至完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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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油漆的配制 

             ①油漆成分 

 

 

 

 

             ②生产工艺 

     

 

             

 

 

油漆 

成膜物质 

颜填料 

溶  剂 

助  剂 

原料 预混 
砂磨或 
高速搅拌 

成品 包装 过滤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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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生产流程示意图 

砂磨机 

混合缸 

自动运输 树脂储罐 

溶剂储罐 

包装 

数控系统 

调节缸 过滤 

原材料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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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溶胶塑料的配制 

 (1)溶胶塑料概述 

        溶胶塑料又名“糊”，糊塑料。是固体树脂稳定地悬浮

在非水液体介质里所形成的分散体系(悬浮体)。 

        溶胶塑料目前用得最多的是乳液法生产的PVC及氯乙烯

的共聚物。因此，称作PVC糊。 

        用途：人造革、墙纸、泡沫塑料、浸渍及搪塑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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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用的非水液体主要是： 

       室温下对PVC溶剂化作用很小的增塑剂 

              室温下对PVC溶剂化作用很小的溶剂 

              非溶剂性的稀释剂 

              热固性树脂 

              热固性树脂的单体 

      溶胶塑料的成型： 

              塑形 

              烘熔 

 

 

Plastisol dispersion at room temperature

(gel formation without physical connection)

Plastisol dispersion at room temperature

(gel formation without physical connection)
Plastisol after gel formationPlastisol after gel formation

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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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溶胶塑料种类 

        ①塑性溶胶 

            树脂和其它固体配合剂 ＋ 液体增塑剂 

      主要用于成型软质制品 

    ②有机溶胶 

            树脂和其它固体配合剂 ＋ 液体增塑剂 ＋ 有机溶剂 

      主要用于成型薄型和硬质制品 

 

 

 

 

(起稀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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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塑性凝胶 

            塑性溶胶 ＋ 胶凝剂 

    ④有机凝胶 

            有机溶胶 ＋ 胶凝剂 

  ☆胶凝剂是一种具有增稠作用的配合剂，常用的是有机膨

润土和一些金属皂类。其作用是使体系具有一定的触变性，

使得塑型后的型坯在烘熔过程中不会形变。 

    必须防止胶凝剂(增稠剂)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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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型过程中，由不同非水液体组成的塑料溶胶，所发生

的性质变化也是不同的。 

     

 

 

 

 

 

 

 

＋ 树脂 
增塑剂 
溶  剂 
稀释剂 

发生物理变化  

＋ 树脂 
热固性树脂 

 
热固性树脂单体 

发生化学变化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POLYMER MATERIALS PROCESSING 

第六章 高分子材料混合与制备 

 (3)溶胶塑料的配制工艺 

        ①研磨 

       首先将颗粒较大、不易分散的固体配合剂 

  (如填充剂、稳定剂、着色剂等)与少量液 

  体增塑剂在三辊研磨机上研磨成浆料。 

        ②混合   

        将树脂、分散剂、其他配合剂和研磨浆料 

    加入球磨机等设备中混合，直至成“糊”。 

    混合温度不得超过30℃，以避免树脂溶剂化 

    而增大溶胶的粘度。 

 

 

图表链接/三辊研磨机.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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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脱泡 

    溶胶塑料在配制过程中总会卷入一些空气，所以配制后

需将气泡脱除。 

        ④贮存   

        溶胶塑料应置于搪瓷、玻璃容器中避光保存，贮存温度

不宜超过30℃。 

        溶胶塑料配制的设备主要有：混合机、捏和机、三辊研

磨机、球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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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胶乳的配制 

     胶乳是聚合物粒子在水介质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

胶体分散体系。 

 (1)胶乳原材料的加工 

    ①配合剂水溶液制备 

        将水溶性的固体或液体的胶乳配合剂，用搅拌法配制成

水溶液。此类物质为表面活性剂、碱、盐类和皂类。 

    ②配合剂分散体制备 

        将非水溶性的固体粉末配合剂，与分散剂、稳定剂和水

一起研磨，制成粒子细小的水分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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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配合剂乳状液制备 

       采用合适的乳化剂，将非水溶性液体或半流体的胶乳配合

剂制成稳定的乳状液。 

 (2)胶乳的配合 

        胶乳的配合是将各种配合剂的水溶液、水分散体和乳状

液等与橡胶胶乳进行均匀混合的过程。 

        胶乳的配合方法有： 

     ①配合剂分别加入法 

     ②配合剂一次加入法 

     ③母胶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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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聚合物共混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聚合物加以混合，使之形成表观均

匀的混合物，这一混合过程称为聚合物共混。 

        聚合物共混是聚合物改性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发展聚合

物新材料的一种有效途径。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POLYMER MATERIALS PROCESSING 

第六章 高分子材料混合与制备 

6.6.1 聚合物共混目的及作用 

       

 

 

        聚合物共混的作用： 

    ①利用各聚合物组分的性能，取长补短。 

        例：聚丙烯与聚乙烯共混 

             PP/PE共混物兼有PP的高拉伸强度和PE的高冲击强度 

    ②少量的某一聚合物作为另一聚合物的改性剂。 

        例：橡胶增韧塑料 

             PP/EPDM、PA/EPDM、PVC/MBS 

 

             

聚合物共混 

塑料与塑料共混  

橡胶与塑料共混 

橡胶与橡胶并用 

塑料中掺混橡胶 

橡胶中掺混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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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通过共混改善聚合物的加工性能。 

        例：提高加工流动性 

             PPO/PS、PC/ABS 

    ④通过共混使聚合物获得一些特殊性能。 

        例：提高阻燃性能 

             ABS/PVC 

    ⑤在不影响使用要求的条件下，降低原材料的成本。 

        例：工程塑料与通用塑料共混 

             PA/PP、PPO/PS、PC/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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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共混物的形态结构 

        共混物的形态结构受聚合物组分之间热力学相溶性、共

混方法和工艺条件等因素影响 

 (1)形态结构类型 

    ①均相体系 

        两种或两种以上聚合物混合后形成微观均相的体系。 

        例：PPO/PS合金 

    ②单相连续结构 

        聚合物共混物中的两个相或多个相中只有一个是连续相，

称为分散介质，其他的相分散于连续相中，称为分散相。 

        例：PPO/PA、PC/ABS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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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两相互锁或交错结构 

        每一组分都没有形成贯穿整个体系的连续相，以嵌段共

聚物为主要成分的聚合物共混物容易形成这种结构。 

    ④两连续相结构 

       两种聚合物网络相互贯穿，使得整个体系成为交织网络，

两个相都是连续相，典型例子是互穿网络聚合物(IPNs)。 

 (2)共混物的界面 

        在共混过程中，由于两种不相容聚合物大分子链段之间

相互扩散，在共混物的相界面上形成过渡层(即界面层)。

界面层的结构和厚度影响共混物的相容性和机械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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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形态结构的影响因素 

        理想的形态结构应为宏观均相、微观或亚微观分相的，

界面结合好的稳定的多相体系。 

        影响共混物形态结构的因素有： 

    ①相容性  与混合均匀程度成正比 

    ②配比  含量多的组分易形成连续相 

    ③粘度  低粘度的组分易形成连续相 

    ④内聚能密度  内聚能密度大的组分易形成分散相 

    ⑤制备方法  熔融共混法的分散相粒径粗大且不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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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共混物制备方法及相关设备 

 (1)干粉共混法 

    ①混合形式：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聚合物粉末在非加

热熔融状态下混合，共混物粉料可直接用于成型。 

    ②混合设备：球磨机、螺带式混合机、高速混合机、捏合

机等。 

        例：PTFE与其他树脂共混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POLYMER MATERIALS PROCESSING 

第六章 高分子材料混合与制备 

 (2)熔融共混法 

    ①混合形式：聚合物各组分在软化或熔融状态下混合，共

混物熔体经冷却、粉碎或粒化后再成型。 

    ②混合设备：开炼机、密炼机、单螺杆挤出机和双螺杆挤

出机。 

        适合于工业化生产和实验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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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溶液共混法 

    ①混合形式：聚合物各组分溶于共溶剂中搅拌混合均匀，

或各组分分别溶解再混合均匀，然后加热驱除溶剂。 

    ②混合设备：搅拌器 

        主要适合于实验室研究。 

 (4)乳液共混法 

    ①混合形式：不同种类的聚合物乳液搅拌混合均匀后，经

共同凝聚即得共混物料。 

    ②混合设备：搅拌器 

        主要适用于聚合物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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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共聚共混法 

    ①混合形式：将一种聚合物溶于另一聚合物的单体中，然

后使单体聚合，即得到共混物。 

    ②混合设备：聚合釜 

        主要用于生产橡胶增韧塑料。 

 (5)IPN法 

        先制取一种交联聚合物网络，将其在含有活化剂和交联

剂的第二种聚合物单体中溶胀，然后聚合，第二步反应所

产生的聚合物网络就与第一种聚合物网络相互贯穿，形成

互穿网络聚合物共混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