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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有机硅主要产品及其应用，以及我国有机硅行业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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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硅化合物是含 Si—C键的有机化合物。有 

机基通常是通过 C键或氧 、硫 、氮等与硅原子结 

合的。有机硅主要由硅油、硅树脂、硅橡胶和硅烷 

偶联剂四大类组成。有机硅具有有机物和无机物的 

双重特性 ，耐高低温 、电气绝缘 、耐老化 、耐臭 

氧、阻燃 、憎水、无毒无味、耐腐蚀和生理惰性等 

一 系列优异特性。因此 ，有机硅被称做为 “工业味 

精”，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轻工纺织 、建筑、医 

疗等各种行业 ，作为一种特殊的化工新材料 ，深人 

人们 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1 有机硅单体 

有机硅产品很多 ，品级和牌号上万种 ，常用的 

也有 5000多种。但其使用的原料单体却集中于几 

种。其中尤以二甲基二氯硅烷重要 。占所有单体总 

用量 的 90％ 以上。其次有苯基氯硅烷 、三甲基氯 

硅烷 、乙基及丙 基氯 硅烷 和 乙烯 基氯硅 烷等 。 

1．1 二 甲基二氯硅烷 

工业上生产二甲基二氯硅烷是采用直接法 ，即 

将纯硅粉在铜催化剂存在下通人干燥氯甲烷气体 ， 

反应温度 300℃ 。反应产物冷凝得到甲基氯硅烷混 

合单体。温度过高会引起载体上 CH，C1分解 ，副产 

物增加。反应产物经分馏 ，二甲基二氯硅烷收率达 

70％。分馏后回收 98％的 CH，C1，可循环使用。 

每生产 100kg甲基氯硅烷消耗蒸汽 800kg、电 

35kW．h、冷却水 10m 、氮气 6m 。 

1．2 苯基氯硅烷 

苯基氯硅烷的生产方法与二甲基二氯硅烷方法 

相 似 ，但 氯 苯 活 性 相 对 低 ，故 反 应 温 度 高 达 

400~C，催化剂铜含量也高 ，反应产物 中 C6H SiC1 

往往高于(C6H5)：SiC1：。 

1．3 生产有机硅单体的公司 

有机硅单体生产工艺复杂 ，流程长 ，因此 。生 

产 集 中 于几 个 大 公 司 ：美 国 Dow Coming公 司 

(300kt／a)、美国 GE(200kt／a)、德国 Waker公司 

(60kt／a)、 日 本 信 越 化 学 (110kt／a)和 法 国 

Rhone—Polene公 司(100kt／a)。这几家公司生产 

能力 占世界 80％ 以上。这些公司除生产单体外还 

有各种有机硅产品。并且国外甲基氯硅烷生产装置 

正向大型化 、高度 自动化 、提高收率和质量方 向发 

展 。 

2 硅油 

硅油是一种不同聚合度链状聚硅氧烷。通常有 

机基团全部为甲基称为甲 基硅油。常见的有机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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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乙基、苯基、氯氧基、氢等。硅油一般为五色 

或淡黄色、无味、无毒、不易挥发 、无腐蚀的油状 

物。分子量增加则粘度增加，因此有不同粘度的硅 

油产品。 

2．1 二 甲基硅油 

二甲基硅油是最具代表性的硅油，它是以二甲 

基环状硅氧烷为原料 ，六甲基二硅醚为止链剂，以 

四甲基氢氧化铵为催化剂 ，在 8O℃和真空条件下 

进行调聚反应而生成的，要生产高粘度硅油则采用 

酸法。二甲基硅油的 n数不同，粘度也不同、性质 

也有变化，依次分成不同品级。 

二甲基硅油作为长效脱膜剂广泛应用于塑料和 

橡胶的成型,n-r、造纸工业及食品工业。在化工、 

制药和食品工业还用做热载体和消泡剂。作为防震 

阻尼材料应用于精密机械和仪器仪表。还用于化妆 

品的添加剂、液压油和医疗上。 

2．2 苯 甲基硅油 

苯甲基硅油也是重要的一种硅油。它是将甲基 

苯基二乙氧硅烷在稀硫酸存在下水解 ，除酸后加人 

八甲基环四硅氧烷、二甲基四苯基二硅醚和微量的 

四甲基氢氧化铵催化剂进行调聚而制得。 

苯甲基硅油热稳性更好，可用于各种电子电气 

的润滑油和大型电子电容器的浸渍剂。它作为高温 

润滑剂 、热载体、绝缘油用于各种行业中。 

2．3 二 乙基硅 油 

二乙基硅油是另一种代表性硅油。它的制法是 

将二乙基二乙氧基硅烷和三乙基乙氧基硅烷在盐酸 

溶液中水解，除去酸层、中和，在浓硫酸存在下进 

行调聚。 

二乙基硅油耐高温性和抗氧性稍差于二甲基硅 

油，但耐低温性和润滑性能更好。它广泛用于各种 

精密仪器仪表、设备等润滑；是一种 良好的脱膜 

剂、理想的液体绝缘材料；广泛应用于仪表工业、 

塑料橡胶加工成型、造纸工业、金属铸造等。 

除上述三种硅油外 ，常用的还有 甲基含氢硅 

油、乙基含氢硅油、有机硅扩散泵油、硅脂和有机 

硅表面活性剂等。 

3 硅树脂 

硅树脂是一种热固性塑料。它通常是用甲基三 

氯硅烷、二甲基二氯硅烷、苯基三氯硅烷、二苯基 

二氯硅烷等的部分混合物，在甲苯存在下进行水解 

成线型、环状和交联聚合物的混合物，除酸后进行 

进一步缩聚，形成高度交联的立体网络结构的硅树 

脂 。 

硅树脂可以加入填料，如白炭黑、石英粉、云 

母粉、玻纤等及催化剂，经混练、滚片等加工成有 

机硅模塑料。硅树脂的突出性能是它优异的热氧化 

稳定性。250~C加热 24h后失重只有 2％ 一8％。另 

一 突出性能是电绝缘性能优异。它还具有优异的防 

水、耐潮、防腐蚀、耐臭氧和耐候性能。 

有机硅树脂主要是用作绝缘漆浸渍 H级电机 

及变压线圈，浸渍玻璃布及石棉制成电机套管。云 

母片用有机粘结制成大面积云母绝缘材料用作高压 

电机的主绝缘；建筑上用于防水涂料；硅树脂在塑 

料和橡胶加工中可做脱膜剂；还用于封装电子元 

件、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等。其层压材料可制 

成 H级垫片 、线 圈的绝缘体、插头 、外罩 、支 

架、叶片等。有机硅粘合剂因优异的耐高低温和绝 

缘性而广泛用于电子电器和机械工业。 

4 硅橡胶 

硅橡胶是有机硅聚合物的重要产品之一。它以 

优异的耐高低温性能而广泛应用。硅橡胶主要分为 

高温硫化硅橡胶和室温硫化硅橡胶。 

4．1 高温硫化硅橡胶 

高温硫化硅橡胶是分子量 40—80万的聚硅氧 

烷。它是有机过氧化物引以自由基交联型的硅橡 

胶。先将硅生胶 、补强剂、添加剂 、硫化剂和结构 

控制剂进行混炼，然后混炼料在定型中加压成型和 

硫化，温度 120—130℃，最后将成型品从模具中 

取出，于烘箱中烘数小时，以进行下一步硫化，有 

机过氧化物分解挥发。补强材料(SiO：)多采用气相 

法可改进硅橡胶的硬度、耐溶剂性、降低成本。弱 

补强性填充剂有硅藻土 、石英粉 、氧化锌 、氧化 

铁、二氧化钛等。 

高温硫化硅橡胶可,n-r成各种型材，如胶管、 

胶条、胶辊、胶布等，用于航空、宇航工业，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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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飞机使用硅橡胶 500kg；用于汽车工业 ，一辆 

汽车有 500多个硅橡胶制件 ；在电子电器工业中广 

泛用于电脑 、电话 、传真机 、各种电器键盘按键 、 

绝缘子和保护罩等；电缆工业广泛应用硅橡胶作各 

种软管 、插管、整容 、人造器官等。 

主要的高温硫化橡胶品种有 ：二 甲基硅橡胶， 

它是最早商业化品种。甲基 乙烯基硅橡胶是最通用 

品种，占主导地位 ，使用温度 一60—260~C，易硫 

化，性能稳定，可制做厚度大的制品。许多高性能 

和特殊用途的硅橡胶是以乙烯基硅橡胶为基础胶 ， 

在航空工业、电气工业广泛应用。因无毒，对人体 

生理反应小，可做外科整形 、人造心脏瓣膜、血管 

等。 

甲基苯基乙烯基硅橡胶是分子链中引入苯基， 

低温性能好 ，耐寒、成本低，耐燃 、可 自燃、耐辐 

射，所以在宇航工业 、尖端技术方面应用，主要做 

密封圈、垫、管材和棒材。 

氟硅橡胶耐化学品、耐溶剂 、耐润滑油性能优 

良，在非极性溶剂中膨胀率小 ，常做与燃料油和润 

滑油接触的胶管、垫片、密封圈、衬里等。 

腈硅橡胶分子侧链含 B一腈乙基或 一腈丙 

基 ，极 耐油 和溶 剂 ，耐寒 性 优异 ，可 在 一60— 

180cI二保持弹性 ，可应用于航空工业 ，汽车工业和 

石油工业做密封材料。 

此外，还有苯撑硅橡胶、乙基硅橡胶和硅氮橡 

胶等品种。 

4．2 室温硫化硅橡胶 (R，n，) 

室温硫化硅橡胶分子量低 ，有液体硅橡胶之 

称 ，它可室温固化，使用方便，可填加不同的填加 

剂制成各种不同性能的材料。它可分单组份和双组 

份两种 ，按硫化机理可分为缩合型和加成型。 

单组份室温硫化橡胶是以接触空气中水份引发 

硫化的。平时将硅生胶与填料、催化剂 、交链剂等 

各种配合剂装入密封软管中，使用时挤出，借助空 

气中水硫化。交联剂主要是甲基三乙酰氧基硅烷。 

一 般 15—30rain可固化。单组份室温硫化硅橡胶具 

有 良好电性能和耐化学品性能 ，主要用做 密封材 

料 、粘合剂 、防护涂料等。 

双组份缩合型室温硫化硅橡胶是最常用的室温 

硫化硅橡胶。它是将硅生胶 、填料 、交联剂为一组 

份包装，催化剂为另一组份包装 ，使用时两组份混 

合，发生固化 ，常用交联剂是正桂酸乙酯，催化剂 

为二丁基二月桂酸锡 ，一般完全固化需一天。 

此品种防粘性好 ，适合制软模具 ，可复制 图 

案、古文物和制做精美图案。主要品种有甲基室温 

硫化硅橡胶 、甲基嵌段室温硫化硅橡胶 、室温硫化 

腈硅橡胶 、室温硫化氟硅橡胶、室温硫化苯撑硅橡 

胶等 ，性能有差异，应用领域亦不同。加成型室温 

硫化橡胶分弹性硅凝胶和硅橡胶，前者强度低 ，后 

者高。硫化机理是有机硅生胶端基上的乙烯基和交 

联分子上的硅 氢基发生加成 反应。此种硫化胶无 

毒 、机械强度高、抗水解性强，可深度硫化，用温 

度可控制硫化速度，是国内外正在大力发展的一类 

硅橡胶。 

5 硅烷偶联剂 

硅 烷 偶 联 剂 结 构 式 是 RSiX，，其 中 X是 

CH3O一、C2H5O一、CH3OCH2CH20一等，R是 

CH2=CH一、HSCH2CH2CI-I2一、H2NCH3CH2CI-I2一、 

CH2 CHCH2OCH2cH2cH2、 一NH—cH2一 

＼cf／ 
等。分子中含有亲有机和亲无机的两种官能团，所 

以能将有机材料和无机材料牢固地粘合在一起 ，故 

称偶联剂。X基团通常数量不多，有三官能型和二 

官能型两大类。制法通常是将硅氯仿和带有反应性 

基团的不饱和烯烃在铂氯酸催化下加成反应，再经 

醇制取。 

硅烷偶联剂品种牌号很多。它主要用于树脂与 

玻璃纤维增强时，提高二者之间的粘合强度，从而 

提高增强塑料的机械性能 ；也用于其它增强材料， 

也用做增粘剂。在橡胶加工上用于改进 SiO：粉和 

高岭土与橡胶的粘合强度。 

6 我国发展概况和发展前景 

世界有机硅垄断性很强。世界八大有机硅生产 

厂产量占世界总产量 94％以上。世界有机硅需求 

量 2000年达 80万吨。我 国 60年代开始生产 ，经 

过几个五年计划 ，已形成 “单体 (下转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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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含硅的化合物是组成地球地壳的基础。粘土和 

砂子的主要组成成分就是含硅的化合物。粘土和上 

水可以塑制成杯 、碗 、盘、瓶 ，放在窑里烧成陶瓷 

器皿。砂子和石灰石、纯碱烧成熔融的玻璃 ，同样 

可以塑制成同样的物件。可是陶瓷和玻璃是无机化 

合物 ，不属于塑料，他们的分子结构是以小链为基 

础的 ，这些小链是 由硅和氧的原子交互更替组成 

的，又通过氧原子相互结合着。在它们的分子里， 

除了硅和氧的原子外，还有铝、磷 、钙 、钠、钾等 

元素的原子。塑料则是高分子有机化合物，其分子 

是长链的分子，有的成线 ，有 的长链上接支链 ，有 

的成 网。 

陶瓷和玻璃的分子组成和结构决定 了它们易 

碎 、坚硬 、耐高热和不容易氧化的特点。能不能制 

成一种含硅的物质，它既有陶瓷和玻璃的优点 ，而 

没有它们的缺点，即使是部分的缺点，成为当时科 

学家们研究的热点。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化学家们 

不断的实验及化学工厂一个接一个的设计生产 ，含 

硅 塑料应运而生 。 

早在 1863年 ，法国化学家弗里德尔和美国化 

学家克拉符兹共同制得第一个有机硅化合物四乙基 

硅 Si(C：H )。。 接着 1872年 ，德 国化学家拉登堡 

制得第一个含硅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这是由几个 

相 同的基 团键合成的一个大分子有机化合物。到 

20世纪 40年代 ，英 国化学教授基平经过 30多年 

的实验研究 ，制得 一 系列烷基 氯硅烷 CH SiC1 、 

(CH3)：Si：C1：、(CH ) SiC1等等，它们很容易水解，生 

成一 系列 硅烷醇 CH Si(OH) 、(CH )zSi(OH)z、 

(CH ) SiOH等。这些硅烷醇很容易聚合 ，形成具有 

N个相 同基团，键合成的大分子有机化合物。由于 

烷基数的不等 ，形成油状、树脂状或弹性体。它们 

都有很高的电绝缘性 、憎水性 、耐热性。基平称它 

们为 Silicone，是从英文硅 Silicon而来 ，我们译成 

聚硅氧烷。其中油状的称为硅油，树脂状的称为硅 

树脂 ，弹性体常常被称为硅橡胶。其中含硅塑料通 

常指 的就是硅树脂及一些特殊用途的有机硅弹性 

体。 

含硅塑料在工业上具有广泛的应用。硅树脂主 

要用作耐热性优 良的电绝缘漆和耐热 、耐气候老化 

的涂料等。硅橡胶可以用作高空飞行的飞机门窗和 

其他转动部件的密封材料以及飞机 、火箭发动机喷 

口处的耐烧蚀材料，一些特殊的有机硅弹性体还可 

作为医用高分子材料 ，制造人工心脏的瓣膜和人工 

胆管等。 

(上接第 25页)集中生产 、产品加工适当分散” 

的格局。在合成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有较大进展， 

我国已形成 了科研 、生产 、应用体 系，具有 5万 

t／ft．的单体生产能力 ，并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 

方面 。 

我国有机硅将继续 、快速、健康地发展，加大 

科研投入，强化工程化研究开发，科研成果将加快 

转化生产力。有机氯硅烷单体生产能力将扩大，技 

术经济水平提高。有机硅产品将加快更新换代速 

度，按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 

我国今后应统一规划 ，加强宏观调整，防止有 

机硅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 ，坚持 自主开发与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方针 ；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 

业 ，必须领先科技进步，加大研究与开发的力度 ， 

使我国有机硅行业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Administrator
铅笔

Administrator
附注
写论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