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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合成及其摩擦学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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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成了一种新颖的油溶性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采用四球摩擦磨损试验机、扫描电子电镜研究了

其作为液体石蜡润滑添加剂的摩擦学特性，结果表明，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可提高石蜡基础液的抗磨性能，
改善微观磨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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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1

油层用无水 MgSO4 干燥过夜，过滤得丙烯酸月桂酯

言

的甲苯溶液.

自从制得克量级的 C60 以来，其在超导、光、电、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合成：在上面制得

磁、生物和润滑等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 C60 分子以

的溶液中，加入 50 mg C60（99. 9% ，武汉大学测试中

其独特的球形结构、强的抗压性、强的分子内作用力

心生产），100 mg BPO，搅匀，在 Ar 气保护下，
75 ℃

［1 - 4］

以及弱的分子间作用力

，引起了摩擦学家的极

大兴趣. 目前，对于 C60 摩擦学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
［4 - 9］

在两 个 方 面，即 C60 膜

及 C60 用 作 润 滑 液 添 加

［10 - 13］

剂

，发现 C60 膜的摩擦学性能与其制备方法有

反应 24 h，得棕色液体. 用 CH3 OH 沉淀，离心分离，
沉淀物再用乙醚溶解，甲醇沉淀，重复 2 次，然后在
40 ℃ 真空干燥，得 1 g 棕色固体. 产物可溶于乙醚、
液体石蜡，呈棕色透明液. 产物用 UV-240 分光光度

关，当 C60 的分散度较高时，表现出较好的润滑性能；

计进行 UV 分析（ 以乙醚为溶剂），用 FTIR 分光光度

对于后者，由于 C60 只溶于苯、甲苯、二硫化碳等为数

计进行红外分析（ KBr 压片法），Element Analyzer-

不多的几种非极性溶剂中，因而试验中它只有通过

MOD 1106 元素分析仪测定元素 C、H 含量.

物理或机械的方式（ 如研磨、溶解挥发、超声波等）

2. 2

摩擦学试验

分散到润滑油中，富勒烯以分子簇或超微粒等聚集

采用四球摩擦磨损试验机测定 C60 -丙烯酸月桂

态形式存在，难以发挥 C60 球形分子的独特优势. 为

酯共聚物的摩擦学行为，基础液为液体石蜡. 测试条

此，本工作采用自由基共聚的方法在 C60 分子上引入

件：主轴转速 1450 r / min，温度 20 ℃ ，钢球为上海钢

亲油链段，使其可溶解在石蜡油中，并首次研究了可

球厂产Ⅱ 级钢球，材料为 GCr15，硬度为 HRC64-66.

溶解于油中的富勒烯衍生物的摩擦学特性.

测定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添加量同钢球磨斑

2
2. 1

实

验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合成
丙烯酸月桂酯的合成：将 4 g 月桂醇、2. 2 g 丙

烯酰氯加入到 25 mL 无水甲苯中，在 CaCl2 干燥管
保护下，于一定温度反应 12 h. 产物用纯水洗涤数

直径以及磨斑直径同摩擦时间和载荷的关系，并以
基础液作为对比. 采用 CSM 950 扫描电镜（ OPTON
公司）分析钢球磨斑表面形貌，加速电压 20 kV.

结果与讨论

3
3. 1

次，以除去未反应完的丙烯酰氯及反应生成的 HCl，
* 通讯联系人，Tel：01062788309，E-mail：hong-lei2000@ 263. net

产物表征
Element Analyzer-MOD 1106 元 素 分 析 仪 测 得

收稿日期：2002-03-19；修回日期：200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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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元素组成为：C：
80. 15% ；

C60 以共价键进入聚合物［16］，220 nm 处吸收峰归属

H：6. 77% ；O：13. 08% .

于酯基 - COOR.

图 1 为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 FTIR 图谱，

由以上分析结果，并结合 C60 与乙烯基单体的自

处特征峰消失，而

由基聚合机理［15，17 - 19］，推测 C60 与丙烯酸月桂酯的

531 cm - 1 处 出 现 了 吸 收 峰，可 能 是 C60 被 取 代 引

共聚机理可能为：C60 先结合引发剂自由基形成 C60

可见 C60 的 1427、1181、574 cm

-1

［14，
15］

起

-1

. 其他主要吸收峰为：2923、2852 cm （ 烷

1
C = O 伸缩振动）、
烃 C - H 伸缩振动）、1732 cm -（

自由基［17］，由于丙烯酸月桂酯大单体难均聚，以及
反应体系中丙烯酸月桂酯大大过量于 C60（ 丙烯酸月

1176 cm （ C - O 伸缩振动），表明丙烯酸月桂酯被

桂酯与 C60 的摩尔比为 310 : 1），因而形成在 C60 分子

引入到 C60 分子上生成了 C60 共聚物.

上接枝不同数量的丙烯酸月桂酯大单体的一系列混

-1

图 2 为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 UV 图谱，可
见 C60 在 260、330 nm 处的特征吸收峰均消失，说明

合物. 据此推测该 C60 共聚物可能具有以 C60 为核心，
以丙烯酸月桂酯为支链的星形结构.

v / cm - 1
图1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 FTIR 图谱

FTIR spectrum of C60 -dodecyl acrylate copolymer

Fig. 1

Wavelength / nm
图2
Fig 2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 UV 图谱

UV spectrum of C60 -dodecyl acrylate copoly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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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摩擦学行为
图 3 示出了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浓度与

钢球磨斑直径的关系，可见在不同的载荷下，C60 -丙
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用量与钢球磨斑直径的关系表
现出相似的规律，即随着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
的用量增加，磨斑直径逐渐减小，在 0. 5% ～ 0. 75%
达到最小值，后随浓度的进一步增加，磨斑直径逐渐
变大. 这可能是因为 C60 -丙烯酸月桂酯含有极性基
团而在摩擦副金属表面发生吸附，在金属表面吸附
的 C60 -丙烯酸月桂酯存在最佳量，亦即适量的 C60 -

Time / min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可以明显提高液体石蜡基础液

图4

的抗磨性能. 而过量的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在
摩擦条件下可能会发生团聚，出现一些较大或致密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eter of wear scar and friction time

的聚集粒子，从而使摩擦过程变得不稳定而导致磨

Load：200 N，a：liquid paraffin；b：liquid paraffin

［20］

损增加

磨斑直径与摩擦时间的关系

载荷：200 N，a：液体石蜡；b：含 0. 5% C60 聚合物

.

containing 0. 5% C60 copolymer

C60 -丙烯酸月桂酯在金属表面脱附，以及随着载荷
的提高，摩擦副的直接接触面积会增加所致；在低载
下，含 C60 -丙烯酸月桂酯的液体石蜡润滑下的钢球
磨斑比基础液润滑下的小，表明 C60 -丙烯酸月桂酯
可以提高石蜡基础液的抗磨及承载能力；当载荷达
到 400 N 时，磨斑均很大，表明该添加剂改善基础油
极压承载性能的效果不佳.
表1

磨斑直径与载荷的关系（ ω（ 聚合物）= 0. 5% ，10 s）

Table 1
图3

磨斑直径与基础液中共聚物浓度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eter of wear scar and
load（ ω（ copolymer）= 0. 5% ，10 s）

时间：30 min，载荷：a. 100 N，b. 200 N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eter of wear scar and
copolymer concentration in base stock

Testing time：30 min，Load：a. 100 N，b. 200 N

D / mm

100 N

200 N

300 N

400 N

Liquid paraffin

0. 323

0. 341

0. 602

1. 95

0. 294

0. 313

0. 347

2. 05

Liquid paraffin + 0. 5%
fullerene copolymer

图 4 示出了含 0. 5% 的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
物的液体石蜡润滑下钢球磨斑直径随摩擦时间变化
的关系，与基础液对比可见，随着摩擦时间的延长，

3. 3

磨斑表面分析
图 5 和图 6 分别示出了液体石蜡及 含 0. 5%

含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液体石蜡润滑下的钢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液体石蜡润滑下的四球

球磨斑直 径 前 10 min 增 加 较 快，后 增 加 较 慢，20

机钢球磨斑形貌 SEM 照片. 可见液体石蜡润滑下的

min 后基本不再增加. 而基础液润滑下的磨斑直径

磨斑较大，磨痕较深，并且有较严重的粘着现象（ 图

在试验过程中都比含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液

5c），表明在液体石蜡润滑下，发生了严重的粘着磨

体石蜡润滑下的大，且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损. 而含有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液体石蜡润

表 1 示出了含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的液体

滑下的磨斑较小，磨痕浅且细密，未出现粘着现象.

石蜡润滑下钢球磨斑直径随载荷的变化，与基础液

可见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提高了液体石蜡的抗

对比可见，磨斑直径随载荷的升高而变大，这可能是

磨能力，改善了微观磨损状态.

由于随着载荷的提高，摩擦区域的温度升高，导致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推测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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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液体石蜡润滑下磨斑的 SEM 形貌（ 时间 30 min，载荷 100 N）

SEM morphology of the wear scar lubricated by liquid paraffin（ time 30 min，load 100 N）

a

Fig. 6

学

b
图5

Fig. 5

理

b

c

含 0. 5% C60 共聚物的液体石蜡润滑下磨斑的 SEM 形貌（ 时间 30 min，载荷 100 N）

SEM morphology of the wear scar lubricated by liquid paraffin containing 0. 5% C60 copolymer（ time 30 min，load 100 N）

聚物添加剂在液体石蜡基础液中的润滑机理如下：

用 UV、FTIR 及元素分析对其进行了结构表征.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以 C60 为核心，以丙烯酸月

2. 采用四球摩擦磨损试验机对其摩擦学行为

桂酯为支链的星形聚合物，该分子中含有极性基团

进行了研究，发现适量的 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

- COO - ，它可以在金属表面形成吸附层，由于 C60

可以提高液体石蜡基础液的抗磨能力，缩短磨合期.

的存在，从而阻碍了两摩擦副表面的直接接触，提高

SEM 分析表明，C60 -丙烯酸月桂酯共聚物可改善钢球

了液体石蜡的抗磨能力；在摩擦区域，由于润滑介质

摩擦副的微观磨损状态.

的匮乏，该 C60 星形聚合物有可能收缩为微球，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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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C60 -Dodecyl Acrylate Copolymer
and its Tribological Behavior*
Lei Hong ** ， Luo Jianbin， Yang Wenyan
（ The State key Laboratery of Tribolo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Guan Wenchao
（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

Abstract

A novel oil-soluble C60 -dodecyl acrylate copolymer was synthesized. The resulting product was charac-

terized by means of Fourier transformation infra-red spectrometric and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metric analyses.
The frictional behavior of oil-soluble fullerene copolymer was studied for the first time. Its tribological characteristic
as lubricant additive in liquid paraffin was studied with a four-ball machine and a scanning electronic microscope.
The results form four-ball tests are given as follows. ① The wear scar diameter obtained with liquid paraffin containing fullerene copolymer is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fullerene copolymer.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fullerene copolymer content，the wear scar diameter is decreased. When the content is between 0. 5% and 0. 75% ，the wear
scar diameter is minimum. Then excessive fullerene copolymer results in an increasing of wear scar diameter. ②
With the increasing of friction time，the wear scar diameter obtained with liquid paraffin containing 0. 5% fullerene
copolymer under a load of 200 N increases also. After 20 min rubbing，the wear scar diameter doesn't increase any
more. By comparison，the liquid paraffin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gives larger wear scar diameter，especially after
20 min rubbing，the difference in wear scar diameter between two lubricants becomes larger. SEM shows that the
wear scar obtained with liquid paraffin containing 0. 5% fullerene copolymer under a load of 100 N and a testing
time of 30 min is obviously smaller and exhibits mild scratches，but in comparison，larger wear scar and serious adhesive wear were observed in the presence of liquid paraffin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In a word，the addition of
a certain amount of C60 -dodecyl acrylate copolymer can improve the antiwear properties of liquid paraffin and the
micro wear conditions of the frictional pair.
Key words

C60 -dodecyl acrylate copolymer，Oil-soluble，Tribologic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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