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弹性体工程模块生产实习大纲 

实习目的：本实习是在完成有关基础课及部分专业课的基础上，重点到轮胎

厂和其它橡胶制品厂参观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联系生产实际，将已学过的知识加

以巩固和提高。 

实习要求：本生产实习以了解和深化认识橡胶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材

料、配方特点、工艺方法、工艺控制过程及主要加工设备等为目的，熟知橡胶生

产的全过程。生产实习的主要场所为汽车轮胎制造厂。轮胎是橡胶制品中产量最

大、耗胶量最大、结构最复杂、涉及的加工设备最多的品种，故了解轮胎生产的

全过程，就基本上认识了橡胶制品生产的主要工序和设备，为知晓其他橡胶杂品

的生产过程及今后的专业理论学习奠定了基础。 

    每个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通过定点观察，教师指导及工厂工程师的讲课，

深入地了解每一个工艺过程的基本原理、所用设备、工艺参数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生产中常用的解决方法，在轮胎厂各个车间实习完毕后，要求能详细地撰写轮胎

生产的实习报告，内容包括工厂基本状况简介；用方块图表示的工艺流程图；各

工段所用的设备及配备的工艺参数，质量控制要点及检测方法；简谈自己生产实

习的收获和想法。由主管教师评定成绩。 

在实习过程中，为了提高实习的效果，以思考题作为实习过程中的指南。通

过回答思考题可更有目的的去了解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并能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

识。 

实习任务： 

1. 在对轮胎厂系统了解的基础上，绘制全工厂工艺流程图。 

2. 了解各车间主要设备的技术特征、规格、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以及对

厂房建筑的要求（高度、跨度、采光等）。 

3. 了解各车间的生产目的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

控制标准及目前采用的检验方法。 

4. 了解各车间的技术管理情况、质量管理措施。 

5. 了解各工序之间原材料及半成品的存放，运输方法。 

6. 各车间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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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 原材料、配合 

1. 实习工厂使用哪些生胶、再生胶、硫化剂、促进剂、活化剂、补强剂、

填充剂、防老剂、软化剂、增塑剂？ 

2. 实习工厂对进厂原材料要进行哪些检测？做哪些预加工处理？有什么要

求？ 

3. 何谓橡胶母炼胶和膏剂？实习厂制备那些母炼胶和膏剂？ 

4. 工厂称量配合采用何方法？允许误差范围是多少？哪些原材料能采取自

动称量投料？ 

5. 工厂对存放原材料的车间有何要求？为什么？ 

二、 塑炼 

1. 何谓塑炼（素炼）？工厂用的哪些生胶需要塑炼？为什么？工厂采用哪

些方法进行塑炼？ 

2. 若用开炼机塑炼，工厂操作工人如何控制辊距、辊速、温度、时间、容

量等？上述塑炼工艺条件对塑炼效果有何影响？为什么？ 

3. 了解密炼机塑炼的工艺条件，工人师傅是如何判断塑炼程度？比较密炼

机和开炼机塑炼的效率和质量有何差异？为什么？ 

4. 塑炼胶的质量如何控制？不合格的塑炼胶应如何处理？ 

三、 混炼 

1. 何谓混炼？工厂用密炼机混炼橡胶混合材料为何要分段？分成几段？了

解各段的要求及工艺控制特点。各种胶料的混炼分段有何不同？ 

2. 何谓逆混炼？其有何优点？ 

3. 密炼机混炼的加料顺序、混炼时间、容量、温度上顶栓压力、加工方法

等对混炼胶的质量有何影响？工厂胎面胶、帘布胶等胶料的混炼操作条

件是如何控制的？ 

4. 用密炼机混炼时，操作工怎样控制混炼过程？如何判断混炼程度？了解

工艺控制参数的数值和设计依据。 

5. 密炼机混炼过程中，如遇停电，应如何处理？来电后又如何处理？ 

6. 未加或加错小料，如何判断和处理？多加或少加炭黑，如何判断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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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加或多加或少加液体软化剂，如何判断和处理？ 

7. 工厂混炼胶的快速检验有哪些项目？为什么要检测这些项目？了解检测

内容及各种混炼胶的控制指标。 

8. 混炼胶的起硫点提前或错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处理？如何避免？ 

9. 在开炼机混炼中，何谓抽胶混炼法和换胶混炼法？各用于什么性质的胶

料混炼？ 

10.在开炼机混炼中，辊距、线速、速比、混炼时间、辊温、容量对混炼质

量有和影响？操作条件是如何制定的？ 

11.捣胶、八把刀、三角包操作法有何区别？薄通法对混炼质量有何作用？

为什么？ 

12.在密炼机混炼中，为什么会出现“压散现象”和“夹砣现象”？如何处

理和避免？何谓“浮砣操作”？什么情况下采用？ 

13.如何从混炼胶的断面判断混炼质量？ 

14.焦烧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 

15.了解丁苯、顺丁并用胶混炼的工序及设计的依据（加料顺序、混炼温度

和时间等）。 

四、 胶片及纺织物挂胶（压延生产过程） 

1. 轮胎的气密层胶片和油皮胶胶片各采用哪些方法生产?了解配套设备和

工艺条件。 

2. 工厂的纺织物挂胶工段采用何种压延机？其有何特点？了解钢丝帘布挂

胶的压延设备和工序，其与纺织物挂胶有何不同？ 

3. 纺织物在进入压延机之前，对其水分、温度、有何要求？为什么？ 

4. 本厂热炼规程是如何规定的？热炼胶的均匀程度、可塑性、辊温对压延

质量是有何影响？为什么压延胶边要返回而不能直接进入压延？对返回

胶掺入量有何要求？为什么？ 

5. 帘布两面贴胶（或帆布擦胶）的辊温是如何规定的？压延机辊速对压延

质量有何影响？ 

6. 纺织物挂胶过程中易出现哪些质量毛病？原因何在？如何避免？胶布不

合格的规定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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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压延完的胶帘布是卧放好还是立放好？为什么？要注意什么？压延完的

胶帘布为什么要扎眼或附纵向细棉线？ 

8. 帘布胶与胎面胶的可塑度相同吗？为什么？ 

9. 含丁苯胶的胶料压延有何特点？ 

10.帘布压延后的冷却和卷取操作要注意什么问题？为什么？如何存放？ 

五、 胎面胶的压出     

1. 了解实习工厂用于挤出胎面的挤出机的规格型号及工艺条件（温度设置、

螺杆转速、冷却条件等） 

2. 混炼胶热炼的均匀程度、可塑度对胎面压出质量有何影响？对胎面各部

规格尺寸有何影响？返回胶的掺加量要控制在多大范围？为什么？对胎

面胶表观有何影响？ 

3. 冷喂料和热喂料挤出机的供胶量的稳定性对压出胎面各部分尺寸有何影

响？若挤出胎面胶的表观不光滑，怎样调整挤出温度和螺杆转速（时间-

温度等效原理在压出工艺操作中应用）？ 

4. 工厂胎面压出采用什么方式（胎冠、胎恻胶的压出）？分几层压出？为

什么？ 

5. 机头模板一定，胎面各部的规格尺寸通过什么方法来控制？机头、机身、

螺杆温度对压出质量和各部规格尺寸有何影响？接取运输带的速度对胎

面各部位规格尺寸有何影响？螺杆转速对胎面各部位规格尺寸有何影

响？ 

6. 胎面压出时，工厂如何检测其膨胀收缩率（压出变形系数）？为什么？

若挤出同一规格轮胎的胎面胶，天然/丁苯=70/30 和天然/顺丁=60/40 的

挤出模板（口型）是否一样？为什么？ 

7. 用同一胶料压出大小两种规格轮胎的胎面，其膨胀系数相同吗？ 

8. 胎冠、胎侧压出时，破边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克服？压出焦烧是如何产

生的？如何避免？ 

9. 了解挤出的主要质量控制指标有哪些？气孔、海绵、表面不光滑等原因

是什么？如何解决？ 

六、外胎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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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午胎成型与普通胎有何区别？为什么？ 

2. 本厂采用哪种裁断机？各有什么特点？ 

3. 何谓帘布的裁断角度？它与成品帘线角度有什么关系？公差是多少？ 

4. 何谓裁断宽度？其公差规定是多少？ 

5. 裁断后的帘布如何处理？搭接还是平接？对轮胎性能有何影响？ 

6. 为什么要贴隔离胶和油皮胶？如何贴胶？ 

7. 钢丝为什么要处理？如何处理？钢丝为什么要挂胶？如何挂胶？钢丝表

面镀铜层如被刮掉可否使用？为什么？ 

8. 对钢丝圈的质量有哪些要求？为什么？钢圈由那些部分组成？对 其质量

有何要求？ 

9. 了解子斜交轮胎缓冲层和帘布筒的贴合工艺及要求。 

10.压出的胎面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用于成型？为什么？ 

11.外胎成型机头有几种？各有什么特点？用途如何？ 

12.外胎成型的工艺条件是什么？以 9.00～20 为例说明成型操作过程。 

13.何谓轮胎成型操作中的“四正、三无、一压实”？生胎的内部和外部质

量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规定这些标准？ 

14.目前成型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进？试比较层贴法和布筒法的优缺点。 

15.子午胎成型与普通胎有何区别？为什么？ 

16.钢丝帘布如何裁断？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进？ 

七、外胎硫化 

1. 外胎硫化有哪些工序？各工序的意义如何？ 

2. 水胎（胶囊）的作用是什么？其检查标准是什么？水胎表面涂什么保护剂？

为什么？影响水胎使用寿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 何谓胎 的定型？了解工厂用定型机的型号和特点。 

4. 外胎硫化条件是什么？它是如何制定的？ 

5. 了解个体硫化机和硫化罐的结构特点。用该两种硫化设备分别硫化外胎的

质量各有各有何优缺点？ 

6. 尼龙胎硫化工序有何特点？为什么？以 9.00～20 为例，说明硫化操作程序

和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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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谓“逐步升温和冷却启模硫化法”？何谓“恒温硫化法”？各有什么优

缺点？ 

8. 温度波动时，如何调节硫化时间？ 

9. 子午胎硫化有什么特点？为什么？ 

10.外胎硫化可能出现哪些质量问题原因何在？如何避免？ 

11.外胎硫化后要作那些检验和整修工作？为什么？ 

12.目前本厂外胎硫化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进？ 

13.停电、停水时如何处理？ 

八、内胎、垫带 

1. 了解内胎的制造工艺过程。各工序的意义如何？ 

2. 内胎胶垫气门咀的制造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本厂是如何解决的？ 

3.内胎胶料挤出之前为什么要过滤？热炼操作要点有哪些？热炼胶的可塑度、均

匀性、温度对压出质量有何影响? 

4．对挤出的内胎胶筒有哪些质量要求？为什么？内胎胶筒周向和径向的壁厚一

样吗？为什么？ 

5．内胎挤出口型与胎面压出模板的设计有何不同？ 

6．内胎硫化的工艺条件是什么？如何制定？ 

7．内胎一般质量问题有哪些？原因何在？如何避免？ 

8．丁基胶内胎和含丁苯胶内胎的制造有何特点？ 

9．了解垫带的制造工艺过程和易出现的质量问题。 

10.了解垫带的制造工艺过程（成型、硫化条件等）。 

九、轮胎结构设计 

1．本厂进行轮胎新产品(或改进)结构设计的程序是怎样的？一般要做哪些工

作？ 

2．本厂采用什么方法进行轮胎负荷能力的计算？要考虑哪些问题？ 

3．本厂在轮胎外轮廓设计中，选取各组参数：H/B，C/B,D/D、B/B、b/B、h/H、

H
2
/H

2
时，如何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搜集 9.00-20 尼龙胎的设计参数。 

4．外轮廊设计的合理与否对轮胎性能有何影响？(主要根据第 3 题各参数的选

取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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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乘用胎和载重胎缓冲层结构有何差异？本厂载重胎(尼龙胎)缓冲层有何特

点？ 

6．为提高轮胎负荷、缓冲、牵引、经济性能，在结构设计中应采取什么措施？ 

7． 为提高轮胎的安全性，均匀性，在成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8．为什么用硫化罐和硫化机硫化尼龙胎时要采用不同的帘线假定伸张值？(硫

化罐用 1.03～1.05，硫化机用 1.01～1.03)。 

9．尼龙胎在使用中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本厂在结构设计和成型工艺采取什么措

施？. 

10． 施工表的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了解本厂制定施工表的情况。 

11． 半芯轮式成型机头有几种迭合方式？迭合方式主要取决于哪两个半径的

比值？ 

12． 子午线外胎由哪些部件组成？各有什么作用？ 

13． 为改善子午胎侧向稳定性和经向易顺线裂口应采取什么措施？ 

14． 外胎肩空、肩裂、不耐磨、不耐刺扎、易崩花掉块、花纹沟基部裂口、

磨子口等问题与结构设计有何关系？工厂是如何解决的？ 

 

十、配方设计 

1. 轮胎各部分胶料的设计原则是什么？如何编制配方设计表格？ 

2. 如何综合分析各种性能试验数据选取硫化时间？ 

3. 多层制品配方整体设计中应考虑哪些问题？在定伸强力的配备上，对于不同

的纤维材料有无区别？为什么？ 

4. 在配方设计时应如何考虑工艺配合？如何考虑原材料的来源、质量、价格与

性能的关系？ 

5. 如何考虑各种配合剂之间的相互作用？ 

6. 了解国产烟片、皱片和进口烟片的使用情况。 

7. 了解国产顺丁、进口顺丁、充油丁苯、软丁腈、非硫调节氯丁胶的使用情况。 

8. 了解再生胶的使用情况。 

9. 设计硫化体系时，如何合理设计硫黄、促进剂用量，使胶料的焦烧时间较长、

硫化平坦线较长、硫化快速？如何避免喷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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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了解有效硫化体系和半有效硫化体的应用情况。 

11.了解轮胎各部分胶料的防老化体系和软化增塑体系的设计方案。 

 

参考书目和资料： 
(1) 《橡胶工业手册 第三分册 配方与基本工艺》 
(2) 《橡胶工业手册 第四分册 轮胎》 
(3) 《橡胶工业手册 第九分册 橡胶机械》 
(4) 《橡胶工业手册 第十分册 工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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