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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化学测试方法，具体涉及一

种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可溶性树脂含量的

测试方法。在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树脂

含量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为浓硫酸分解法。采

用强酸分解消化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分离

出预混料中的树脂与碳纤维。在测试其可溶性树

脂含量时，采用孔径小的砂芯漏斗，砂芯漏斗孔

径要远远小于布湿漏斗孔径，可有效过滤碳纤维

粉末，准确测试出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可

溶性树脂含量。本发明解决了现有预混料测试方

法无法准确测量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

含量和可溶性树脂含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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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可溶性树脂含量的方法，包括：1)测试出碳纤维/

酚醛树脂预混料中的树脂含量值；2)测试出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的可溶性树脂含量

值；

其中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的树脂含量值的测试方法如下：

将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试样放在浓硫酸中，加热后滴加过氧化氢溶液，使混合物澄

清，然后进行抽滤、冲洗、干燥、称重，得出树脂含量值；

其中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的可溶性树脂含量值的测试方法如下：

a)在用于测试树脂含量值的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重新称取质量为0.5～1.0g的

试样，精确至0.1mg，记为G1；

b)选取孔径为3-7μm的砂芯漏斗，将所述砂芯漏斗放至烘箱内，在80±5℃下恒温

20min，取出放入干燥器冷却20～30min后，在天平上称重，精确至0.1mg，记为G2；

c)将称量后的试样移至所述砂芯漏斗中，经丙酮多次洗涤，直至不再洗涤出树脂为止；

d)将洗涤后的碳纤维和所述砂芯漏斗放入80±5℃烘箱内干燥2h，再放入干燥器内冷

却至室温，称量所述砂芯漏斗与碳纤维的总重量，精确至0.1mg，记为G3；

e)按照以下公式(2)计算可溶性树脂含量：

式中：

C-可溶性树脂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G1-试样质量，单位为g；

G2-砂芯漏斗质量，单位为g

G3-干燥后的砂芯漏斗与碳纤维总质量，单位为g；

R-树脂含量值，用百分比表示；

V-碳纤维挥发份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其中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的树脂含量值的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a)称样0.5～1.0g，精确至0.1mg，记为M1；

b)将试样放入烧杯内，注入150mL、95％-98％浓硫酸；

c)在通风橱内加热装有酸和试样的烧杯，温度由室温升至285±5℃，选定的温度记为

消化温度，并恒温1h；

d)在消化温度下，将过氧化氢沿烧杯壁缓慢滴加，边滴加边搅拌，直至使混合液澄清且

纤维能浮至液面；将澄清的混合液恒温10min，如又混浊，需再滴加氧化氢、搅拌，至混合液

澄清为止；

e)选取3-10μm的砂芯漏斗，并将所述砂芯漏斗放至烘箱在，在80±5℃下恒温20min，取

出放入干燥器冷却20～30min后，在天枰上称重，精确至0.1mg，记为M2；

f)用蒸馏水稀释澄清并冷却后的混合液，采用所述砂芯漏斗逐步过滤烧杯内消化后的

碳纤维，真空抽滤，直至抽滤后的溶液呈中性，最后用丙酮冲洗一次；

g)将抽滤后的碳纤维和所述砂芯漏斗放入80±5℃烘箱内干燥2h，再放人干燥器内冷

却至室温，称量所述砂芯漏斗与碳纤维的总重量，精确至0.1mg，记为M3；

h)按照以下公式(1)计算树脂含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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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树脂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M1-试样质量，单位为g；

M2-砂芯漏斗质量，单位为g；

M3-干燥后的砂芯漏斗与碳纤维总质量，单位为g；

V-碳纤维挥发份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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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可溶性树脂含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化学测试方法，具体涉及一种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

量和可溶性树脂含量的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制作过程中，首先使碳纤维与酚醛树脂混合，然后对其

混料进行烘干。在预混料烘干的过程中，部分树脂未缩聚，即可溶性树脂，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含胶量。它对制品的力学性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对于酚醛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来说，树

脂含量在25％～46％范围内，力学性能较高；树脂含量大于35％时，其力学性能略微降低；

树脂含量小于25％时，其力学性能较低；树脂含量在(29±3)％时，力学性能最佳。按照此规

律，对于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也会出现一最佳树脂含量范围来保证模压制品能够达

到最佳力学性能，而准确测试树脂含量是探索模压制品能够达到最佳力值的基础。不溶性

树脂含量是表示预混料上的树脂烘干过程中预缩聚的程度。若烘干时间过长，会使不溶性

树脂含量迅速增加，严重影响预混料的质量，无法压制出合格的模压制品；反之，若烘干时

间过短，会使树脂初步固化不良及预混料挥发分含量过高，给压制工艺带来麻烦。合理地选

择烘干时间是保证预混料质量以及模压制品工艺顺利进行的关键，而准确测试不溶性树脂

含量是合理调整烘干时间的保证。可溶性树脂含量与不溶性树脂含量之和即为树脂含量。

[0003] 除此之外，若预混料中不溶性树脂和树脂含量所占百分比过高，在模压过程中，易

导致产品开裂；若不溶性树脂和树脂含量百分比过低，易使碳纤维产生掉渣现象，不能使产

品质量得到有效保障。所以准确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和可溶性树脂含

量对于提高工艺水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0004] 高硅氧/酚醛树脂预混料和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所用树脂均为F01-36醇溶性

酚醛树脂，理论上来说，在测试树脂含量时，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测试方法可以借鉴高

硅氧/酚醛树脂预混料的测试方法。但是，两预混料的增强材料不同，一是高硅氧纤维，另一

是碳纤维。碳纤维分子键作用力较弱，易成粉末状，易掉渣，而高硅氧纤维分子键作用力较

强，不易分散。在测试不溶性树脂含量时，高硅氧纤维抗氧化能力强，而碳纤维升高到某一

温度时，会与空气中氧气发生化学反应，所以灼烧温度不宜过高，但是若灼烧温度过低达不

到不溶性树脂的挥发温度，最终也无法测试不溶性树脂含量，所以在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

预混料时，不能直接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不溶性树脂含量。两增强材料不同最终会导致两

测试方法不同，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测试方法无法借鉴高硅氧/酚醛树脂预混料的测试

方法，这也是一直以来无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和可溶性含量以及不溶

性树脂含量重要原因之一。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碳纤维/酚醛树

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和可溶性树脂含量的测试方法，解决了现有预混料测试方法无法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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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和可溶性树脂含量的问题。

[0006] 本发明包括：1)测试出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值；2)测试出碳纤维/

酚醛树脂预混料中可溶性树脂含量值；

[0007] 其中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值的测试方法如下：

[0008] 将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试样放在浓硫酸中，加热后滴加过氧化氢溶液，使混合

物澄清，然后进行抽滤、冲洗、干燥、称重，得出树脂含量值；

[0009] 其中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可溶性树脂含量值的测试方法如下：

[0010] a)在用于测试树脂含量值的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重新称取质量为0.5～

1.0g的试样，精确至0.1mg，记为G1；

[0011] b)选取孔径为3-7μm的砂芯漏斗，将所述砂芯漏斗放至烘箱内，在80±5℃下恒温

20min，取出放入干燥器冷却20～30min后，在天平上称重，精确至0.1mg，记为G2；

[0012] c)将称量后的试样移至所述砂芯漏斗中，经丙酮多次洗涤，直至不再洗涤出树脂

为止；

[0013] d)将洗涤后的碳纤维和所述砂芯漏斗放入80±5℃烘箱内干燥2h，再放入干燥器

内冷却至室温，称量所述砂芯漏斗与碳纤维的总重量，精确至0.1mg，记为G3；

[0014] e)按照以下公式(2)计算可溶性树脂含量：

[0015]

[0016] 式中：

[0017] C-可溶性树脂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18] G1-试样质量，单位为g；

[0019] G2-砂芯漏斗质量，单位为g

[0020] G3-干燥后的砂芯漏斗与碳纤维总质量，单位为g；

[0021] R-树脂含量值，用百分比表示；

[0022] V-碳纤维挥发份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23] 其中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值的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0024] a)称样0.5～1.0g，精确至0.1mg，记为M1；

[0025] b)将试样放入烧杯内，注入150mL、95％-98％浓硫酸；

[0026] c)在通风橱内加热装有酸和试样的烧杯，温度由室温升至285±5℃(选定的温度

记为消化温度)，并恒温1h；

[0027] d)在消化温度下，将过氧化氢沿烧杯壁缓慢滴加，边滴加边搅拌，直至使混合液澄

清且纤维能浮至液面；将澄清的混合液恒温10min，如又混浊，需再滴加氧化氢、搅拌，至混

合液澄清为止；

[0028] e)选取3-10μm的砂芯漏斗，并将所述砂芯漏斗放至烘箱在，在80±5℃下恒温

20min，取出放入干燥器冷却20～30min后，在天枰上称重，精确至0.1mg，记为M2；

[0029] f)用蒸馏水稀释澄清并冷却后的混合液，采用所述砂芯漏斗逐步过滤烧杯内消化

后的碳纤维，真空抽滤，直至抽滤后的溶液呈中性，最后用丙酮冲洗一次；

[0030] g)将抽滤后的碳纤维和所述砂芯漏斗放入80±5℃烘箱内干燥2h，再放人干燥器

内冷却至室温，称量所述砂芯漏斗与碳纤维的总重量，精确至0.1mg，记为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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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h)按照以下公式(1)计算树脂含量值：

[0032]

[0033] 式中：

[0034] R-树脂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35] M1-试样质量，单位为g；

[0036] M2-砂芯漏斗质量，单位为g；

[0037] M3-干燥后的砂芯漏斗与碳纤维总质量，单位为g；

[0038] V-碳纤维挥发份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40] 本发明首次采用孔径较小的砂芯漏斗测试可溶性树脂含量以及强酸溶解法测试

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的树脂含量值，可精确测量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

值和可溶性树脂含量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2] 本发明包括步骤：1)测试出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值；2)测试出碳纤

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可溶性树脂含量值；

[0043] 其中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树脂含量值的测试方法如下：

[0044] (1)主要试验仪器

[0045] 分析天枰，感量0.1mg；

[0046] 烧杯：容积250mL；

[0047] 砂芯漏斗：孔径为4μm；

[0048] 吸滤瓶；

[0049] 真空抽滤泵；

[0050] 干燥器；

[0051] 烘箱。

[0052] (2)试剂

[0053] 95％～98％硫酸：分析纯；

[0054] 30％过氧化氢：分析纯；

[0055] (3)具体测试步骤

[0056] a)称样0.5～1.0g，精确至0.1mg，记为M1。

[0057] b)将试样放入烧杯内，注入150mL、95％-98％硫酸。

[0058] c)在通风橱内加热装有酸和试样的烧杯，温度由室温升至285±5℃(选定的温度

为消化温度)，并恒温1h(混合液由室温升至消化温度时间不得少于15min)。

[0059] d)在消化温度下，将过氧化氢沿烧杯壁缓慢滴加，边滴加边搅拌，直至使混合液澄

清且纤维能浮至液面。将澄清的混合液恒温10min，如又混浊，需再滴加、搅拌，至混合液澄

清为止。

[0060] e)将砂芯漏斗放至烘箱在，在80±5℃下恒温20min，取出放入干燥器冷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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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后，在天枰上称重，精确至0.1mg，记为M2。

[0061] f)用蒸馏水稀释澄清并冷却后的混合液，采用砂芯漏斗逐步过滤烧杯内消化后的

碳纤维，真空抽滤，直至抽滤后的溶液呈中性，最后用丙酮冲洗一次。

[0062] g)将抽滤后的碳纤维和砂芯漏斗放入80±5℃烘箱内干燥2h，再放人干燥器内冷

却至室温，称量漏斗与碳纤维的总重量，精确至0.1mg，记为M3。

[0063] h)树脂含量值按照公式(1)计算：

[0064]

[0065] 式中：

[0066] R-树脂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67] M1-试样质量，单位为g；

[0068] M2-砂芯漏斗质量，单位为g；

[0069] M3-干燥后的砂芯漏斗与碳纤维总质量，单位为g；

[0070] V-碳纤维挥发份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71] 注：已有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挥发分的试验方法，故不在做陈述。

[0072] 其中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可溶性树脂含量测试方法如下：

[0073] (1)主要试验仪器

[0074] 分析天枰，感量0.1mg；

[0075] 烧杯：容积250mL；

[0076] 砂芯漏斗：孔径4μm；

[0077] 吸滤瓶；

[0078] 干燥器；

[0079] 烘箱。

[0080] (2)试剂

[0081] 丙酮：分析纯；

[0082] (3)具体测试步骤

[0083] a)在用于测试树脂含量值的碳纤维/酚醛树脂模压料中(测试树脂含量和可溶性

树脂含量的试样必须是同一批次)，重新称取质量为0.5～1.0g的试样，精确至0.1mg，记为

G1。

[0084] b)将砂芯漏斗放至烘箱内，在80±5℃下恒温20min，取出放入干燥器冷却20～

30min后，在天枰上称重，精确至0.1mg，记为G2。

[0085] c)将称量后的试样移至砂芯漏斗中，经丙酮多次洗涤，直至不再洗涤出树脂为止

(一般洗涤时间1.5h)。

[0086] d)将洗涤后的碳纤维和砂芯漏斗放入80±5℃烘箱内干燥2h，再放入干燥器内冷

却至室温，称量砂芯漏斗与碳纤维的总重量，精确至0.1mg，记为G3。

[0087] e)可溶性树脂含量按照公式(2)计算：

[0088]

[0089]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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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C-可溶性树脂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91] G1-试样质量，单位为g；

[0092] G2-砂芯漏斗质量，单位为g

[0093] G3-干燥后的砂芯漏斗与碳纤维总质量，单位为g；

[0094] R-树脂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95] V-碳纤维挥发份含量，用百分比表示。

[0096] 与现有最好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97] 1)目前测试纤维/树脂预混料树脂含量的漏斗均为布湿漏斗，试验过程中使用的

砂芯漏斗孔径较小，可有效过滤碳纤维粉末，准确测试出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中可溶性

树脂含量。

[0098] 2)在测试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树脂含量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为酸分解法。采

用强酸分解消化碳纤维/酚醛树脂预混料，分离出预混料中的树脂与碳纤维，在测试纤维/

树脂预混料树脂含量的所有方法中，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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